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2018年高校专项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刘思强 男 理工 安徽省 望江县第二中学 合格 材料类
李新建 男 理工 安徽省 阜阳市城郊中学 合格 材料类
马孟起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石台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张帅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砀山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唐海琳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宿松县程集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胡传喜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宿松县程集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孙鹏程 男 理工 安徽省 寿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余文中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余勇 男 理工 安徽省 金寨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吕文龙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江婉宁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何远飞 男 理工 安徽省 蒙城县第六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钢领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姜荣继 男 理工 安徽省 霍邱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吴梦婷 女 文史 安徽省 寿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冉雪荣 女 文史 安徽省 阜阳市城郊中学 合格 法学
陈旭 男 文史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法学
刘知乐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砀山中学 合格 法学
姜雪 女 文史 安徽省 寿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贝 女 文史 安徽省 阜阳市城郊中学 合格 法学
盛世纪 男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娜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杨秀玲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吴杨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太湖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韩虎 男 理工 安徽省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瑞琦 女 理工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杜文龙 男 理工 安徽省 太和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纪馨玉 女 理工 安徽省 太和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焰刚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宿松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周帅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黄嘉欣 女 理工 安徽省 固镇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雅慧 女 理工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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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叠 女 文史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吴迎弟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汪悦 女 文史 安徽省 望江县第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陈卡茜 女 文史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黄维娜 女 文史 安徽省 颍上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欣欣 女 文史 安徽省 涡阳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江小丽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笪志强 男 文史 安徽省 望江县第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付健 男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芮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宿松县程集中学 合格 化学类
万文辉 男 理工 安徽省 霍邱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蔡程正 男 理工 安徽省 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华海琳 女 理工 安徽省 金寨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宇 男 理工 安徽省 寿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陆明辉 男 理工 安徽省 蒙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胡亮亮 男 理工 安徽省 阜阳市城郊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林英睿 男 理工 安徽省 太和一中 合格 计算机类
宋子龙 男 理工 安徽省 灵璧一中 合格 计算机类
张浩燃 男 理工 安徽省 太和一中 合格 计算机类
蔡志国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砀山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龙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晨啸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周彤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秦玉琳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张宵茹 女 理工 安徽省 蒙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严瑶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太湖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秦小雨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明玥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翰界 男 理工 安徽省 阜阳市红旗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牛小情 女 理工 安徽省 太和一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严丹艳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朱宝茹 女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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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婧 女 理工 安徽省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年永胜 男 理工 安徽省 涡阳县第四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蔡淑玉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姜岩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璐瑶 女 理工 安徽省 蒙城县第六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方玉霞 女 文史 安徽省 安徽省舒城中学 合格 思想政治教育
陈连杰 男 理工 安徽省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温雪梅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陈以晴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仙游金石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管文强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浦城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何敏彦 女 理工 福建省 上杭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罗雅玲 女 理工 福建省 德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陈佳馨 女 文史 福建省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赖雪萍 女 文史 福建省 上杭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邱佳丽 女 文史 福建省 福建省松溪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林千禧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连江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陈雨欣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浦城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陈琰鑫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严佳欣 女 文史 福建省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陈星羽 女 文史 福建省 福建省罗源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孙琦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宁德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庄婉诗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惠安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赖恩临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士松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福鼎市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吕志贤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庄宝珍 女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倍贺 男 理工 福建省 沙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邱立文 男 理工 福建省 福建省福鼎市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雅 女 文史 福建省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陈明慧 女 文史 福建省 仙游县私立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玉馨 女 理工 甘肃省 靖远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刘鑫 男 理工 甘肃省 清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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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龙 男 理工 甘肃省 甘肃省静宁县文萃中学 合格 法学
俞思霖 女 理工 甘肃省 泾川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孟虹玉 女 文史 甘肃省 甘肃省环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旭光 男 理工 甘肃省 通渭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杜江莉 女 文史 甘肃省 会宁县第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成云 男 理工 甘肃省 陇南市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左晓如 女 理工 甘肃省 康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田静 女 理工 甘肃省 陇西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新 女 理工 甘肃省 甘肃省静宁县文萃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魏朵朵 女 理工 甘肃省 甘肃省渭源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张伟伟 男 理工 甘肃省 泾川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李志强 男 理工 甘肃省 灵台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宋承润 女 理工 甘肃省 靖远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张玉婷 女 理工 甘肃省 徽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景新举 女 理工 甘肃省 庄浪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范丽蓉 女 文史 甘肃省 甘肃省环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赵显瑜 男 文史 甘肃省 会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张宏娣 女 文史 甘肃省 靖远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孙雨欣 女 理工 甘肃省 定西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梁志雯 女 理工 甘肃省 定西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柳丰彬 男 理工 甘肃省 庄浪县紫荆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后青林 男 理工 甘肃省 宕昌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雍瑞龙 男 理工 甘肃省 康乐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朱汉斌 男 理工 甘肃省 会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马骏 男 理工 甘肃省 镇原县屯字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董彤 男 理工 甘肃省 礼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邢喜青 女 理工 甘肃省 古浪县第三中学 合格 药学
梁焱龙 男 理工 甘肃省 景泰县第二中学 合格 药学
张京鑫 女 文史 甘肃省 陇西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云弟 女 文史 甘肃省 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温敏优 女 理工 广东省 紫金县紫金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曾雯 女 文史 广东省 南雄市南雄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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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娲 女 文史 广东省 紫金县紫金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陈敏珊 女 文史 广东省 普宁市勤建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曾秀琪 女 理工 广东省 紫金县紫金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郑晓虹 女 理工 广东省 普宁市勤建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肖莹 女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博白县中学 合格 法学
