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校 确认志愿

1 周慧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工智能课程（线上+线下）

2 史晓琼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3 朱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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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4 张聪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5 张璐 南京邮电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据科学课程（线上+线下）

6 袁春龙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7 周双 南京林业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8 王群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据科学课程（线上+线下）

9 刘大伟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电子工程与纳米技术课程（线上+线下）

10 徐浩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11 尚亚杰 南京工业大学 全额资助牛津大学土木工程（线上+线下）

12 张艺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线上+线下）

13 曹军晓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14 李婷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牛津大学商法学（线上+线下）

15 李可欣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16 马前锦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17 黄园园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18 石水灵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爱丁堡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19 陈露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20 陈健 南京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杜克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上+线下)

21 和运泽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国王学院商业、金融和信息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22 张子怡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23 杨敏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商业与金融课程（线下）

24 李宵旭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上+线下）

25 邹品菲 南京财经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商务与领导力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26 张雪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线上+线下）

27 陆瑶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医学课程（线下）

28 王健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29 周匡吉 南京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30 肖雪莹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31 翁燕琳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全额资助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线上+线下）

32 苑玉瑶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商务与领导力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33 黄庆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商业与金融课程（线下）

34 车美娜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35 华文欣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伦敦国王学院商业、金融和信息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36 孔维平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37 黎梦灵 南京审计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上+线下）

38 王湛清 南京体育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39 杨传凯 南京体育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40 滕天琪 南京艺术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41 韩佳 南京工程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42 邓昱欣 南京工程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43 王梓怡 南京晓庄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44 张思佳 南京晓庄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45 张杨 金陵科技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46 戴洪涛 金陵科技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47 束源 金陵科技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商业与金融课程（线下）

48 陈斯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49 赵雨婷 三江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50 孙子怡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线上+线下）

51 吴雅妮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52 崔士伟 江苏师范大学 全额资助爱丁堡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53 杜逸之 徐州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医学课程（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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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杨家雯 徐州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55 杨益 徐州医科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56 罗健伟 无锡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57 朱炫垒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58 张璐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59 王开芳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60 郭永锈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商务与领导力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61 张浩东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电子工程与纳米技术课程（线上+线下）

62 陈淑研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剑桥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63 钱雅如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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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64 胡雨琴 江苏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医学课程（线下）

65 洪瑞 江苏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66 余骁 江苏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课程（线下）

67 赵安楠 江苏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68 付维念 扬州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线上+线下）

69 龚星宇 扬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70 纪浩琳 扬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商业与金融课程（线下）

71 仲文娜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爱丁堡大学商务英语与媒体社交课程（线上+线下）

72 朱巳玮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线上+线下）

73 席璇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医学课程（线下）

74 李春江 南通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75 肖佳欣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76 冯凯鹃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牛津大学商法学（线上+线下）

77 于乾元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工智能课程（线上+线下）

78 陈康怡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杜克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上+线下)

79 董雪纯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医学课程（线下）

80 朱重阳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81 赵雅童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82 苗雨 苏州大学 全额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商务与领导力管理课程（线上+线下）

83 王艺飞 苏州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牛津大学土木工程（线上+线下）

84 李嘉婧 苏州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85 李蕊彤 苏州科技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86 丁燚菲 苏州城市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87 陈培希 苏州城市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88 张璐 常熟理工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89 陈维 盐城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90 代陈龙 盐城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91 孙丽君 盐城工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程（线下）

92 周欢 淮阴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爱丁堡大学商务英语与媒体社交课程（线上+线下）

93 刘政 淮阴师范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较研究课程（线下）

94 杨秀丽 江苏海洋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创新中西医药课程（线下）

95 鹿存旭 江苏海洋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商业与金融课程（线下）

96 曹佼佼 江苏海洋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传媒文化与艺术课程（线下）

97 吴佳雯 常州大学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98 姚看 常州工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课程（线下）

99 张洁 江苏理工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销课程（线下）

100 刘琪琪 泰州学院 全额资助澳门科技大学教育管理课程（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