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活动学科组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大学

1 物理海洋 郝耕锐 男 汉族 大连海事大学

2 物理海洋 王丰隆 男 汉族 大连海事大学

3 物理海洋 郑康辉 男 汉族 大连海事大学

4 物理海洋 刘咏琪 女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5 物理海洋 钟文静 女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6 物理海洋 樊明顺 男 汉族 广西大学

7 物理海洋 郑有昌 男 汉族 广西大学

8 物理海洋 刘大运 男 汉族 哈尔滨理工大学

9 物理海洋 陈云帆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10 物理海洋 程天宜 女 满族 河海大学

11 物理海洋 何萌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12 物理海洋 刘余亿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13 物理海洋 马雪莹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14 物理海洋 杨子莹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15 物理海洋 符少琼 女 汉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6 物理海洋 潘天峰 男 汉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7 物理海洋 宋强华 男 汉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 物理海洋 赵章喆 男 汉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9 物理海洋 齐善月 女 汉族 山东科技大学

20 物理海洋 黄艳东 女 汉族 上海海洋大学

21 物理海洋 侯思远 男 汉族 天津科技大学

22 物理海洋 蒋帅龙 男 汉族 武汉理工大学

23 物理海洋 张金山 女 汉族 西华师范大学

24 物理海洋 钟悦 女 汉族 云南大学

25 物理海洋 王若琪 男 汉族 浙江海洋学院



26 物理海洋 杨乐燕 女 汉族 浙江海洋学院

27 物理海洋 陈茂楠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28 物理海洋 黄靖雯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29 物理海洋 李文彬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30 物理海洋 张茜娅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31 物理海洋 刘耿滨 男 汉族 中山大学

32 物理海洋 王景鸿 男 汉族 中山大学

3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马波 女 汉族 成都师范学院

3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杨铮 女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3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兰素娟 女 黎族 广东药学院

3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爱凤 女 汉族 广东药学院

37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杨镇业 男 汉族 广西大学

38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钟俊炀 男 汉族 广州医科大学

39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艳青 女 汉族 广州中医药大学

40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罗鹏 男 汉族 广州中医药大学

41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祝嘉莹 女 汉族 河北农业大学

42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蔡存磊 男 汉族 河海大学

4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赵占伟 男 汉族 河海大学

4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坚益 男 汉族 河南大学

4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何映萱 女 汉族 湖南师范大学

4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胡怡伟 女 汉族 湖南中医药大学

47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冯世祥 男 汉族 华南农业大学

48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王裕阳 男 汉族 华南农业大学

49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姚欣宏 女 满族 华南农业大学

50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霍嘉欣 女 汉族 华南师范大学

51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孔令欣 女 汉族 华中农业大学

52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单思 女 汉族 吉首大学



5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曾琦 女 汉族 江西师范大学

5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左一萌 女 汉族 兰州交通大学

5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蒋鹏 男 汉族 泸州医学院

5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陈嘉慧 女 汉族 南方医科大学

57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孟献雨 男 汉族 南京农业大学

58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武彤 女 汉族 南京农业大学

59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丁雪敏 女 汉族 内蒙古农业大学

60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吴律 女 汉族 钦州学院

61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刘铭 男 汉族 三峡大学

62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泽睿 女 汉族 厦门大学

6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杨淋 男 汉族 厦门大学

6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姚瑶 女 汉族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6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余骄洋 男 汉族 山东农业大学

6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晓悦 女 汉族 四川理工学院

67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陈华冠 男 汉族 天津师范大学

68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佘江链 女 汉族 武汉科技大学

69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李念隆 男 汉族 西北大学

70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郑昊元 男 汉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71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杨兰辉 女 苗族 西南大学

72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倪明慧 女 苗族 西南民族大学

7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陈慧真 女 汉族 长春大学

7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戴梦姣 女 汉族 浙江海洋学院

7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曹家振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7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冯成聪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77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古嘉瑜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78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黄谕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79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冷月洋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80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伍文峰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81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夏松港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82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叶沛沅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83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张为峰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84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马佳滢 女 满族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85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陈乐瑶 女 汉族 中国药科大学

86 海洋生物（生物工程） 张盈铢 女 汉族 重庆师范大学

87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陈立辉 男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88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高伟健 男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89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李飞 男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90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谢文鑫 女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91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张家琪 女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92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周婉秋 女 汉族 成都理工大学

93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朱纪翔 男 汉族 大连海事大学

94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罗小意 女 汉族 广东财经大学

95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梁昌强 男 汉族 广西大学

96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杨其济 男 汉族 桂林理工大学

97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何炽凤 女 汉族 河海大学

98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刘昊岚 男 汉族 河海大学

99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纪顺奎 男 汉族 河南理工大学

100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石爱红 女 汉族 河南理工大学

101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马凤林 男 汉族 济南大学

102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马玉琨 男 汉族 济南大学

103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廖宇豪 男 汉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4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丁志强 男 汉族 山西大学

105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赵涛 女 汉族 西安石油大学

106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王泽坤 男 汉族 云南大学



107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葛玉洲 男 汉族 长安大学

108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禤宇添 男 汉族 长安大学

109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李进鹏 男 汉族 长江大学

110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王明敏 女 汉族 长江大学

111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曾程辉 男 汉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2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杜昌学 男 汉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3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黄开旗 男 汉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4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宋磊 男 汉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5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沈续文 男 汉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16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林钰 女 汉族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117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王智娜 女 汉族 中山大学

118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刘欣雨 女 汉族 河南大学

119 海洋地质（地质工程） 马圆圆 女 汉族 山东师范大学

120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魏子成 男 汉族 大连海事大学

121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黄倩怡 女 汉族 大连海洋大学

12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黄醇醇 女 汉族 福建师范大学

123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旭柠 男 汉族 福建师范大学

124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叶珈琪 女 汉族 广东工业大学

125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李小媚 女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126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吴宇鹏 男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127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郑少婷 女 汉族 广东海洋大学

128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陈肖霞 女 汉族 广西大学

129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石敏 女 汉族 河北师范大学

130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马晓宇 女 汉族 河南大学

131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贺明明 女 汉族 河南理工大学

13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彭明明 女 汉族 河南农业大学

133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罗成应 男 汉族 淮海工学院



134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隆楚月 女 汉族 辽宁师范大学

135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罗红雪 女 汉族 宁夏大学

136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王承望 男 汉族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137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张雅婷 女 白族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138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稀琛 女 汉族 山东科技大学

139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杨富民 女 汉族 汕头大学

140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子瑜 女 汉族 四川师范大学

141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欢 女 汉族 天津科技大学

14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常虎 男 汉族 西北大学

143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杨昆鹏 男 汉族 浙江大学

144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钟荣 男 汉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45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郭笳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146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李雯娟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147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雨昕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148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任国志 男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149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孙风婷 女 汉族 中国海洋大学

150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陈子蔚 男 汉族 中山大学

151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张栋 女 汉族 南京林业大学

152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刘金燕 女 白族 云南师范大学

153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孙一楠 女 汉族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