李金燕 女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平市浔州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张能 男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 武宣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蔡文龙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平市浔州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韦兴旺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温凯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楠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莫能宇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兴业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婷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韦文秋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嘉胜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博白县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静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博白县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彭晓煜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黎晨晨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思县上思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海萍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韦钰河 女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 武宣县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蒋梦帆 女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博白县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余思琴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韦俊吉 男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刘欢 女 理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合格 药学
王金宇 男 理工 贵州省 凤冈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吕林笔 男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李澜佳 男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李文碧 女 理工 贵州省 遵义市南白中学 合格 法学
陈思思 女 理工 贵州省 贵州省大方县理化中学 合格 法学
施田 女 文史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赵睿 男 文史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韦家丽 女 文史 贵州省 从江县第一民族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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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银娜 女 理工 贵州省 仁怀市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怀翠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潘小飘 女 理工 贵州省 贵州省三都民族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欣 女 文史 贵州省 盘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欧锐敏 女 文史 贵州省 遵义市南白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兴凤 女 理工 贵州省 贵州省龙里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李宇博 男 理工 贵州省 毕节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杨京澳 男 理工 贵州省 仁怀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季朋 男 理工 贵州省 赫章县第二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徐引婷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郭艳 女 文史 贵州省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严五金 男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秋香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杨毅 男 理工 贵州省 镇远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方梅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梨 女 理工 贵州省 贵州省龙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何青霞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唐兴丽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桂廷 女 理工 贵州省 毕节二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玉霜 女 理工 贵州省 赤水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露 女 理工 贵州省 赤水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包文曼 女 理工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钟小梅 女 文史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陈翠 女 文史 海南省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宇娟 女 文史 海南省 东方市铁路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紫欣 女 文史 海南省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小露 女 理工 海南省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麦名豪 男 理工 海南省 东方市铁路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高元康 男 理工 海南省 东方市八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董瑞昊 男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马冰冰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张春晓 女 理工 河北省 广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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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祝颖颖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韦争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阮皓辉 男 理工 河北省 张北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牛庆萱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路晓丹 女 理工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步鸿飞 男 理工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闫家铭 男 理工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李泽茜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守信 男 理工 河北省 行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佳琪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祖冲之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成松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姜胜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邵杰 男 理工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岳烛韵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宫鑫钰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郑口中学 合格 法学
刘春路 男 文史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耿自凤 女 文史 河北省 张北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于小飞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多娇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肖澳彬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合格 法学
郭苗雪 女 文史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刘晨辉 女 文史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李彤阳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内丘中学 合格 法学
杜伊洋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赵晴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合格 法学
岳佳琪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孙肖飞 男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马瑞鹏 男 理工 河北省 顺平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薇 女 理工 河北省 顺平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马伟华 女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雨阳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晓明 男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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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杜鑫鑫 女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菲菲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申新月 女 文史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知渊 女 文史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代梦瑶 女 文史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杨帅 女 文史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寒冰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宋天玉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灵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高梦谣 女 文史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莉炜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凌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杨语煊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东磊 男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若宁 女 文史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丹迪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巨亚迪 女 文史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尚子艺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梦圆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申白严 女 文史 河北省 行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韩月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郑口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郭庆宇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合格 化学类
连红宾 男 理工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李萌 女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贺斌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孟佳慧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文振壮 男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璇 女 理工 河北省 临城县临城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李鹤彤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内丘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李泽清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江烨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程嶅博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子健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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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刘鹏飞 男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冀君瑞 女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程子华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文钢 男 理工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韩梦薇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辉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王可欣 女 理工 河北省 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回民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刘霖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子晨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友玲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武邑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赵莲莲 女 理工 河北省 蔚县西合营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陈升波 