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工银融e联“挑战杯”黑龙江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项目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参赛组别 第一作者姓名 第一作者学号 第一作者学院 第二作者姓名 第二作者学号 第二作者学院 第三作者姓名 第三作者学号 第三作者学院 第四作者姓名 第四作者学号 第四作者学院 第五作者姓名 第五作者学号 第五作者学院 第一指导老师姓名（技术指导教师） 第一指导老师工号 第一指导老师单位 第二指导老师姓名（创业指导教师） 第二指导老师工号 第二指导老师单位 第三指导老师姓名 第三指导老师工号 第三指导老师单位

1 回声科技——全海域全场景水声通信技术领跑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轩野 20181053** 水声工程学院 孙羽翀 20190533** 水声工程学院 高健乔 20190105** 船舶工程学院 姬晨佳 20202821** 南安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 陈悦峰 20190535** 水声工程学院 刘凇佐 05000102** 水声工程学院 孙宗鑫 05200600** 水声工程学院 青昕 05202100** 水声工程学院

2 海洋精度—低成本北斗海洋精密定位增强开拓者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翁铭泽 S320047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治国 B4200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力新 20190408**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传磊 S320047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洁 B4180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福鑫 0420190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亮 042012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建华 04200300** 龙江工程师学院

3 钼光科技—超高温合金材料变革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郭政佑 20201083**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斌 2020108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刘锦洋 2020108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姜丰磊 20190933** 经济管理学院 李佳睿 20211086**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贺新 102009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吴雷 30200600** 经济管理学院 姜风春 102010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4 海洋平台智能检测设备供应商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陈思文 20200105** 船舶工程学院 李圆月 20200103** 船舶工程学院 袁驷驹 20200103** 船舶工程学院 林艳茹 20190101** 船舶工程学院 孟令哲 20190714** 机电工程学院 王刚 01201100** 船舶工程学院 高天明 09201500** 经济管理学院 贾鹏 07200301** 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5  绿碳循环—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装置创造者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乔木 2020282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范耀华 20200308**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吴靖 201903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张雨扬 2019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锦洋 2018105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忠义 032007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苏屹 09201100** 经济管理学院 王艳华 032018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6 昇云智识—多模态端边云协同巡检技术先行者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邵琦 2019040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左子凝 20200992** 经济管理学院 王爽 20200406**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吕子楠 2020041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爽 20190535** 水声工程学院 许德新 0420010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伟 042005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玉龙 042018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7 海洋保卫者——重防腐与生态修复一体化海洋工程涂料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黄建涛 S32002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徐成伟 201902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沈美栖 20200209**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杨千乐 20200293**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郭靖祎 201902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吕建福 022013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高明 022017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许飞 校外

8 福祉疆至-数字媒体技术共享平台 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 热福凯提·艾力 20191011**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刘月聪 S321040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虹雨 20190932** 经济管理学院 罗星月 2019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何松 20191011**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朱小亮 30201200** 创业教育学院

9 白衣护盾-便携式主动换气消毒面罩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李宏博 20200209**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谢思翔 20200203**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杨竣博 20190202**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浩天 20200202**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田浩冉 2020029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顾璇 022004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贺征 022004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孙晓羽 022008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10 暖阳黄金瓜——映汇助农魂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孔天慧 201913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周思渊 2019131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贾骁 201913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哈生艳 20190994** 经济管理学院 赵欣淼 2020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李瑶 302014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1 “齿”承万里—实现国内高端零件制造自主化的加速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闫宝琦 2019100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弛 20201001**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秦宇 20190932** 经济管理学院 方子铭 2020100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关亚杰 B41810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金国 102003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潘霞 09200701** 经济管理学院 崔秀芳 102001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12 脉动地球——高精度光纤传感监测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韩昭旭 20192512**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娄存恺 B1212500**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高家兴 S3212500**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殷嘉悦 20202513**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刘志海 11199900**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李冰 09200300** 经济管理学院 张羽 11200601**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13 盲人守卫者-助力盲人走出黑暗“看到” 世界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孙靖博 2020065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骏豪 202007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欣 20192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笑君 202008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邱文涛 202015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书勇 062005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孟宇龙 061998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水下“导盲仪”——面向水下作业的多平台声学定位跟踪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刘文德 20200514** 水声工程学院 苏欣 B6210500** 水声工程学院 修雪 S3190900** 经济管理学院 戴佳瑞 20200514** 水声工程学院 吴鑫宇 20200514** 水声工程学院 聂东虎 06200400** 水声工程学院 孙冰 30199800** 经济管理学院 张羽鑫 52019013** 水声工程学院

