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 院系 收件人 快递单号（圆通）
安庆师范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江晋剑 812226099528

百色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黄仁帅 81378409077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会计系 樊俊花 813784091483

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刘宏志 813784090301
北京化工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志强 81378409041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数理与土木工程学院、数据科学系
、信息学院

孙康 812226099535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信息服务工程重点实验室、
机器人学院、智慧城市学院、研究

生院
玄祖兴 812226099544

北京联合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与物流学院 刘大莲 813784092069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

国际商学部、应用数学学院、信息
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工程技术学

院、物流学院
刘伟芳 813784092755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郑琪治 812226099554
沧州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王群艳 812226099566
沧州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董春芳 813784091771
沧州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池丽妙 812226099585
沧州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田昭岩 813784092233
常熟理工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 廖远甦 812226099976
成都工业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谭宁波 81378409239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 张兴伟 812226099592
成都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伟钧 813784092621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蔺敬一 813784092107

东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

院
崔建江 813784090854

东北农业大学 理学院 任永泰 813784090022
东华理工大学 理学院 闫霏霏 813784090959
东华理工大学 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邱淑芳 812226099617

东南大学 数学学院、软件学院 赵璇 812226099782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系 李效民 812226099620

福建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贺文武 812226099864
福建农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软件工程 姜永 813784092561
福建师范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 陈晓平 813784090843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
校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林娟 813784092264

广东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叶伟杰 812226099632
广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梁嘉怡 812226099640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数学系 陈兴发 813784091134
广东工业大学 应用数学学院 徐圣兵 813784091562
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赵洁 813784091516
广东海洋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谢瓯 813784092344
广东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 郭磊 813784092726
广东海洋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叶国栋 812226099658
广东海洋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 吴振陆 812226099661
广东海洋大学 海洋与气象学院 邱钜燎 813784092648

如有疑问请联系刘老师：1812270749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与通信学院 数模组 81222609967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吴世枫 812226099688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学院 刘晓勇 813784090060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骆世广 81222609970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
计算机工程技术学院 陈维 812226099719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智能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 官金兰 812226099725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任冬炎 813784090432

广西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夏雨 812226099737
广西科技大学 理学院 肖永火 812226099746
广西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科学学院 杨燕 813784091760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
院

电子系、网络技术系 周化 81222609989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 叶辉 812226099754

贵州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
胡支军 812226099769

贵州师范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凌巍 81378409204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覃义 812226099770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学院 张法全 81378409137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颜振翔 812226099796

桂林理工大学 理学院 王彬 812226099809
桂林理工大学 商学院 唐国强 813784091786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 何章鸣 812226099810
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学院、智能科学学院 王丹 812226099826
国防科技大学 系统工程学院 李志猛 812226099836
国防科技大学 计算机学院 尹楠 812226099845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蒋琳 812226099854

海南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王浩华 81378409294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学院 章坚民 813784090739

杭州师范大学 理学院 黄越夏 813784091750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学院 张嘉敏 813784090397
合肥工业大学 商学系 宣善立 81222609988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傅冬颖 813784090353
河北农业大学 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 刁刚 813784090907

河海大学 商学院 施国良 813784090122
河海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许瑞 813784092009
河南大学 软件学院 张东生 812226099909

河南科技学院 信息工程 古乐声 813784092158

河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电气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测
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数信

学院

许顺维 812226099916

河南中医药大学 信息技术学院 肖俊生 813784092212
湖北文理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梁霄 812226099925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刘秉淳 813784091840
华北理工大学 以升创新教育基地 门晓君 813784092408

华北理工大学
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
杨光辉 812226099939

华北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学院 王立亚 813784092971
华东交通大学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朱旭生 812226099948
华东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 杨邵毅 813784090617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兰曼 812226099968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胡馨艺 813784091458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钟慧玲 812226099989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学学院 廖芹 812226099991
华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坤 812226100000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 金成能 813784090019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崔金荣 813784091313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黄子豪 813784091952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
院

