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中学名称 省份 报考专业类别 成绩 合格标准 拟录取专业 录取优惠分值

李沛琦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医学类 121.2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程梦婷 女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江苏省 医学类 112.35 94.5 临床医学 降26分

张同乐 女 德州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109.8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杨立铭 男 江苏省射阳中学 江苏省 医学类 109.8 94.5 临床医学 降26分

蒋雨珂 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四川省 医学类 108.15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王丽 女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108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刘丹 女 四川省彭州中学 四川省 医学类 105.15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李琳俞 女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 医学类 101.7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于翀立 女 庄河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医学类 101.25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孙红翼 女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100.2 94.5 临床医学 降40分

何姝昱 女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四川省 医学类 99.6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刘祺岭 男 天津市静海县第一中学 天津市 医学类 98.8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吕见恩 男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江苏省 医学类 98.7 94.5 口腔医学 降26分

冯碧聪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 医学类 98.5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郑奕菲 女 安徽省滁州中学 安徽省 医学类 98.5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卢红羽 女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98.4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王海 男 泸州高中 四川省 医学类 98.2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王梓尧 男 山东省昌乐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97.3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崔博宇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北京市 医学类 94.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张艺凡 女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省 医学类 94.5 94.5 口腔医学 降40分

白天泽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信息技术类 117.15 96.3 软件工程 降20分

郑天奇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信息技术类 114.75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江扬舟 女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信息技术类 113.1 96.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降20分

王柏润 男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省 信息技术类 112.95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李润东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湖北省 信息技术类 112.65 96.3 自动化类 降20分

马宇骁 男 江苏木渎高级中学天华学校 江苏省 信息技术类 106.5 96.3 电子信息类 降13分

韩旭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信息技术类 105.75 96.3 信息安全 降20分

靖智搏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信息技术类 105.15 96.3 自动化类 降20分

陈冬科 男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信息技术类 102.75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王东亮 男 河北定州中学 河北省 信息技术类 102.45 96.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降20分

张晓东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信息技术类 101.25 96.3 信息安全 降20分

刘泳岐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四川省 信息技术类 99.75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王鹏凯 男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信息技术类 98.55 96.3 电子信息类 降20分

奚泽宇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天津市 信息技术类 97.05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阮小云 女 临城县临城中学 河北省 信息技术类 96.45 96.3 电子信息类 降20分

穆桐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天津市 信息技术类 96.3 96.3 计算机类 降20分

黄嘉泰 男 海南中学 海南省 物理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物理学类 一本线

董力源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121.2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罗政亚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18.95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朱邦国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16.25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常迈 男 衡水市滏阳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15.5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胡孔毅 男 芜湖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 物理学类 110.1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于宏宇 男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江西省 物理学类 109.8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李思颖 女 武汉钢铁公司第三子弟中学 湖北省 物理学类 108.6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许启帆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湖北省 物理学类 108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周怡东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湖北省 物理学类 105.9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王威晓 男 衡水市滏阳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04.7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李鎏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02.9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张行健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02.6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徐铭延 男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省 物理学类 98.85 94.35 物理学类 一本线

邓昶昊 男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物理学类 120.77 94.35 物理学类 降40分

李林泽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物理学类 116.7 94.35 物理学类 降13分

李占赫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15.0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李子涵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13.4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李键玮 男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广东省 物理学类 110.1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刘安多 男 长沙市雅礼中学 湖南省 物理学类 109.9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何金泽 男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物理学类 109.2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王子奕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北京市 物理学类 109.2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杨东融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08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李铮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物理学类 107.7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马毅暄 男 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06.8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白心宇 男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物理学类 106.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谢鹏尧 男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物理学类 106.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王志远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物理学类 106.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曹孟尧 男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 北京市 物理学类 105.6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孙俊杰 男 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05.4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王汉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03.0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任智博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02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白海涛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物理学类 100.9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郭志鹏 男 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100.6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孟令发 男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天津市 物理学类 100.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张家恺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物理学类 100.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李明洋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100.3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罗晟泽 男 长沙市雅礼中学 湖南省 物理学类 99.7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刘凯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99.6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张书傲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98.8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田润达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97.8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陈逸群 男 寿光现代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97.2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何灏泽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物理学类 97.2 94.35 物理学类 降13分



罗宣 男 衡水第一中学 河北省 物理学类 94.6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张子健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 物理学类 94.35 94.35 物理学类 降20分

柯静 女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福建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3.14 120.12 德语 降40分

傅博雅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1.76 120.12 德语 降26分

吴岚昕 女 天津市葛沽第一中学 天津市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0.8 120.12 德语 降40分

颜洛嘉 女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福建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0.44 120.12 法语 降40分

王资文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30.08 120.12 德语 降40分

黄亦潇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8.76 120.12 德语 降40分

夏丽姝 女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山东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8.52 120.12 法语 降40分