15 深蓝回响-面向全海深多体制双向高速通信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李汇哲 20190801** 水声工程学院 付雁冰 20190209** 水声工程学院 巩在翔 20190931** 经济管理学院 王艺儒 20200541** 水声工程学院 陆飞扬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周锋 05200501** 水声工程学院 张羽鑫 05201901** 水声工程学院 青昕 05202100** 水声工程学院

16 “红”篇“剧”筑——“沉浸式”红色教育的多模块综合平台 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 王雨婷 2020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夏倩倩 202013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刘亦威 20200993** 经济管理学院 谢晓萱 20200933** 经济管理学院 李紫葳 2020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赵德雷 1320120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李文宝壮 09201801** 经济管理学院

17 蓝色海洋的“守护官”--船舶压载水检测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张建鹏 S321527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李旭升 S321527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曹屹锋 20200306**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赵晨 S321527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汪贵 S321527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施悦 0320050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18 测浪先锋-新型智能测浪自航浮标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郝伟 S3200101** 船舶工程学院 李华阳 S321527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窦融 S3200900** 经济管理学院 王晨羽 校外 熊行行 20200107** 船舶工程学院 韩阳 01201800** 船舶工程学院 黄礼敏 0120160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19 智荣科技——船柴动力中国“芯”电控系统引领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鹏 S320037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石泽太 S3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韩明泽 S321037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殷鹤祥 S320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马贺 S320037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李文辉 320040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袁志国 31999005**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20 智能海参捕捞机器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刘书含 2020041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佳帅 B6190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侯佳怡 20200407**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硕峰 B4170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子昂 S321047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冰 042006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世泉 04202004**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任伟杰 04202001**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微“芯”——癌症早筛早诊变革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衣柏霖 S3200770** 机电工程学院 王一茗 S3210700** 机电工程学院 梁筱莹 S3200701** 机电工程学院 陈年爽 20190994** 经济管理学院 回虹 20200718** 机电工程学院 王茜 30201000** 机电工程学院 张显玉 校外

22 潜洋科技——海底油气管道修护领跑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黄柠 2019105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罗泽 2019100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杨寰宇 2019105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柏佳成 2019105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胡力 2019101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金国 102003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潘霞 09200701** 经济管理学院 佟运祥 102008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23 海洋医“声”-船舶全频噪声终结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佩尧 20190204**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雷锦潮 201902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戴洪丞 201902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李程珂 2.0191E+1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孔诺希 2020041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晓 022016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高明 022017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宋智广 022017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24 北斗水尺-千里长河无人监测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李朝鑫 2019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谷纯月 20190933** 经济管理学院 刘子奇 2019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昊天 2019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宇杰 2019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贾春 42020007**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建华 4200300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金驰 30201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5 金刚之母——国产发动机研发辅助设备领跑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杨天翼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昕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沈骏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夏扬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胡江涛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贵新 32006009**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杨忠海 09201803** 经济管理学院

26 氨然远航—绿色混动强劲中国船舶“心”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谭富升 S3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邓楠楠 20180304**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许智淳 2018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吴錾 S3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赵保琳 S3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刘龙 0320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熊仟 032018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27 “振”兴能源——智能减振-俘能一体化装置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闫予森 20200306**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刘伟涛 2019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崔家博 20190305**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马鹭 20200933** 经济管理学院 邹卓夫 20200308**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杜敬涛 032009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肖友洪 0320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28 海洋鹰眼——舰船海况观测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赵艺涵 20192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翟新宇 20192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谢庆 20190933** 经济管理学院 黄伟贺 201920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海硕 202020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蔡成涛 0420050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小亮 30201200** 创业教育学院

