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部门名称 挂号信单号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安徽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425811 戴忠朝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1号 241002

安康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24411 马媛媛 陕西省安康市育才路92号 725000

安庆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423511 王惠 安徽安庆市集贤北路1318号 246052

安顺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30111 石恪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学院路25号 561000

北京工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院人文处 XC56628426111 张爱民 朝阳区平乐园100号北京工业大学知新园428 1001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 XC56628429211 张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100191

北京科技大学 科研院 XC56628428911 李静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北京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 XC56628427511 孙晓丽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100081

北京林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32911 勾悦 北京林业大学海淀清华东路35号85信箱 100083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31511 田晓刚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 100875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434611 马轶伦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100089

北京物资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33211 孙巍 北京市通州区富河大街321号 101149

北京中医药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38511 樊怡欣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常州工学院 社科处 XC56628437711 陈真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666号 213032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处 XC56628436311 邱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鸣新中路28号 2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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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文科建设办公室 XC56628435011 孙莹 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主楼106室 116024

电子科技大学 科研院 XC56628439411 石悦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源大道2006号 611731

东北农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41711 石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59号 150030

东莞理工学院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40311 魏瑞欣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路1号 523808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50511 邹斐漾 东莞市松山湖区大学路3号 523808

福建江夏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43411 赵珊珊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溪源宫路2号 350108

福建农林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49611 陈建铃 福州金山福建农林大学 350002

福建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448211 吴榕芳
福建省福州市大学城科技路1号福建师范大学
旗山校区

350108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44811 匡德花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荆溪关口366号 350101

福建医科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42511 邓柳丽 福州市闽候县上街镇学园路1号 350108

福建中医药大学 科研处 XC56628445111 吴家成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华佗路1号 350122

复旦大学 文科科研处 XC56628446511 左昌柱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20043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447911 唐红军 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道渔兴路18号 510520

广东海洋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52211 陈关怡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海大路1号 524088

广东金融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51911 邓伟宁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527号 510521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与产业服务处 XC56628456711 冯呐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198号 5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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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55311 叶惠玲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52号广东轻工职业技
术学院东校区办公楼406

510300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

科技管理科 XC56628454011 张慧 广州市从化江埔街 510925

广东药科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53611 余静辉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280号 510006

广西科技大学 科学研究管理处 XC56628458411 韦嘉 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68号 545006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57511 潘潇潇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65号 510075

广州美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59811 郑子成 广东省广州市昌岗东路257号 510260

哈尔滨工业大学
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
文科建设办公室

XC56628460711 李崇正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匡街2号科学园2H栋520室 150001

哈尔滨商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61511 伍宝君 哈尔滨商业大学487信箱 150028

海南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462411 陈晓芳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路58号 570228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463811 肖芳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高科路198号 311402

合肥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64111 潇潇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99号 230601

河北金融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65511 刘政永 河北省保定市恒祥北大街3188号 071051

河南工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66911 范玮卫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东段)699号 453003

河南工业大学 社科处 XC56628467211 杨计国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100号 450001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教务处 XC56628473011 常喆
河南省郑州市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58
号

450018

河南农业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74311 丁丽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15号
河南农业大学

4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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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经济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80511 穆娟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洋湖大道特一号 430205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68611 黄达颖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42号 411101

湖南工程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69011 陈卉 湖南省湘潭市福星东路88号 411104

湖南科技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70911 段斌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桃园路1号 411201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71211 邹瑞睿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职教城智慧路79号 41200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72611 杨乐 湖南株洲石峰区田心大道18号 412001

湖南中医药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76511 李丹丹 湖南长沙含浦科教园区象嘴路 410208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475711 杨健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办公中楼1109室 200062

华南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77411 蓝满榆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华南理工大
学清清文理楼531

510640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478811 张哲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37号 430074

华中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479111 蔡鹏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430079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05011 李红章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大道6号 529030

江南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06311 孙蕾 江苏无锡蠡湖大道1800号 214122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 XC56628508511 张玲 江苏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乘东路3号 22300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与技术服务处 XC56628507711 陈世华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通盛大道185号 226010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与产业处 XC56628510311 严颖 南京江宁科学园龙眠大道180号 21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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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09411 杨晓转 江西省南昌市双港东大街169号 330013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493311 黄雪芳 金华市婺州街1188号 321007

金陵科技学院 科技处 XC56628494711 李金萍 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99号 211169

兰州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99511 刘淑伟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兰州工业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00111 张志勋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东路1号 730050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01511 项春媛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中山街北357号 323000

辽宁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504611 白石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58号 110136

辽宁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03211 姜姗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50号 116029

岭南师范学院 科学研究处 XC56628502911 文常君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29号 524048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研处 XC56628482811 郭晓莹 福建省福州闽侯大学城学府南路1号 35010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 XC56628481411 王鹏飞 南京市御道街29号 211106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483111 邓丽群 江苏南京卫岗1号 21009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484511 李伟 南京市宁六路219号 210044