男 理工 河北省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卉原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吕建瑶 男 理工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冯少文 男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赵磊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沈子玲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韩晓逸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郑口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钟爱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思琦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新民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秦培庆 男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晋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亚波 女 理工 河北省 鸡泽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马秀云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刘飞虎 男 文史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李鑫浩 男 文史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马智宸 男 文史 河北省 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回民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姜柯鑫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胡新月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王沛 男 文史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高梓童 女 文史 河北省 行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常鸣轩 男 理工 河北省 临城县临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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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戴亚东 男 理工 河北省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超越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郑口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牟思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苏慧 女 理工 河北省 南皮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于朝娜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吴桥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涛 男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俊燕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内丘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纪威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玉洁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内丘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高元芮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曼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魏佳嘉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丁旭红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阜平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想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阜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依倩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王立宁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郝云 男 文史 河北省 顺平县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候笑莹 女 文史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张冉 女 文史 河北省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卉原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高越新 女 文史 河北省 涿鹿县北晨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师晓玲 女 理工 河北省 临城县临城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瑞斌 男 理工 河北省 临城县临城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程东星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亚丽 女 理工 河北省 广宗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郭海杰 男 理工 河北省 平泉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潘鹏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郑博涛 男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韩新同 男 理工 河北省 河北孟村回民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冯雪 女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煦汶 男 理工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宫慧星 男 理工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李彦芳 女 理工 河北省 行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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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健 男 理工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韩潇 女 理工 河北省 河北枣强中学 合格 药学
刘硕 女 理工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药学
刘涛 男 文史 河北省 涞源县第一中学 合格 哲学类
李亚倩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县第一中学 合格 哲学类
许田田 女 文史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苏佳 女 文史 河北省 故城县成龙学校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范字锦 女 文史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魏龙 男 文史 河北省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周祁 女 文史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宋文静 女 文史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李冲 女 文史 河北省 平泉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晓丹 女 文史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许卫东 男 文史 河北省 张北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许恩准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张树豪 男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袁佳乐 男 理工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杨迪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彭艳慧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杨悦可 女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雷保梁 男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陈卓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李健 男 理工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关开通 男 理工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超凡 男 理工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葛禹 男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韩艺 女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张民康 男 理工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刘贺宇 男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兰云龙 男 理工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郑梦骋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许惠凯 男 理工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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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京龙 男 理工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李晓雪 女 理工 河南省 封丘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周子义 男 理工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韩若凡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郭家 男 理工 河南省 睢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李宝洁 女 理工 河南省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杨嘉毅 女 文史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宋雪飞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郝鹏程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王飞 男 文史 河南省 范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珂馨 女 文史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高倩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杜静文 女 文史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吴昊 男 文史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张一帆 男 文史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乔煜恒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马会华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陈家利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丁亚杰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张楚汶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董静文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段梦真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周思霈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一中分校 合格 法学
娄雅敏 女 文史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黄泓櫹 女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彭煜丹 女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张真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法学
尚茹洁 女 文史 河南省 滑县实验学校 合格 法学
陶重威 男 文史 河南省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王选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一中分校 合格 法学
李啸 女 文史 河南省 汝南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王晨曦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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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瑶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孟明阳 男 文史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郑文龙 男 文史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陈崇阳 男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实验高中 合格 法学
张贤祥 男 文史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谢佳怡 女 文史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法学
