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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200	 毛世民	 王 昊

北京	 	 	 	 	 	 	 	 	 	

校内单位	 			6000	 学生部	 			7220	 研工部	 			1000	 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1000	 王	 佳	 李良娆	 张光华	 高	 立、乐俊楚	 						500	 廖灿戊	 						400	 董	 可	

						280	 徐	 彪	 						200	 程东昌	 程	 方	 甘小杰	 顾本广	 顾之雨	 李	 伟	 朱	 卫	

郭庆荣	 郭志立	 韩玉珍	 侯康宁	 黄贺生	 黄南翼	 黄志勇	 靳世伟	 李毅军	 李哲峰	

厉易生	 栗志军	 梁凡初	 林贤光	 刘益萱	 柳炯硕	 陆际清	 罗	 经	 马甄卫	 穆兆曦	

彭	 俊	 钱锡康	 夏	 冰	 任国周	 孙启基	 汤渭龙	 王建文	 王世乐	 王霜玲	 王熠星	

吴荫芳、杨茂梤	 武元哲	 夏昌求	 谢书勤	 徐	 炎	 徐志民	 杨艮源	 杨	 阳	 周家悫

林学訚	 罗振男	 王	 希	 陈文业	 王蜀南											120	 宋	 强	 						100	 周广业	 南和礼	

									80	 	袁	 野	 荆伯弘	 龚恩来	 陈登伟	 何玉磊	 胡桅林	 贾志平	 廖海仁	 毛	 恒	

苗	 强	 孙旭山	 汪	 韧	 王可菊	 王林江	 王	 巍	 王友平、陈伯成	 王玉燕	 王梓舟	

魏赠应	 徐	 臻	 杨	 赫	 于晓峰	 张	 佶	 张树金	 张小章	 郑	 明	 潘文瀚	 陆亚东

福建	 									80	 张世炎

甘肃	 									80	 魏仲生

广东	 						

						500	 张木欣	 						440	 高国龙	 						200	 高肇贤	 李林益	 梁小姐	 马俊杰	 麦继谦	

庄宗穆	 唐前锋	 王	 微	 杨春宝	 张伟强	 傅	 光	 								80	 韩	 江	 胡家华	 郑	 委

林	 龙	 石文博	 孙达文	 张鸿庆、王	 明	 刘恒宇

广西	 						200	 廖建平	 谢永泉	 谢荣福													80	 裴文珑

海南	 						200	 龚文忠	 								80	 周	 毅	 黄坚敏

河北	 						

						400	 康	 敬	 						300	 安铁民	 郭忠贤	 国万忠	 金培元	 孔德明	 李	 勇	 刘建国	

刘力光	 刘铁桥	 骆小红	 吕桂宝	 宁	 远	 千昌富	 苏利杰	 孙	 文	 万	 明	 王俊刚	

王	 霞	 杨世芳	 张建平	 周文焘	 庄	 伐	 						200	 樊慧文	 李	 垺	 王	 彦	 刘志华

郑桂珍	 于万学	 张星星	 赵文鸾	 									80	 马利国

河南	 						200	 宋章元	 张金文	 						100	 刘	 珉

湖北	 						200	 王令锌	 尹业祥	 郑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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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200	 李福善	 凌国强	 谢小成	 黄昭山	 黄太吉	 谭周镃													80	 马正锋	 叶益聪

吉林	 						100	 韩英淳

江苏	 						

						200	 卞德良	 曹余庆	 陈	 诚	 陈	 坚	 胡	 峰	 胡乃定	 刘炳智	 秦山乐	 夏尚钰	

叶红耘	 张德华	 郝允沛	 顾连森	 冯锡兴	 周虎臣														80	 白希曾	 陈育斌	 樊晓华	

高	 洁	 胡	 波	 胡树建	 胡振亚	 黄宁一	 李国华	 李	 军	 潘国平	 彭晓星	 钱炜坤	

钱原吉	 秦冬雷	 孙洪元	 陶晨扬	 涂思柏	 王孟和	 王意量	 仵千里	 项建海	 须文波	

徐馨叶	 许伯康	 杨	 峰	 姚国梁	 张	 超	 张	 俭	 张振民	 赵	 峰	 赵冠一	 赵克松	

郑银水	 朱永年	 周煜中	 									50	 费登科

江西	 						200	 唐建设	 王公辅	 周	 捷

辽宁	 						

						200	 张	 谦	 									80	 毛昕竹	 邵振隆、林馥卿	 石奇忠	 谭家骅

内蒙古	 						200	 贾鸿笔	 									80	 石兆源、丁懿芳

宁夏	 						200	 李小云	 门溥中

山东	 						

						200	 张吉林	 张全军	 张秀荣	 刘永纯	 张雨文	 						100	 诸昌琳	 									80	 于胜强

赵锦铎	 孔	 磊	 									50	 孙	 建

山西	 						

						200	 王嘉婧	 许四复	 						100	 龙晓东	 									80	 成锡锋

陕西	 						200	 翟兴耀	 冯	 春

上海	 			

			3100	 厉无咎	 						200	 陈二君、阎兴珍	 褚季燊	 祁庆中	 戎自齐	 邵克仁	 王冰冰	

王熙元	 吴光祖	 奚树祥	 夏	 添、吴恒显	 薛祖德	 严健生	 杨	 荣	 俞洁纯	 张	 毅	

张正明	 赵佐樑	 周志宏	 张桂才	 潘建础	 						100	 陈世梁	 傅春常	 郑华山	 									

									80	 胡晓月	 廖	 叶	 钱鸿瑛	 王海峰	 魏	 璞	 吴廼申	 									50	 宋兆华

四川	 									80	 陈让文	 胡	 华	 吕	 骥	 陈	 燕

天津	 									80	 季步鹏、庞玉荣

浙江	 									80	 石	 杰	 吴振声	 臧	 潇

重庆	 						200	 杨德才												80	 魏成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