信息工程学院 高卓 813784090035

华南师范大学 软件学院（南海校区） 邓园园 813784090043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番禺校区） 雷宝鑫 813784090056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 李波 813784090077
黄冈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 周学君 81378409008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信息工程系 指导组 813784091466
暨南大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翁健 813784090108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侯雅文 813784090110
暨南大学 理工学院 温添金 813784090136

江西财经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钱忠胜 813784090141
江西理工大学 理学院 周才英 813784090154
江西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鄢化彪 813784090562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系 黄锦胜 813784090166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五院 陈静 813784090577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地理空间信息学院 黄培原 813784092071

信息工程大学 四院 赵亚群 813784090963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
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

学
信息系统工程学院 杜建平 813784091221

信息工程大学 大数据 李珠峰 813784090975
信息工程大学 一院 钟鸣 813784091013
信息工程大学 一院 陶轶群 813784091020

宿州学院 商学院 谢军 813784091041
昆明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钱斌 813784091977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
院

工程管理系 贵彩虹 813784090247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晏燕 813784090177
辽宁大学 数学院 张久军 81378409025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 李玉 813784090184
六盘水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刘平清 813784090199
六盘水师范学院 矿业与土木工程学院 郭树勤 813784090200



南昌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饶泓 813784091912
南昌航空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陈昊 813784090219
南昌师范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何西兵 813784091932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系 李景治 813784090220
南方科技大学 致新书院 牛今川 813784092283
南方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刘迎军 813784090239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李冠艺 813784090264
南京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程国达 813784090277
南京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 刘国庆 81378409028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学院 吉锋瑞 813784090294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颜端武 813784090932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正军 813784090313
南京理工大学 理学院、化工学院 刘红毅 813784090329
南京理工大学 电光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窦本年 813784090335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张军 813784090697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孟 813784090347
南京理工大学 钱学森学院 钱建军 813784090367
南京理工大学 先进发射协同创新中心 邱志鹏 813784090928
南京农业大学 理学院 王璟 813784090378
南京农业大学 信息科技学院 王东波 813784090384
南京晓庄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陈俊 813784090400

南开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徐铣明 813784090427
南通大学 理学院 王建宏 813784091500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王桂霞 813784091434
宁波大学 财经学院 张晓敏 813784090459
莆田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佘玉萍 813784090465

青岛黄海学院 财经学院、国际电子商务学院 张春梅 813784090473
曲靖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孙丽萍 813784090501
厦门华厦学院 机电与工程系 洪成蹊 813784090716
厦门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高海燕 813784092416
厦门理工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苏鹭梅 700406232032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数学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保东 813784090529

山东管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孙云杰 813784090539
山东华宇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赵帅 813784090542
山东科技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王新赠 813784091006
山东科技大学 电气信息系 尹燕芳 813784092521
山东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王彦峰 813784090981
山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赵强 813784090553
山东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红 813784090585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杜奕 813784090597
上海电机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 吕品 813784092084
上海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邓化宇 813784092538
上海健康医学院 医疗器械学院 闵建中 813784090601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宋富强 813784090894

韶关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统计

学院
简国明 813784092955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陈平生 813784090621



沈阳工业大学 理学院 杜洪波 813784090631
石家庄铁道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志宏 81378409064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信息学院 高迎 813784090658
四川大学 软件学院 梁刚 813784090660
台州学院 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李韶伟 813784090672

天津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田慧欣 813784091669
天津商业大学 理学院 安建业 813784090704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殷俊锋 710352487103
同济大学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余周炜 813784092692

武汉科技大学 理学院 张强 813784091600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学院 张汉萍 813784092603