王一久 女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辽宁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8.52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杨韵洁 女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山西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8.04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周琛若 女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7.92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白敏煊 女 四川省绵阳外国语学校 四川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7.56 120.12 法语 降40分

白沙鹭 女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7.32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张芳铭 女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7.14 120.12 法语 降40分

赵若妤 女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6.72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吴一瑕 女 浙江省仙居中学 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6.6 120.12 日语 降40分

王紫凝 女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北京市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6.6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刘南希 女 鞍山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6.48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邓子寒 女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 天津市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6.24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李爽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中学 天津市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5.76 120.12 俄语 降40分

杨宇航 男 大庆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5.64 120.12 西班牙语 降40分

车金翼 女 威海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4.8 120.12 日语 降40分

李玉卓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3.96 120.12 日语 降40分

孙琬 女 长春市十一高中 吉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3.84 120.12 日语 降40分

赵雪菲 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 河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3.6 120.12 日语 降40分

张佳欣 女 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 河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3.12 120.12 日语 降40分

董家琛 女 唐山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2.76 120.12 日语 降40分

程可为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四川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2.16 120.12 日语 降40分

刘芳池 女 沈阳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2.1 120.12 日语 降40分

孟浩冰 男 襄阳市第五中学 湖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68 120.12 日语 降40分

姜佳鑫 女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56 120.12 日语 降40分

李沐遥 女 咸丰县第一中学 湖北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56 120.12 日语 降40分

回振铎 男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黑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44 120.12 俄语 降40分

蒋含瑞 女 白银市第一中学 甘肃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44 120.12 俄语 降40分

矫直 女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四川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32 120.12 俄语 降40分

赵于嘉 女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辽宁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1.2 120.12 俄语 降40分

王译晗 女 赤峰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0.96 120.12 俄语 降40分

刘昶 女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0.72 120.12 俄语 降40分

周楚然 女 铜陵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0.72 120.12 俄语 降40分



陈天涯 女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外国语言文学类 120.12 120.12 俄语 降26分

李子健 男 安阳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韩昊辰 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郑建昊 男 黄冈中学 湖北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张浩哲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毛宇鹏 男 大庆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杨鸿铭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四川省 数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数学类 一本线

敬新奇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四川省 数学类 137.7 100.05 数学类 一本线

田雨鑫 男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安徽省 数学类 133.95 100.05 数学类 一本线

刘睿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数学类 129.21 100.05 数学类 一本线

王纯意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数学类 125.55 100.05 数学类 降40分

兰添 男 唐山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数学类 121.0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张浩磊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数学类 120.9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王睿俊 男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数学类 119.8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张琮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天津市 数学类 117.7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迟贺元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 数学类 115.0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张恒嘉 男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辽宁省 数学类 114.7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王荟锡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 数学类 114.4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许通 男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数学类 112.2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聂骏智 男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山西省 数学类 112.2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宋昊晨 男 绍兴市柯桥区鲁迅高级中学 浙江省 数学类 111.7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张钧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数学类 110.1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张士蒙 男 山东省北镇中学 山东省 数学类 107.8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郭文清 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 数学类 106.3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李展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数学类 105.9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郑铎 男 西安市铁一中学 陕西省 数学类 105.7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王喆 男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 数学类 105.7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杨宇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数学类 101.8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李昂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江苏省 数学类 101.55 100.05 数学类 降13分

郑若楠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数学类 100.05 100.05 数学类 降20分

孙雨萱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生物环境类 130.22 100.35 生物科学类 一本线

郑舒元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生物环境类 127.52 100.35 生物科学类 一本线

于泓玥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生物环境类 127.85 100.35 生物科学类 一本线

李浩欣 女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9.05 100.35 药学 降40分

李慧瑜 女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生物环境类 108 100.35 药学 降40分

王云峰 男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省 生物环境类 107.25 100.35 药学 降40分

张浩璠 男 安阳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生物环境类 106.35 100.35 药学 降40分

刘宇桐 女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5.75 100.35 药学 降40分

赵若文 男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5.6 100.35 药学 降40分

王一凡 女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山东省 生物环境类 105.6 100.35 药学 降40分



才霞 女 抚顺市第二中学 辽宁省 生物环境类 105.3 100.35 药学 降40分

安正阳 男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4.4 100.35 药学 降40分

吴天宇 女 保定市第三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3.8 100.35 药学 降40分

张耿睿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3.8 100.35 药学 降40分

崔海曦 男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生物环境类 101.25 100.35 药学 降40分

康恺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生物环境类 100.35 100.35 药学 降40分

李佳骏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0.35 100.35 药学 降40分

贾婉林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生物环境类 109.35 100.35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张珂瑜 男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辽宁省 生物环境类 106.35 100.35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孙俣哲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生物环境类 103.8 100.35 环境工程 降20分

杨晨昊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社会科学类 132.45 97.35 工商管理类 一本线

刘岩舒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社会科学类 125.22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40分

胡可玥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26.10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40分

