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部门名称 挂号信单号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安徽工程大学 科技处 XC56628683211 张浩 芜湖市鸠江区北京中路 241000

安徽科技学院 科研处 XC56628690311 李同杰 安徽凤阳县东华路9号 233100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科研处 XC56628685011 许宏超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大街88号 101101

北京工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院人文处 XC5662868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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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56628687711 张凤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100191

北京化工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文科处）

XC56628691711 徐军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5号 100029

北京建筑大学 科技处 XC56628697911 侯兴旺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一号 100044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 XC56628703311 吴静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100044

北京科技大学 科研院 XC56628709511 林映春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15211 田晓刚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 100875

北京中医药大学 科技处 XC56628692511 樊怡欣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698211 金旭栋 常州武进区鸣新东路6号 213164

大连海洋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04711 蔡静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52号 116023

大连交通大学 科学技术处 XC56628710411 章国泉 大连市黄河路794号 116028

大连理工大学 文科建设办公室 XC56628716611 孙莹 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主楼106室 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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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民族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 XC56628693411 仲天宝 大连开发区辽河西路18号 116600

大连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699611 李多菲 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六号 116044

东北电力大学 科技产业处 XC56628705511 王安平 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169号 132012

东北农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11811 石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59号 150030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17011 黄桂玲 东莞市松山湖区大学路3号 523808

东华大学 科研处 XC56628694811 朱媛媛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2999号 2016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科研处 XC56628695111 董优雅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696511 胡世华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路33号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A1行政楼227室

528225

福建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02011 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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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
院

科研工作部 XC56628701611 陈嘉妮 福建福州闽侯上街大学城学府南路 350117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教科所 XC56628700211 刘远航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长安路89号 350007

赣南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06411 彭鑫源
江西省赣州市赣南师范大学黄金校区师院南
路

341000

广东科技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12111 史春虎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西湖路99号 52308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71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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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 XC56628708111 谭蒙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1342号 511483

贵州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07811 吴运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 550025

贵州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713511 肖贵秀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区） 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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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14911 廖帅
广西省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12号桂林理工大
学科技处

541004

哈尔滨工业大学
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
文科建设办公室

XC56628719711 李崇正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匡街2号科学园2H栋520室 150001

哈尔滨医科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20611 于丹丹 哈尔滨市南岗区保健路157号 150081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722311 许汝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高校区校际2号
路

571127

韩山师范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21011 鄞嘉川 广东省潮州市桥东 521041

杭州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28511 杨萍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 31112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科研产业处 XC56628727111 贾慧慧 河北省张家口市朝阳西大街13号 075000

河北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 XC56628733911 郗媛 河北保定灵雨寺街289号 071001

河海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40011 卢晶晶 江苏南京市西康路一号 21009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39511 程传鹏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180号 450046

河南工业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46111 张博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100号 45000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45811 刘菲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29号 430205

湖北中医药大学 科学技术处 XC56628734211 李毅 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西路1号 430065

湖南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25411 黄亚玲 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南路2号 410082

湖南工业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24511 刘英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西路88号崇德楼
425室

412007

湖南科技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23711 段斌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桃园路1号 411201

湖南医药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
室

XC56628726811 唐亚亚 湖南省怀化市锦溪南路492号 4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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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729911 杨健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办公中楼1109室 200062

华东政法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32511 郑菲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0042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 XC56628731111 颜良顺 广州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510642

华侨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处 XC56628730811 严雪 福建省泉州市城华北路269号 362021

华中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37311 蔡鹏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430079

淮阴师范学院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36011 胡风霞 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111号 223300

黄冈师范学院 科技处 XC56628735611 汤小华 湖北黄冈经济开发区新港二路146号 438000

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38711 彭晶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 130012

吉林建筑大学 科学研究处 XC56628741311 刘桐 长春市新城大街5088号 130118

吉林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44411 王海燕 长春市净月大街3658号 130117

吉首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43511 杨帆 湖南省吉首市人民南路１２０号 416000

暨南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42711 曹志鹏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 510632

嘉兴南湖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50111 聂曼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越秀南路572号 314001

江汉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49211 何芳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路８号 430056

江苏理工学院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48911 许悦 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1801号 213001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教育研究所 XC56628747511 肖先春 江苏省句容市文昌东路19号 212400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51511 王娜 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道605号 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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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52911 吴亚芬 南昌市新建区梅岭大道1688号 330004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56311 李慧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前进东路1118号 332000

喀什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55011 麦合木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学府大道
喀什大学新泉小区

844008

昆明理工大学 人文社科研究院 XC56628754611 彭颖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景明南路727号 650500

兰州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处 XC56628753211 秦正国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287号 730050

辽宁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757711 张晓飞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58号 110136

辽宁理工学院 科研学科处 XC56628758511 姜丽婷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昆明街2号 121013

辽宁中医药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60311 段阿里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9号 110847

鲁东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59411 凌川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红旗中路186号北区2号
办公楼

264025

绵阳师范学院 科技处 XC56628761711 韩黎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西路166号绵阳师
范学院磨家校区

621000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科研处 XC56628762511 郭晓莹 福建省福州闽侯大学城学府南路1号 35010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63411 张现红 南京市宁六路219号 210044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 XC56628764811 黄璜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澜路99号 210023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处 XC56628765111 苏显华 广西南宁市大学西路169号 530008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技处 （社科处） XC56628766511 白通拉嘎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81号 010022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地方服务合作
处

XC56628767911 候苏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高教园区学府路9号 315199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科研部/学科建设办公
室

XC56628768211 陈彩燕 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文蔚路521号 3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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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70511 李元杰 宁夏银川兴庆区胜利街1160号 750004