宋文佳 女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李怡 女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郁智淼 女 文史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齐凛凛 女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吴雅琦 女 理工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起豪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贾永青 男 理工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沂新 女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周志豪 男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学杰 女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潘梦琪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萍 女 理工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铭洋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家乐 女 理工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闫冰玉 女 理工 河南省 原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魏子雅 男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闫格 女 文史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孙楠楠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孙尚礼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萍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容容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铁萌萌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宇涵 女 文史 河南省 伊川县实验高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段雨晴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雅杰 女 文史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杜雨沛 女 文史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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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雨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雅雯 女 文史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吕璐璐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志威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徐士豪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申乔予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怡含 女 文史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袁秋月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培 女 文史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谷鸿添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腾飞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史幸炜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星月 女 文史 河南省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西曼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毅楠 男 文史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欣欣 女 文史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武雨蒙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涛 男 文史 河南省 陈州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冯思雨 女 文史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孙太康 男 理工 河南省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展甜甜 女 理工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赵磊 男 理工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王宇慧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李萌 女 理工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杨婉婉 女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化学类
林哲宇 男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王业中 男 理工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陈天一 男 理工 河南省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杨一鸣 男 理工 河南省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刘思帆 男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盛盟盟 男 理工 河南省 台前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肖欣然 女 理工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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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甜甜 女 理工 河南省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刘智立 男 理工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方世雨 男 理工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宇 男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赵迪 女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裴珂昕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卢文静 女 理工 河南省 潢川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王雅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刘威严 男 理工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廖增友 男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孙旭阳 男 理工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夏中航 男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汤振飞 男 理工 河南省 睢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邵俊铭 男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计算机类
魏欣 女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黄帅铭 男 理工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帅 男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晨旭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李汪洋 男 理工 河南省 夏邑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玮琪 女 理工 河南省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臧夏野 男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苑孟豪 男 理工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晨光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谢涛 男 理工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李绍康 男 理工 河南省 夏邑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罗淇予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潘佳乐 男 理工 河南省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丽 女 理工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白士聪 男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常全备 男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林炜 男 理工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凯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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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 女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永亮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一中分校 合格 计算机类
解龙 男 理工 河南省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李娜 女 理工 河南省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易小艳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孙焕焕 女 理工 河南省 柘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张静杰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王涵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张佳艺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嵩县实验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付文瑶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南连蒙 男 文史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李晨凯 男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楚银光 男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杨苗苗 女 理工 河南省 濮阳县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连思念 女 理工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旭萌 女 理工 河南省 范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温志鹏 男 理工 河南省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马婷 女 理工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蔡士昌 男 理工 河南省 封丘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段迎新 女 理工 河南省 范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森潭 男 理工 河南省 柘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郭殷爽 女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赵豪威 男 理工 河南省 睢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郭雅慧 女 理工 河南省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吴雪 女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娜娜 女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蒋晓涵 女 理工 河南省 睢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闫翀 女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袁华辰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任鹏利 男 理工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玉尧 男 理工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志云 女 理工 河南省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第16页，共34页



南开大学2018年高校专项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高歌 女 理工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穆少青 女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炎姬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杨鹏 男 理工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陶满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宇威 男 理工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段乐园 男 理工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沈诗淼 女 理工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洁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赵宗鑫 男 理工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杨容清 女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麻可心 女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程驰 男 理工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武翠翠 女 理工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梦洁 女 理工 河南省 柘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静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涂默 女 理工 河南省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明 女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旭 男 理工 河南省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马颖 女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瑶瑶 女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郑李 男 理工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宋忠泽 男 理工 河南省 宁陵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一帆 男 理工 河南省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邵佳坤 男 理工 河南省 夏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萧涵 女 理工 河南省 封丘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菁涵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聂林静 女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浩昌 男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姚开元 男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临床医学（5+3）
安舒涵 女 理工 河南省 滑县实验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李敬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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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汪丹 女 文史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魏一 男 理工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展雨洁 女 理工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王晓龙 男 理工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程展开 男 理工 河南省 夏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李振权 男 理工 河南省 夏邑县田家炳高级中学（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郭勇 男 理工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赵小龙 男 理工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合格 生物科学类
赵思齐 女 文史 河南省 封丘县第一中学 合格 思想政治教育