29 嵌入式智能流体传感器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周泽宇 20180107** 船舶工程学院 武雪宜 20190105** 船舶工程学院 周潇滔 20190103** 船舶工程学院 沈茜茜 20200107** 船舶工程学院 许晓美 20210109** 未来技术学院 韩凤磊 30200603** 船舶工程学院

30 “加油e老”——虚拟社区智慧养老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陈辰羽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杰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佳丽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鹿筱玥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耿沛琳 2021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31 专职帮——全过程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刘起 2019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彭怡雪 2019131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李岚 20190992** 经济管理学院 刘佳妮 201920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朝文 20190992** 经济管理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刘沫茹 131995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2 靺鞨绣娘——绣出龙江红色文化新锦锻 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 恩珂瑞 2019131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李灵源 2019134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刘小雨 202013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徐嘉悦 2020131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马天元 201906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李瑶 302014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赵德雷 132012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3 人机交互式清洁机器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孙宝贺 20190105** 船舶工程学院 胡竣博 20190535** 船舶工程学院 林宇涵 20200105** 船舶工程学院 刘祖延 20190531** 水声工程学院 张焕哲 20200110** 船舶工程学院 孙延超 01201702** 船舶工程学院 刘永超 01201900** 船舶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34 敏感性及不确定性分析平台（CUSA）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陈兴武 S320150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晓宇 20181516**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昂 S321150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光皓 S320157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季 B417150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郝琛 1520140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大任 15201801**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35 碧蓝护航者——基于冷挤压强化技术的开缝衬套产品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栢源 201902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徐恒越 201902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李莹 20190933** 经济管理学院 张越 201902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婧 20190206**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吕红庆 022007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高明 02201701**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许江涛 022011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36 推氢助燃——用于燃料电池的氢气再循环可调式引射器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王伟 S320037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徐煜 B2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刘伟龙 B621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郭楠 S32003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陈文菲 S320037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赵建辉 320130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王忠义 320070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37 绿创科技——微藻高效固碳培养智能生态系统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刘浩宇 20190305**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伍嘉璇 20200991** 经济管理学院 叶童 20192411** 数学科学学院 刘奥 20190305**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梦娜 2019065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岱 320170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38 一航智行-航空大数据采集与管理应用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王世豪 S320080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查浩然 B621080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王美玉 B618080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鹏雪 S321087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林云 08200501**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39 转危为“氨”—全国超低碳混合动力领跑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孙榆承 20200304**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翔宇 20190304**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冯志千 20202812** 南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 金秋玉 20210307**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何明洁 20200306**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范立云 3200801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40 电网巡护者——助力险峻地势电网巡检人力解放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崔湘依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郑睿思 202003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慧宁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罗悦佳 2020030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贵新 032006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41 领航深蓝——单信标水下导航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琪婧 20200532** 水声工程学院 刘薇 20200532** 水声工程学院 杜虹雨 2020080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杨世林 20200992** 经济管理学院 于佳宁 20200532** 水声工程学院 孙思博 05201700** 水声工程学院

42 海岛哨兵——小型仿生两栖自持型机器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刘畅 20200407**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淙昱 20200406**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卓为 20200404**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兴宇 2.02004E+16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会明 04202004**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43 鲸豚背上的深海“顺风耳”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李桐 20200533** 水声工程学院 姜瑜航 2020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隽宇 20210501** 水声工程学院 刘奇峰 20200403**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冠群 20200533** 水声工程学院 青昕 05202100** 水声工程学院 吴宇平 60200301** 其他 刘凇佐 05000102** 水声工程学院

44 高分辨无人自主多波束测深声呐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牛铭 s3200500** 水声工程学院 袁伟家 B2180500** 水声工程学院 陈学博 20180513** 水声工程学院 刘伟陆 B1200500** 水声工程学院 刘奕辰 S3200570** 水声工程学院 杜伟东 50001042** 水声工程学院 芦雪松 30201000** 水声工程学院 于晓阳 52020008** 水声工程学院