齐鲁工业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69611 高志峰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3501号 250353

青岛理工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772211 王晨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嘉陵江路777号青
岛理工大学综合服务中心505室

266520

青岛农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71911 孙晓东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700号 266109

曲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75311 杜晨曦 曲阜市静轩西路57号 273165

山东工商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73611 钟磊 山东省烟台滨海中路191号 264005

山东建筑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74011 刘洋洋 山东省济南市临港开发区凤鸣路 250101

山东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776711 高千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579号 26659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77511 董婧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农干院路866号 25010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7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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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56628779811 张建喜 山东省济南市旅游路4516号 250103

山东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780711 付宝全 山东济南文化东路88号 250014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781511 王小岳
山东省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新城和
兴路西首

264210

山西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82411 崔楠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339号 030000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783811 陈小健 陕西省咸阳市文汇西路12号 712000

陕西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84111 范虹鹭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620号 710119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

科研处 XC56628785511 肖纲领 上海市水丰路100号 2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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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86911 王媛媛 上海市奉贤区瓦洪公路3098号 201411

上海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87211 张耿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529信箱 200083

韶关学院 社会科学处 XC56628790911 张金城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韶关学院行政楼
社会科学处601室

512005

沈阳工业大学 科技处 XC56628789011 郑娜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科技处 110870

沈阳农业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XC56628788611 左微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 11086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91211 文玮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 100070

四川旅游学院 科技处 XC56628792611 周航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岭路459号 610100

四川师范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793011 周晓芹 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 610068

四川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94311 丁健琼 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33号 400031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
院

科技处 XC56628796511 顾月琴 江苏太仓科教新城健雄路1号 215411

绥化学院 科学技术处 XC56628795711 张扬 黑龙江省绥化市黄河南路18号 152000

唐山师范学院 科研处 XC56628797411 唐瑞霞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156号 063000

天津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798811 韩竹 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25号 300222

天津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8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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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工业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 XC56628799111 郭晓霞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9号 300387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
职业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03911 董晓洋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学苑路600号 300270

天津美术学院 科研与研究生处 XC56628802511 冯荣荣 河北区天纬路4号 3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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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仁爱学院 科技处 XC56628801111 袁铁彪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博学苑 301636

天津商业大学 社会科学处处 XC56628804211 张冰 天津市北辰区光荣道409号 300134

天津师范大学 社科处 XC56628805611 王浩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 300387

天津中医药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08711 卢珑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新区（健康产业园
区）鄱阳湖路10号

301617

同济大学 文科办公室 XC56628807311 刘琳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文科办 200092

潍坊科技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06011 王锡泉 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街1299号 262700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10011 刘结 乌鲁木齐市幸福路723号 830002

武昌首义学院 科学技术处 XC56628809511 胡容玲 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南李路22号 430064

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XC56628811311 刘萍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 430072

武汉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院 XC56628812711 肖翰
武汉市珞狮路122号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
区（东院）

430070

西安理工大学 科技处 XC56628813511 任静 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710048

西安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14411 蔡嘉怡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文苑南路6号 710128

西安邮电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16111 谢东华 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618号 7101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XC56628815811 魏月媛 陕西杨凌邰城路3号 712100

西南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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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56628819211 罗亚萍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开发区大件路文
星段168号

610225

咸阳师范学院 科技处 XC56628818911 王冰 陕西省咸阳市文林路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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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科研处 XC56628820111 廖婷婷 新疆乌鲁木齐市光明路333号 830043

新乡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21511 张绪云 新乡市金穗大道191号 453003

扬州大学 人文社科处 XC56628822911 禹良琴 江苏省扬州市大学南路８８号 225009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与教育研究处 XC56628823211 吴薇 杨凌渭惠路24号 712100

云南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824611 张尧
昆明市呈贡区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明远楼339
室

650550

长安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825011 权立峰
西安市未央区尚苑路长安大学渭水校区北辰
楼808室

71002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826311 易程 长沙市香樟路22号 410004

长沙学院 科技处 XC56628827711 马婧 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路98号 410022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28511 何睿 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南路1号 315100

浙江工商大学
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
研究院）

XC56628829411 张韵茹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学正街18号 310018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30311 肖明月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118号 310018

浙江农林大学 文科处 XC56628831711 连燕华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武肃街666号浙江农林
大学行政楼425

311300

浙江树人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32511 舒小云 浙江省杭州市树人路8号 310015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833411 周丽花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高教园耕文路418
号

311231

浙江中医药大学 科研部 XC56628834811 徐静 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 310053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处 XC56628835111 沈霞 镇江市高校园区长香西大道518号 212000

郑州大学 社会科学处 XC56628836511 张健 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社科处 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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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科技处 XC56628837911 崔永平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100083

中国海洋大学 文科处 XC56628838211 高雅楠 山东省青岛市松岭路238号 26610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40511 赵丽丽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文科建设处 XC56628839611 吕筱文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66号 266580

中南大学 科学研究部人文社科处 XC56628841911 尹海豹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410083

中山大学 科学研究院文科处 XC56628842211 侯越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510275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促进处 XC56628843611 蓝伴儒 中山市博爱七路25号 528404

中央财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44011 马琳琳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100081

中央美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45311 李学博 北京朝阳花家地南街8号 100102

中央民族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46711 李媛媛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中央戏剧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47511 罗晶 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 办公楼105室 100710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 XC5662884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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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56628849811 夏宇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 400067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科研处 XC56628850711 龙血松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桃源大道1000号 401120

重庆科技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51511 潘艳玲 重庆大学城重庆科技学院 401331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科研处 XC56628852411 陈红 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西段18号 402160

重庆医科大学 科研处 XC56628853811 袁羽西 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1号 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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