张渤宇 男 理工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余欣歌 女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胡斐 男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潘书洋 男 理工 河南省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郑子阳 男 理工 河南省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李泓都 男 理工 河南省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马家恒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柴家星 男 理工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王佳佳 女 理工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合格 物理学类
吕鸿贤 男 理工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郭马悦 女 理工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药学
高圣巧 女 理工 河南省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药学
付晓荣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一中分校 合格 哲学类
呼啸 男 文史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合格 哲学类
周晓庆 女 文史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姿 女 文史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力捷 女 文史 河南省 商水县第二高中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翠 女 文史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孙新宇 男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李子涵 女 文史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栗玟琪 女 文史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广杰 男 文史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刘思源 女 文史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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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孙杨 男 理工 黑龙江省 泰来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孙建航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泰来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雪倩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海伦市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雨婷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望奎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邹雯雯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法学
徐颖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卢红燕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密山市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耿佳欣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克山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月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克东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邢昊宇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韩曦慧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冈实验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杜佳婕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葛承宇 男 理工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辉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孟璐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林志勇 男 理工 黑龙江省 汤原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金野 男 文史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商春楠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礼娜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蔡楠楠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延寿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炜晋 男 理工 黑龙江省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于嘉超 女 理工 黑龙江省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刘泽 男 文史 黑龙江省 绥芬河市高级中学 合格 思想政治教育
王天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杜可欣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雪薇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依安县实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徐贺 女 文史 黑龙江省 依安县实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朱源媛 女 理工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刘文丹 女 理工 湖北省 大悟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谭慧 女 文史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袁虎林 男 文史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李欣媛 女 文史 湖北省 鹤峰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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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余小龙 男 理工 湖北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贺克晴 女 文史 湖北省 咸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谭荣春 女 文史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邓慧 女 文史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吴青青 女 文史 湖北省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程思雯 女 理工 湖北省 崇阳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郝永清 男 理工 湖北省 南漳县一中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陈海汇 男 理工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柯牧妍 女 理工 湖北省 英山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向徽 男 文史 湖北省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梁喜 女 理工 湖北省 湖北省来凤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蒋汶利 女 文史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毛萍兰 女 理工 湖南省 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李婷 女 理工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秦灿 男 理工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馨岚 女 理工 湖南省 沅陵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邓甲球 男 理工 湖南省 湖南省祁东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张景怡 女 理工 湖南省 怀化市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潘悦雯 女 理工 湖南省 中方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谢薇 女 文史 湖南省 新田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熊添丽 女 文史 湖南省 怀化市第三中学 合格 法学
邓丁 女 文史 湖南省 武陵源区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凌粤湘 女 理工 湖南省 平江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袁思望 男 文史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舒永欢 女 文史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龙学居 女 文史 湖南省 凤凰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廖唯敏 女 文史 湖南省 石门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于小倩 女 文史 湖南省 绥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胡子平 女 理工 湖南省 新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龚绍良 男 理工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刘佳成 男 理工 湖南省 安仁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黎昌棋 男 理工 湖南省 慈利县第二中学 合格 化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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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黄修林 男 理工 湖南省 古丈一中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余贵鹏 男 理工 湖南省 新田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金崛日 男 理工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周星澄 男 理工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田晓凤 女 理工 湖南省 永顺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袁雨龙 男 理工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余磊 男 理工 湖南省 石齐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玉彬 女 理工 湖南省 怀化市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邓佳玲 女 理工 湖南省 汝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陶玉燕 女 理工 湖南省 绥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黄俊 男 理工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春宇 男 理工 湖南省 湖南省宁远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罗武辉 女 文史 湖南省 双峰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向蓉 女 文史 湖南省 凤凰县华鑫实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萍 女 文史 湖南省 凤凰县华鑫实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雅玲 女 文史 湖南省 新化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茜 女 文史 湖南省 慈利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多 女 理工 吉林省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法学
张萌 女 理工 吉林省 镇赉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法学
李宏菲 女 文史 吉林省 前郭县第五中学 合格 法学
吴凡 女 理工 吉林省 靖宇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冯凌波 女 理工 吉林省 安图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于金良 男 理工 吉林省 镇赉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蔡畅 女 理工 吉林省 大安市第一中学校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孙禹杭 男 理工 吉林省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程语 女 文史 吉林省 通榆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李志荣 男 理工 吉林省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司贺兵 男 理工 江苏省 宿豫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陈一澜 女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吴欣曈 女 文史 江苏省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初雨 男 文史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裴宁 男 文史 江苏省 江苏省泗洪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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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 女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杰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大港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李贵龙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射阳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邓子杰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张庭瑜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蕊 女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单中阳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阜宁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张辰举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韦泓宇 男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袁启航 男 理工 江苏省 新沂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韩晶晶 女 理工 江苏省 江苏省响水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王越 男 理工 江苏省 赣榆县清华园双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许聪聪 女 文史 江苏省 江苏省响水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思允 女 文史 江苏省 新沂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李强 男 理工 江西省 新余市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黄杰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信丰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海峰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信丰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冯志光 男 理工 江西省 金溪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赖明发 男 文史 江西省 兴国平川中学 合格 法学
