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推荐学校 院系专业及班级

1 方冬雨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1506班

2 刘文宝 东北大学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矿物加工工程专业2015
级博士生

3 邰易萱 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1501班

4 李毅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2017级硕士生

5 孟杰 大连理工大学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系运力1502班

6 孙珞茗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无损检测与评价专
业材硕1803班

7 王任琦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2017级英语学硕班

8 张景奇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2017级博士

9 石一慈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化硕1804班

10 程琪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催化化学与工程化1408
班

11 向洪武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公共事业管理2015
级1班

12 李保 大连海事大学
轮机工程学院轮机工程（陆上方向）2016-2
班

13 匡一鸣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网络犯罪侦查系网络安全与执法方向
20152019区队

14 汪子航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公安技术方向2016级研究生三中队二区队

15 曲颖 大连民族大学 理学院计研185班

16 于昊蕊 辽宁大学 轻型产业学院2015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17 付继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传播学专业

18 闫泓宇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2015级金融学2班

19 侯文彬 中国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学院肿瘤学专业2016级4班

20 冯鹏辉 中国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学院妇产科学专业2012级98期81班

21 贾韵博 中国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学院临床医学实验班2015级101期8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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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侯云雷 沈阳药科大学
制药工程学院药物化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
生

23 马俊红 沈阳药科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药事管理二班

24 杜彦廷 沈阳农业大学 畜牧兽医学院基础兽医学2班

25 张尧 沈阳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工程管理1501班

26 李孟怡 沈阳工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1402班

27 袁蒙蒙 沈阳师范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15级2班

28 郭月 沈阳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5级2班

29 郑凯峰 沈阳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178205班

30 胡文健 沈阳理工大学
装备工程学院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专业
15110201班

31 王铮 沈阳音乐学院 现代音乐学院流行器乐系本科2013级学生

32 陈沐恩 鲁迅美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中国画专业2015级二班

33 闫煦宁 鲁迅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学院党总支2015级01工作室

34 方荣丽 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优创1502
班

35 史文祥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1534060109班

36 张志文 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15级11班

37 曲圆 沈阳工程学院 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151班

38 刘子昂 辽宁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物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

39 李欣阳 辽宁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物理学（师范）专业
2015级1班

40 杨晴铄 辽宁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心理学（师范）专业2015级1班

41 郭蓉娜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2017级博士生

42 冯晓葳 东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专业2015级本
科生

43 汪荣锦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应用统计专业2017级硕士生

44 于振龙 大连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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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左运 大连交通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52班

46 徐超 大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研1701班

47 王瑞颖 大连工业大学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2018级硕士生

48 刘星 大连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生工153班

49 古铎 大连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2015级2班

50 胡佳卉 大连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2015-1班

51 张倍恺 辽宁科技大学 材料与冶金学院卓冶金2015班

52 刘佳鸣 辽宁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机械工程2018班

53 谢浩东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工工艺方
向）专业实验1501班

54 郝芸兴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501班

55 孙畅 辽宁科技学院 物联网工程物联BG151

56 石奡坤 辽东学院 农学院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B1506班

57 闫镜名 渤海大学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16级1班

58 杨镇泽 渤海大学 工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5级09班

59 魏亚洲 辽宁工业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车辆工程153班

60 徐秋平 锦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14级26班

61 高净乐 锦州医科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54
班

62 张政玮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能动与动力工程16-3班

63 牛英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16-1班

64 程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城市地下空间工程15-2班

65 王越先 辽宁警察学院 监所管理系监狱学专业二班

66 王志明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

校
道桥系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16-2班

67 梁艺程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

学院
自动控制工程学院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2016
级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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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侯雅楠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学园艺系园艺技术16-1班

69 王英杰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与制作专业1班

70 安春月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工程系模具设计与制造16411班

71 段译乔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系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石化1635班

72 刘晓晗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与生态系工业分析技术一班

73 郑博文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电商G172班

74 马骥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车辆学院动车组检修技术专业16-2班

75 伊鑫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建筑工程系2016级土木工程检测技术1班

76 陈厉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护理系护理专业6班

77 谭德胜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2016级通信技术二班

78 王吉利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外国语学院2015级俄语2班（4）

79 宋硕 大连艺术学院 戏剧影视与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一班1组

80 李松野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网络工程系网络15001班

81 赵爱俊 大连科技学院 交通运输学院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15-3班

82 白菲 辽宁何氏医学院 医学部护理学院2015级护理学11班

83 刘兴宇 沈阳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
班

84 安全顺 大连财经学院 经济学院经济专业1班

85 蔡茹 辽宁理工学院 文法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5级1班

86 白健琛 辽宁传媒学院 新闻传播系文化产业管理1501班

87 杨潍铭 沈阳科技学院 管理系工商管理1502班

88 刘静 沈阳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15级7班

89 高梓淞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15级社会工作班

90 王中浩 大连大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5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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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李佳新 鞍山师范学院 高职院学前教育系15级本科1班

92 张馨戈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系16级学前教育三班

93 刘梓明 营口理工学院 化学与环境工程系环境科学与工程1602班

94 谢鑫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2016级1班

95 王俊博 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工程系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16-3班

96 冯瑞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学院16汽车三校班

97 赵博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工程系16级汽修三班

98 张楚晗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医学检验系2016级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班

99 高菲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护理分院护理专业16级11班

100 付鉴旭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船舶工程系船舶工程技术专业16G113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