西安财经学院 统计学院 杨海忠 813784090742
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杨博 813784091162
西安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付燕 813784090758
西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文娟 81378409076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理学院 吴养会 813784090792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 郑海超 813784092013
西南交通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孟华 813784092223
西南交通大学 数学学院 赵联文 813784090809
西南交通大学 茅以升学院 丁月 813784090818
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禹乐文 813784090828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宋浩男 813784092682
西南交通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东华 813784090834

西南交通大学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测绘遥感

信息系
孙昆襄 813784090861

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 赵婉露 813784091807
西南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周金治 813784090873

西南石油大学
理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土木工

程与建筑学院
赵春兰 813784091037

新疆大学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安新慧 813784090884
新疆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 程霄 813784090914
新疆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王蕾 813784090947

许昌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田胜利 813784091540
燕山大学 理学院 张晓冉 813784091058
榆林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冯治东 813784091069

玉林师范学院 商学院 周珊 813784091072
玉溪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任继阳 813784091081

云南大学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冯涛 813784091096
枣庄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王频 813784091104
长江大学 信息与数学学院 胡中波 813784091110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

电子学院 邓玲玲 813784091126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计算学院 王贵 813784091157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数据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 舒振宇 813784092768

浙江海洋大学
数理与信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船舶与机电工程学院
黄红英 813784091616

浙江科技学院 理学院 王文彬 813784091864
浙江外国语学院 科学技术学院 马新生 813784091671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 黄瑶 81378409117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数学与物理学院、自动化学院 杨瑞琰 813784091186

中国计量大学 理学院 赵承业 813784091415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学学院 王志俊 813784091202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陈霁月 813784091394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
院

矿业与化学工程系 拓万兵 813784091213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理学院 陈华 813784091232

中国药科大学 国际医药商学院 陈磊 81378409124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向卓元 813784091258

中南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陆新江 813784091261
中南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罗依雯 813784091272
中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远东 813784091280

中南民族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数学与统计学

学院
朱忠熏 813784091305

中山大学 数学学院 陈葵文 813784091328
中山大学 数学学院 李佩姗 813784091332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王刻奇 813784091349
中央民族大学 理学院 苏宇楠 81378409135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建华 81378409224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计算科学学院 马小芳 813784091363

重庆工程学院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赵站兴 813784091386
重庆交通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蒋伟 813784091408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运胜 81378409142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交通与土木建筑学院、数学与大数

据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谢瑞凌 813784091474

广州航海学院
港口与航运管理学院、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
李振彰 813784091490

贵州商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露 813784091533
湖北经济学院 信息管理与统计学院 王磊 813784091559
华北科技学院 理学院 杨文光 813784091571
黄冈师范学院 数理学院 杨旭华 813784091588

集美大学
轮机工程学院、理学院数学系、机
械与能源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学

院、财经学院、轮机工程学院
宾红华 813784091621

江苏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敬文书院 刘剑明 813784091633
岭南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赵海清 813784091643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学

院
潘春燕 813784091836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海尔学院 赵文启 813784091658
汕头大学 理学院 方睿 813784091684

五邑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信息工程学

院
刘晶 813784091698

长春大学 理学院 荣竹青 813784091718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崔峰 813784091723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蔡银英 81378409173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数学与经济学院 瞿赟 813784091745

乐山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罗世超 813784092790
闽江学院 数学系 金秀玲 813784091795

玉林师范学院 张茂胜 813784091817
闽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冯晓霞 813784091823
内江师范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刘好斌 813784091857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陈斌 813784091878

湖北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

学学院
潘保国 813784091980

湖北民族学院 向长城 700406232025
广西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晏振 700406232022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
城区）

杨祖元 700406232033

东北石油大学 高伟 700406232034
山东农业大学 信息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承明 700406232031

复旦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郑逸斐 700406232030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数理与土木工程学院 孙康 700406232023

五邑大学 韦健偲 700406232024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航运工程系 高治源 700406232026

武汉学院 软件工程 蒋磊 700406232027
东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建江 700406232028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张建波 700406232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