刘宇生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永丰中学 合格 法学
邵淑玲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永丰中学 合格 法学
刘静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崇义中学 合格 法学
陈雨欣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吉水中学 合格 法学
许晨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郑慧楠 女 文史 江西省 贵溪市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吴慧星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康勇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遂川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黄林锋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宁都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曾宪良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于都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彭辉霞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万安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彭智星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万安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尹永君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定南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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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芳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寻乌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欧阳靖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南康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朱海燕 女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信丰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志珍 女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吉水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徐华龙 男 理工 江西省 上饶市广丰县一中 合格 计算机类
马俊 男 理工 江西省 都昌县二中 合格 计算机类
陈竹凯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吉水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林锡颖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杨昌盛 男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吉水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吴思航 男 理工 江西省 修水县琴海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邓炳兰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会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吴桂智 男 理工 江西省 吉安市新干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梅惠安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宜黄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吕晴 女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遂川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叶升飞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私立致远中学高中部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雪群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冷吉龙 男 理工 江西省 修水一中 合格 生物科学类
李少山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第二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康骁扬 男 理工 江西省 江西省信丰县第二中学 合格 药学
罗嗣栋 男 理工 江西省 都昌县一中 合格 药学
黄蓉 女 文史 江西省 贵溪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温睿绮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于都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左雅纤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莲花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付渝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信丰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黄慧莹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崇义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伽 女 文史 江西省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刘照宇 女 理工 辽宁省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方雨萌 女 理工 辽宁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鹤翔 男 理工 辽宁省 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晶晶 女 理工 辽宁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洪德悦 男 理工 辽宁省 朝阳县实验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高钰奇 女 理工 辽宁省 西丰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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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煜 女 文史 辽宁省 义县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马辰儒 男 文史 辽宁省 北镇市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杨晨煦 男 文史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合格 法学
耿昊源 男 文史 辽宁省 北镇市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费千伊 女 理工 辽宁省 彰武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晨曦 女 理工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雨桐 女 理工 辽宁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震 男 文史 辽宁省 义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陈美霖 女 文史 辽宁省 彰武县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武圣钧 男 理工 辽宁省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梁田田 女 理工 辽宁省 建昌县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崔佳音 女 理工 辽宁省 凌源市实验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金丽娜 女 理工 辽宁省 桓仁满族自治县朝鲜族学校 合格 计算机类
李家旭 男 理工 辽宁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烨 男 理工 辽宁省 彰武县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孟繁壹 女 理工 辽宁省 建平县实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博 男 理工 辽宁省 义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康 男 理工 辽宁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新伟 男 理工 辽宁省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佳琪 女 理工 辽宁省 沈阳市康平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廉殿宏 男 理工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欢 女 理工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周洋逸 女 文史 辽宁省 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任爽 女 文史 辽宁省 义县高级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王玮泽 女 理工 辽宁省 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柳鸿运 男 理工 辽宁省 建昌县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刘一 女 理工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卓南分校 合格 物理学类
李佳洺 女 文史 辽宁省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鲍秋彤 女 文史 辽宁省 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一族 女 文史 辽宁省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赵雪 女 文史 辽宁省 义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杜晓艺 女 文史 辽宁省 喀左县蒙古族高级中学古塔分校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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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济坤 女 文史 辽宁省 彰武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刘恬 女 文史 辽宁省 岫岩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小龙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伊金霍洛旗高级中学 合格 材料类
李丽雅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扎鲁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孙瑞欣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乌拉特前旗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孙月芳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博图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敖汉旗新惠中学 合格 法学
陈志鑫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冉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扬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宁城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王旭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欣淑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李强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宁城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刘展坤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旗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边文超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阿鲁科尔沁旗天山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白瑞军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伊金霍洛旗高级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赵凯玥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阿鲁科尔沁旗天山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卢月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宁城高级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米洋洋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扎鲁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韩雪杰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阿鲁科尔沁旗天山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张悦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陈凌宇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锦山实验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斯日古冷 女 文史 内蒙古自治区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吕晓辉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宁城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曹梦宇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开鲁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吕成 男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刘欢 女 理工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合格 药学