45 “氢”青子衿-基于分离式电解水的新型氢氧切割机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杭丹炜 2020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吴则羲 20210307**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李文帅 20200931** 经济管理学院 王明哲 2019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张纭宾 20200404**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刘潇 032018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46 现代牧童—规模化牛场智能饲喂机器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边鹏元 20200806**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辰骥 20200806**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沈一祺 2020080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王信然 20202514**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周燕辉 20200805**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陈春雨 0820060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47 “深海心脏”——持久续航的铝水电池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陈兴元 20190203**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徐铮 20190216**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晨帆 20190204**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张亮亮 20190207**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蒲靖乾 20190209**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平安 02000102**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48 面向uuv协同的环境认知水声通信组网系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刘畅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王泽一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张伟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李知宽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刘易 20200535** 水声工程学院 马璐 05201601** 水声工程学院 刘凇佐 05000102** 水声工程学院 乔钢 05199900** 水声工程学院

49 LNG跃动科技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谢浚扬 2019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文杰 202003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马至彭 2020030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王鑫 2019030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杨立平 03200900**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50 微磁智探 ——基于小型化磁传感技术的智能护卫队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张程 S3200571** 水声工程学院 刘庆伟 B1210500** 水声工程学院 王嘉增 B4190500** 水声工程学院 蒋泽坤 S3190500** 水声工程学院 潘志涛 S3215270**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沈莹 05201701**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高俊奇 05201800** 青岛创新发展基地

51 助力国家海洋强国建设—基于深度学习的海洋软体生物识别及捕捞一体化机器人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李鑫磊 S3215173** 烟台研究院  朱润宇 B6210100** 烟台研究院 张嘉伟 B6190100** 烟台研究院 胡永恒 S3215170** 烟台研究院 陈岩  S321517**1 烟台研究院 祝海涛 07199400** 烟台研究院 韩凤磊 30200603** 船舶工程学院

52 用于污水处理及回用的纤维增强型超滤膜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康倩茹 S321107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曦萌 S3211001**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翟一苇 S321107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韩双平 S321107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关作鹏 S321107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赵方波 10200600**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53 过洋牵“星”—国产自主高精密定位领航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郑佳桐 20190414**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泉葆 20202148** 南安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 刘岩 20200991** 经济管理学院 马沛原 20200407**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新源 20190304**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兵 042018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建华 042003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54 民工帮帮–农民工就业保障智慧服务专家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杨静楠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佳薇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易芊芊 20190932** 经济管理学院 吕超 2019065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邢泽玮 B62022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洪君 802006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55 "锦衣卫"智能分布式干扰领航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赵开元 20190803**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陈潇航 20190931** 经济管理学院 王阳 20200804**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郭济铭 20200808**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侯长波 0820110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文宝壮 09201801** 经济管理学院

56 龙江鑫镁科技—超轻高强韧性镁锂合金材料—航空航天轻量化的守护者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贾昊阳 20201083**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帅 20200931** 经济管理学院 曹飞 20201083**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陈康 20201083**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叶可 2019105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巫瑞智 10200600**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侯乐干 10200602**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林超然 06202001** 经济管理学院

57 微小型智能水下近抵测绘级ARV 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 王子轩 20200307**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亮 B12104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梓成 20202832** 南安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 王贺可 2020041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魏彦彤 20202832** 南安普顿海洋工程联合学院 严浙平 041997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涛 042011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佳加 04201200**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58 “扶贫菇”撑起“致富伞”——香菇产业助力龙江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朱禹岑 2019131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曹影 201913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张默涵 2020131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陈辰羽 201922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仪 20180992** 经济管理学院 李瑶 302014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周莹 17200400** 工程训练中心

59 “亿杞购“收卖一体化的可追溯农产品电商平台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曾怡慧 20200993** 经济管理学院 粟志超 20190307**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陈林 20190716** 机电工程学院 谭春雨 20190412**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苏屹 09201100** 经济管理学院

60 青春向海·工“承”有我——新时代青少年海洋意识校园培养计划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姜爱华 S32113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王孙奕 S32113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于博 S32113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薛玉琴 B121020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石鑫泽 2018131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袁雪 131995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吴韶刚 60201100**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