南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 XC56628486211 何字温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南开
大学综合业务西楼306

300350

宁波工程学院 科技处 XC56628485911 赵静 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201号 315211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87611 孙宁 宁波高教园区学府路51号 3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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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师范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88011 陈丽雯 宁德市东侨开发区学院路1号 352100

青岛农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491611 孙晓东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700号 266109

三江学院 科学技术与对外合作处 XC56628490211 李璐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龙西路310号 210012

山东大学 人文社科研究院 XC56628489311 王涛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250100

山东工商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98111 钟磊 山东省烟台滨海中路191号 264005

山东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497811 高千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579号 266590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科研与质量控制中心 XC56628496411 李晖 山东省潍坊市西环路6388号 261053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95511 郭秀红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31699号 250103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492011 孙强 山东省济南市旅游路4516号 250103

山东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512511 付宝全 山东济南文化东路88号 250014

山东政法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11711 李凯学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东路63号 250014

山西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16511 郝志鹏 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140号 030006

山西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15111 崔楠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339号 030000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14811 程红英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崇文路1号 712046

陕西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13411 鲁双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620号 710119

上海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521911 李正平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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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20511 张耿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529信箱 200083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19611 白丽君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办公楼544室 518060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17911 周嘉 沈阳市道义开发区道义南大街37号 110136

沈阳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XC56628518211 左微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 11086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22211 肖海越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胜东路 528300

四川农业大学 科技管理处 XC56628525311 叶素梅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惠民路211号 611130

四川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23611 丁健琼 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33号 400031

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 XC56628527511 周琼、吴新星
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1号苏州大学本部198信
箱

215006

台州学院 人文社科处 XC56628524011 朱华杰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1139号 318000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26711 王伟麟 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学院路788号 318000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28411 姬玉媛 唐山市曹妃甸区生态城渤海大道25号 063299

天津城建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31511 韩庚君 天津市西青区津静公路26号 300384

天津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530711 刘辰羽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大学 行政服
务中心（杏荪楼）B217

300350

天津科技大学 社科处 XC56628529811 李明琪 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038号 300222

天津商业大学 社会科学处处 XC56628532411 张冰 天津市北辰区光荣道409号 300134

同济大学 文科办公室 XC56628534111 刘琳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文科办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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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科技学院 社科处 XC56628533811 王锡泉 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街1299号 262700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开发处 XC56628537211 陈莉敏 温州茶山高教园区 32503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36911 孙月红 无锡市钱胡公路809号 214153

武汉纺织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35511 王良波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阳光大道1号（阳光校
区）

430200

西安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40911 郭惠 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360号科研处 710100

西安科技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38611 宋振宇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唐大道48号 71060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XC56628539011 刘旭 陕西杨凌邰城路3号 712100

西南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41211 赵倩 四川成都温江柳台大道555号 611130

西南民族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 XC56628542611 王涛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开发区大件路文
星段168号

610225

西南石油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46511 李婕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610500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研处 XC56628545711 吕翠翠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333号 830043

新疆医科大学 科学技术处 XC56628544311 迪丽拜尔
新疆乌鲁木齐市尚德北路567号新疆医科大学
雪莲山校区

830017

新疆职业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43011 杨霜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1075号 83001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与教育研究处 XC56628547411 吴薇 杨凌渭惠路24号 712100

云南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48811 朱洁 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237号云南财经大学 650221

云南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处 XC56628551411 云建辉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452号云南农业大
学

65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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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工业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50511 卜元 吉林省长春市延安大街2055号 130012

长春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49111 于珊 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7089号 130022

长沙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52811 马婧 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路98号 410022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开发处 XC56628558011 阎晗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28号综合楼1811 310053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57611 蔡文婷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66号 310018

浙江科技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56211 赵昕丽 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318号 310023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科技处 XC56628562011 陈李萍
浙江省绍兴市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东街
770号

312088

浙江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63311 陈军波 浙江省金华市迎宾大道688号 321004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教科研管理科 XC56628569511 韩宗霖 郑州市中牟县商都大道1933号 451450

郑州轻工业大学 社会科学管理处 XC56628570411 郑琦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科学大道136号郑州轻工
业大学科学校区

450001

郑州西亚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564711 徐正旺 郑州市新郑市人民路168号 451150

中国传媒大学 科学研究处 XC56628553111 李玲飞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44号楼209室 100024

中国民航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54511 马晓鹏 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2898号 300300

中国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XC56628555911 张颖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中国农业大学西
校区

100193

中国政法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61611 乔璇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中山大学 科学研究院文科处 XC56628560211 侯越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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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 XC56628559311 向瑞丰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 401331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565511 夏宇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 400067

重庆交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566411 刘名武 重庆南岸区学府大道66号 400074

重庆医科大学 科研处 XC56628568111 袁羽西 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1号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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