杨伟 男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育才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剡瑛颖 女 文史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秦慧霞 女 文史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何发海 男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雍赛 男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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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楠 女 文史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育才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穆亚虎 男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马香 女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薇 女 理工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董金珍 女 理工 青海省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阿怀伟 男 理工 青海省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薛顺鑫 男 理工 青海省 互助县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正婷 女 理工 青海省 互助县第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马芳 女 理工 青海省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陈莉 女 理工 青海省 青海省循化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莫延宏 女 理工 青海省 互助县第三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明星 男 理工 青海省 湟中县多巴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吉媛 女 文史 青海省 大通县第六完全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徐静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宋世豪 男 理工 山东省 曹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崔雅文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刘晓瑞 男 理工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刘凌霄 男 理工 山东省 巨野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齐晓莹 女 理工 山东省 沂源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高淑琦 女 理工 山东省 宁津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刘晨晨 女 理工 山东省 临邑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陈琪 女 理工 山东省 武城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尹立萍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临朐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李玉卓 女 理工 山东省 临沭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凯 男 理工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培贤 女 理工 山东省 费县实验中学 合格 法学
赵晗青 女 理工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玲玲 女 理工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运宝 男 理工 山东省 梁山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杨洁 女 文史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慕然 女 文史 山东省 阳谷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严宇 女 文史 山东省 莒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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璩丫晴 女 文史 山东省 沂源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浩歌 男 文史 山东省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合格 法学
邹志豪 男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法学
赵倩 女 文史 山东省 安丘市青云学府 合格 法学
孙红亮 男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杜潇潇 女 文史 山东省 高唐县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丁志辉 女 文史 山东省 东阿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周珺瑜 女 文史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张如心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合格 法学
宁文卓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王瑶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方圆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魏敬宏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田雪慧 女 理工 山东省 鱼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户洪泰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续文刚 男 文史 山东省 东平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梦欣 女 文史 山东省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晓慧 女 文史 山东省 安丘市青云学府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高婷婷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齐小娜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超 男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国栋 男 文史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孔羽冲 女 文史 山东省 阳谷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于福勤 女 文史 山东省 安丘市青云学府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耿文燕 女 文史 山东省 平原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赵航 女 文史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宁 男 理工 山东省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察爽爽 女 理工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刘业晨 男 理工 山东省 东阿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石瑜华 女 理工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梁怀硕 男 理工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王景帅 男 理工 山东省 东明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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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萍 女 理工 山东省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合格 化学类
王景芳 女 理工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刘勇 男 理工 山东省 泗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李振昌 男 理工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姜文龙 男 理工 山东省 兰陵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吴玮泽 男 理工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万勇慧 女 理工 山东省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吴寒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陈阳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贾鹏振 男 理工 山东省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苏军 男 理工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凯旋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临朐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盛绩 男 理工 山东省 高唐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白玉龙 男 理工 山东省 禹城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张淞 男 理工 山东省 东阿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顾心睿 女 理工 山东省 武城县第二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相敏 女 理工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徐光景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苗悦鹏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申奥 男 理工 山东省 巨野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淼 男 理工 山东省 阳谷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于德善 男 理工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高德鑫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鸿伟 男 理工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杨燕杰 女 理工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汝状 男 理工 山东省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张靖煜 男 理工 山东省 安丘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王璐 女 理工 山东省 栖霞市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孙成成 男 理工 山东省 东阿县实验高中 合格 计算机类
孙龙龙 男 理工 山东省 东阿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胡晓红 女 理工 山东省 东阿县实验高中 合格 计算机类
王鲁婷 女 理工 山东省 曹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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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叶新茹 女 理工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邢敏 女 理工 山东省 武城县第二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刚若彤 女 理工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徐紫玉 女 文史 山东省 莒县文心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刘志坤 男 文史 山东省 汶上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黄玉瑞 女 文史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付廷蕊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临朐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秦淑清 女 文史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邵先可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定陶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可欣 女 理工 山东省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史桐睿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临朐实验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丰思云 女 理工 山东省 东平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姜心成 女 理工 山东省 兰陵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宋韩林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谢雪 女 理工 山东省 禹城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魏长茂 男 理工 山东省 禹城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白绍虎 男 理工 山东省 阳谷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慕庆雪 女 理工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邢燕 女 理工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王馨馨 女 理工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鑫 男 理工 山东省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赵钰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刘文慧 女 文史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韩琳 女 文史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王娜 女 理工 山东省 高唐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张亚博 女 理工 山东省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冯荣芳 男 理工 山东省 惠民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相其迪 男 理工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盖龙杰 男 理工 山东省 莱阳市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董明洁 男 理工 山东省 巨野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黄泽晗 男 理工 山东省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何振方 男 理工 山东省 陵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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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王福豪 男 理工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冯娜 女 理工 山东省 东平明湖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殷鹏 男 理工 山东省 梁山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冰 男 理工 山东省 庆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翟孟秋 男 理工 山东省 嘉祥县萌山高级中学 合格 药学
郭一鸣 女 理工 山东省 鱼台县第一中学 合格 药学