王森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社会科学类 125.89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40分

贺楚婕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22.7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40分

刘心琪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18.75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20分

李艺楠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17.22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20分

张艺璇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13.52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20分

李佳雪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社会科学类 114.16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20分

王洁融 女 武汉外国语学校 湖北省 社会科学类 112.2 97.35 经济学类 降20分



周嘉仪 女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社会科学类 108.45 97.35 工商管理类 降20分

刚铭君 女 东北育才学校科学高中部 辽宁省 社会科学类 105.3 97.35 法学 降20分

柳泽宇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社会科学类 103.65 97.35 应用心理学 降20分

王泰基 男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河南省 社会科学类 103.5 97.35 政治学类 降20分

胡非凡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社会科学类 102.45 97.35 法学 降20分

李威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 社会科学类 99.6 97.35 社会学类 降20分

车金靓 女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吉林省 社会科学类 98.85 97.35 法学 降20分

张黎明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社会科学类 98.85 97.35 法学 降20分

杨子璇 女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山东省 社会科学类 98.1 97.35 社会学类 降20分

郭昕育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社会科学类 97.35 97.35 政治学类 降20分

宋世杰 男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人文科学类 127.6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张浩然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6.9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费耀荻 女 天津市双菱中学 天津市 人文科学类 126.4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张蔚曦 女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5.7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唐正 男 黄冈中学 湖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4.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蒋文君 女 东营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4.0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檀健哲 男 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 北京市 人文科学类 123.4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刘海琪 女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浙江省 人文科学类 123.45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兰善之 男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辽宁省 人文科学类 123.3 122.85 哲学类 降40分

杨雪晨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人文科学类 130.6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战智峰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30.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陈奎州 男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人文科学类 129.7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张子璇 男 陕西省西安中学 陕西省 人文科学类 129.6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陈鑫瑶 女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8.4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郭妍佳 女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河南省 人文科学类 127.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王小文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省 人文科学类 127.0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陈宇暄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江苏省 人文科学类 126.7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13分

龙飞宇 男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6.1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翟笑逸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四川省 人文科学类 126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胥子玉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5.7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刘诗轩 男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中学 陕西省 人文科学类 125.55 122.85 历史学类 降20分

王宇洋 女 本溪市高级中学 辽宁省 人文科学类 125.5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于恩萌 女 大庆外国语学校 黑龙江省 人文科学类 125.2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史超洋 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4.95 122.85 编辑出版学 降20分

李一诺 女 山东省实验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4.8 122.85 编辑出版学 降20分

郑济航 女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4.8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李雨朋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4.6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刘楷祺 女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4.6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桑鲁川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3.7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孙畅 女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3.75 122.85 广播电视学 降20分



崔旻昊 女 东营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3.45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李寅捷 女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 人文科学类 123.15 122.85 历史学类 降20分

周围子 女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山东省 人文科学类 123 122.85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房夕儿 女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人文科学类 122.85 122.85 历史学类 降20分

谢瑞雪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化学类 90 85 化学类 一本线

关博珩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吉林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刘博宇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何子旻 男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辽宁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郝杰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陈祈哲 男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广东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贺洋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冯威达 男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辽宁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王铭浩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一本线

何彦霖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降20分

马一鸣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降20分

周家琛 男 大庆市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降20分

巩志文 男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省 化学类（奥赛全国决赛） 合格 合格 化学类 降20分

于海柔 女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市 化学类 87 85 化学类 降20分

王宇琨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化学类 88.75 85 化学类 降20分

师晓冉 女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90.8 85 化学类 降20分



申子童 女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90.6 85 化学类 降20分

张此君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90.6 85 化学类 降20分

张伯震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化学类 90 85 化学类 降20分

常宇轩 男 北京汇文中学 北京市 化学类 89.8 85 化学类 降20分

赖伟 男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化学类 89.4 85 化学类 降20分

郭家铨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河南省 化学类 89 85 化学类 降20分

陈开卷 男 湖南师大附中 湖南省 化学类 89 85 化学类 降20分

刘煊 男 长沙市雅礼中学 湖南省 化学类 88.8 85 化学类 降20分

赵轶鹏 男 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88.6 85 化学类 降20分

王嘉山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88 85 化学类 降20分

蔡东悦 男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化学类 87.6 85 化学类 降20分

孙琦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 化学类 87 85 化学类 降20分

于浉津 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 天津市 化学类 87 85 化学类 降20分

徐国君 男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山东省 化学类 86.8 85 化学类 降20分

熊军文 男 江西省丰城中学 江西省 化学类 86.6 85 化学类 降20分

蒋煜治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四川省 化学类 86.2 85 化学类 降20分

张铭哲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化学类 85.6 85 化学类 降20分

赵臻翔 男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湖南省 化学类 85.4 85 化学类 降20分

张润泽 男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山东省 化学类 85 85 化学类 降20分

荆睿珩 男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辽宁省 化学类 85 85 化学类 降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