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校 确认志愿

1 刘政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课程

2 陈洁雨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

3 何瑶艺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金融管理课程

4 刘英明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5 张琪馨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6 王嘉洛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7 黄琪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8 付倩姿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9 董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10 孟艺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11 邓宝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课程

12 马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13 徐栋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14 何子彬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光机电一体化的分析与设计、信号与系统课程

15 申晴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16 邹欣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17 朱文欣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18 徐晗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政治及西方社会学课程

19 杨佳悦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20 刘百玉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21 张宵铭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22 韩金朵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课程

23 蒋思凡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24 祁冬冬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

25 杜明珍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金融管理课程

26 万岁岁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区块链技术与商业运用课程

27 王若溪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供应链管理课程

28 耿頔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课程

29 陈雨曦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30 何炎芮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麦克马斯特大学现代电子医疗研究

31 李荣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全额资助麦克马斯特大学现代电子医疗研究

32 何加敏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33 冯馨慧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课程

34 代秋玲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

35 支昱琲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36 陈婷婷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金融管理课程

37 蔡定超 南京艺术学院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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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成雨 南京晓庄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39 施颖艺 金陵科技学院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40 瞿新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41 刘庆花 三江学院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42 刘晓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43 崔俊婷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44 郑有为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45 周华安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46 李丽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47 梁琪 徐州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48 周瑾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49 王璐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50 常新月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光机电一体化的分析与设计、信号与系统课程

51 黄程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52 李忠超 江苏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53 缪炎萍 江苏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54 魏子涵 扬州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55 张蝶 扬州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56 解雨琪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麦克马斯特大学现代电子医疗研究

57 朱亚男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58 张玉如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59 彭鹏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60 张旺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供应链管理课程

61 黄莹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光机电一体化的分析与设计、信号与系统课程

62 高璟妍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供应链管理课程

63 赵玉虎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64 李颖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65 段晓臻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66 洪家豪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

67 陈梦轩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政治及西方社会学课程

68 董雨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69 陈锡夫 苏州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70 宋飞虎 苏州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71 汤复瑶 盐城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72 王庆海 盐城工学院 全额资助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73 肖玢羽 淮阴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STEM教育

74 张祎凡 淮阴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75 曹仁杰 淮阴工学院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76 高锐 淮海工学院 全额资助圣路易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77 彭曼 淮海工学院 全额资助悉尼大学化学工程、能源与流体



78 陈苏粤 常州大学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

79 周海婷 常州工学院 全额资助曼彻斯特大学光机电一体化的分析与设计、信号与系统课程

80 宋伟光 江苏理工学院 全额资助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动性研究课程

81 梅亦然 泰州学院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82 刘悦 宿迁学院 全额资助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