王振萍 女 文史 山东省 沂源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李秀杰 女 文史 山东省 临沭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于玮 女 文史 山东省 莱阳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党文硕 女 文史 山东省 商河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玉会 女 文史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吴霞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陈若兰 女 文史 山东省 阳谷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文花 女 文史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杨瑶 女 文史 山东省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昱 女 理工 山西省 山西省广灵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白嘉宁 男 理工 山西省 柳林县联盛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杨昊 男 理工 山西省 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泽晨 男 理工 山西省 闻喜县第二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白璐 女 理工 山西省 柳林县联盛中学 合格 法学
白琪琪 女 文史 山西省 交城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法学
陈一非 男 理工 山西省 沁水县沁水中学 合格 化学类
白玉芳 女 理工 山西省 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 合格 化学类
靳鹏丽 女 理工 山西省 沁水县沁水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利翔 男 理工 山西省 临县一中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张文霞 女 理工 山西省 吕梁市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赵迎泽 男 理工 山西省 闻喜县第二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常佳丽 女 文史 山西省 沁水县沁水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丁润宇 女 文史 山西省 垣曲县垣曲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高宏雨 女 理工 山西省 柳林县联盛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范文琴 女 理工 山西省 岚县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丁晨云 女 理工 山西省 沁水县沁水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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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景子璇 女 理工 山西省 平顺中学 合格 药学
张洋志 男 理工 陕西省 陕西省山阳中学 合格 法学
高卓林 男 文史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法学
刘雨馨 女 文史 陕西省 安康市安康中学 合格 法学
刘娜娜 女 文史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法学
党毅 男 理工 陕西省 合阳县合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高焕焕 男 理工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佳 女 文史 陕西省 铜川市第一中学北校区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宋婷 女 文史 陕西省 周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刘名正 男 理工 陕西省 周至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吴涛 男 理工 陕西省 汉阴县汉阴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庞博 男 理工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化学类
张露珍 女 理工 陕西省 扶风高级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梁菊瑞 女 文史 陕西省 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王文昌 男 文史 陕西省 安康市安康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刘桥 男 文史 陕西省 旬阳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何炎东 男 理工 陕西省 陕西省定边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朱友亮 男 理工 陕西省 陇县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红利 女 理工 陕西省 陕西省山阳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杨旭伟 男 理工 陕西省 陇县第二高级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刘静伊 女 文史 陕西省 旬阳中学 合格 思想政治教育
邱亚和 男 理工 陕西省 陕西省定边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安东 男 理工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张朔 男 理工 陕西省 靖边县中学 合格 物理学类
刘思雨 女 文史 陕西省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潘旭 男 文史 陕西省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刘汉辛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材料类
杨智文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南江中学 合格 材料类
季明忠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县第二中学校 合格 电子信息类
景德根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北川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张泳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合格 电子信息类
王礼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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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陈雅婕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阆中中学校 合格 法学
徐睿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合格 法学
李育江 男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大英中学 合格 法学
赖燠寒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南部中学 合格 法学
代永鸿 男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合格 法学
王向阳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李嘉莉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县第二中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叶萍 女 文史 四川省 古蔺县蔺阳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黄娟 女 文史 四川省 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张雨婷 女 理工 四川省 营山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黄俊波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肖兵 男 理工 四川省 宜宾龙文实验学校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陈俊洁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杨坤 男 理工 四川省 营山中学校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冯玟霖 女 理工 四川省 营山中学校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李虹林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南江中学 合格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王尧尧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青川中学校 合格 计算机类
刘威 女 理工 四川省 古蔺县古蔺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蒋娇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蓬溪中学校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陈金凤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娟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何玉玺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锐琪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邛崃市高埂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龚文 男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蒲彬彬 男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南部中学 合格 旅游管理类
朱玲莉 女 文史 四川省 巴中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合格 旅游管理类
张诗曼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江油市太白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陈兴叶 女 理工 四川省 冕宁中学 合格 生物科学类
罗桐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江安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张文燕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苍溪实验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凌富强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县第一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周俊豪 男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广安代市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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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杨远平 女 理工 四川省 四川省江安中学校 合格 物理学类
王才玉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阆中市七一学校 合格 哲学类
熊玉琴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广安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刘乙亭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兴文第二中学校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敬娟娟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南部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韩悦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思淇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江油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李春燕 女 文史 四川省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丁珊 女 理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沙湾县第一中学 合格 材料类
胡小洁 女 理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奇台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纪润成 男 理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奇台县第一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陈文慧 女 理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沙湾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杨波 男 理工 云南省 罗平县第一中学 合格 电子信息类
张玲 女 文史 云南省 文山市第一中学 合格 法学
崔婧一 女 理工 云南省 宣威市第八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左慧敏 女 文史 云南省 巍山县第一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苏林 男 理工 云南省 巍山县第一中学 合格 化学类
杨庆娇 女 理工 云南省 腾冲县第一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妥正超 男 理工 云南省 寻甸县民族中学 合格 口腔医学（5年）
郑也 男 文史 云南省 云南省石屏县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赵雨婷 女 文史 云南省 大理市大理第一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李尹英 女 理工 云南省 大理市大理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淇 女 理工 云南省 寻甸县民族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单秋萍 女 理工 云南省 祥云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龙星怡 女 理工 云南省 云南省石屏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曹亚楠 女 理工 云南省 祥云县祥华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李朝县 男 理工 云南省 腾冲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秀英 女 理工 云南省 腾冲县第一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张雅倩 女 文史 云南省 临沧市第一中学 合格 中国语言文学类
王诗惠 女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仙居中学 合格 法学
吴圆圆 女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文成中学 合格 法学
徐煊惠 女 综合改革 浙江省 缙云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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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学科类型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复审结果 专业
陈雨馨 女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开化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郭蓉 女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开化中学 合格 公共管理类
王浩楠 男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 合格 计算机类
卢祺 男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磐安中学 合格 历史学类
蓝顺安 男 综合改革 浙江省 浙江省丽水中学 合格 临床医学（5+3）
付江洪 女 理工 重庆市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谭超娟 女 理工 重庆市 重庆市丰都第二中学校 合格 公共管理类
殷铭元 女 理工 重庆市 重庆市南川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李涛 男 理工 重庆市 重庆市奉节中学校 合格 化学类
赵鑫妮 女 理工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合格 化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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