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南开大学自主招生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生源 学科类型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总成绩 合格标准 拟录取专业 优惠政策

何家亮 男 江苏 理工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95.40 48.56 数学类 一本线

谢宇辉 男 江西 理工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95.00 48.56 数学类 一本线

陈承煌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温州中学 84.08 48.56 数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及以上

韩建星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3.60 48.56 数学类 一本线

王羽超 男 北京 理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80.40 48.56 数学类 一本线

朱文臣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75.20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陈宣玮 女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72.48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于兴宇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实验中学 72.00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吴天泽 男 江西 理工 江西省丰城中学 70.5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马骏腾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第一中学 69.60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李卓星 男 四川 理工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68.08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佟毅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67.3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李策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66.9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朱之翰 男 辽宁 理工 鞍山市第一中学 66.48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李星佐 男 辽宁 理工 辽宁省实验中学 66.00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刘东霖 男 黑龙江 理工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65.60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李凌睿 男 重庆 理工 重庆南开中学 64.64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黄传宁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南开中学 64.08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吴晗 女 天津 理工 天津市南开中学 62.9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肖博琨 男 黑龙江 理工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62.72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张浩焱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62.5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赵田宇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南开中学 62.1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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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超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57.44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蔡明睿 女 天津 理工 天津市实验中学 52.5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丁世瑞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第一中学 51.68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耿博浩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48.56 48.56 数学类 降20分

黄越 男 安徽 理工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6.2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徐宣哲 男 北京 理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6.0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李玉奇 男 山东 理工 齐河县第一中学 95.8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杨南睿 男 四川 理工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95.6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施宇博 男 江苏 理工 江苏省海门中学 95.6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蒋思源 男 湖南 理工 长沙市雅礼中学 95.6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王远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95.6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张凡雨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95.4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朱健宇 男 黑龙江 理工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5.4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阚弼宸 男 安徽 理工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95.2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刘维克 男 北京 理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5.00 80.20 物理学类 一本线

陈逸阳 男 河南 理工 郑州市第一中学 93.0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肖时雨 男 重庆 理工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91.4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刘博文 男 吉林 理工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91.4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乔铠萨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91.2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江佳兴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90.0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施博轩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89.8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孙一博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9.0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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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睿 男 吉林 理工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89.0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宫钦浤 男 河北 理工 唐山市第一中学 87.4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张路宽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81.0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罗尊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八中学 80.4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孔靖超 男 甘肃 理工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0.20 80.20 物理学类 降40分

郑卜航 男 河南 理工 河南省实验中学 96.86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彭俊钦 男 重庆 理工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96.57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宋家鹏 男 河南 理工 郑州外国语学校 96.57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柴昊 男 吉林 理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6.43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张洪原 男 山东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96.29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邵乾真 男 山西 理工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96.14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冯理熙 男 重庆 理工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96.00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鞠成威 男 上海 综合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 95.86 76.29 化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及以上

王渊博 男 河南 理工 郑州市第一中学 95.00 76.29 化学类 一本线

张哲源 男 山西 理工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92.71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李鸿基 男 河南 理工 郑州外国语学校 91.71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齐萱 女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90.43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宁澜淇 女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90.43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王浩哲 男 山西 理工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89.86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刘麟轩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89.57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仲伟修 男 安徽 理工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88.57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师崭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87.71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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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池 男 山西 理工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86.29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贾长昊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86.14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秦佩琛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5.71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李佳恒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85.43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黄婧怡 女 福建 理工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5.00 76.29 化学类 降40分

陈至洁 女 山东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84.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贾敬佩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4.57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王泽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4.57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陈家希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4.29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胡弘俞 女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4.14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郭佳欣 女 江西 理工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84.14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黄逸超 男 湖南 理工 长沙市明德中学 83.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李潇逸 男 山东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83.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冯天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83.43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于水欢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2.43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孙澄宇 男 山东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81.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张健宸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新华中学 81.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白舸 男 北京 理工 北京市十一学校 81.14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周金淼 男 吉林 理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0.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孟德坤 男 山东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80.57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高源出 男 新疆 理工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79.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韩皓钦 男 吉林 理工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79.29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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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岩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78.86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刘皓岩 男 云南 理工 昆明市第八中学 78.71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赵正非 男 上海 综合改革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76.57 76.29 化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35分及以上

林锦滔 男 福建 理工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76.29 76.29 化学类 降20分

何佳泽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3.52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张旸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萧县中学 81.76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何秋佳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0.16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闫红强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79.44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符一帆 男 山西 理工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6.08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乔璐雅 女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72.56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刘涵琦 女 北京 理工 北京市十一学校 69.52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王伊晴 女 天津 理工 天津市新华中学 68.96 68.96 生物科学类 降20分

白泽惠 女 河南 理工 濮阳县建业国际学校 93.76 66.72 信息技术类 一本线

闫明 男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0.00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吴江宁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78.32 66.72 信息技术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李奕杰 男 江西 理工 江西省宜丰中学 77.44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康梦瑶 女 河北 理工 衡水市第二中学 76.72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赵子凯 女 湖南 理工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76.00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邓福友 男 广西 理工 南宁市第二中学 75.84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罗朝旭 男 广西 理工 柳州高级中学 74.48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黄艺璇 女 江西 理工 新余市第四中学 73.84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牟星翰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72.88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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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鉴阳 男 江苏 理工 吴江高级中学 72.88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13分

李科 男 四川 理工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72.24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池嘉铖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耀华中学 69.92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卫荣丽 女 广西 理工 柳州铁一中学 66.72 66.72 信息技术类 降20分

吴铮 男 河北 理工 邢台市第一中学 90.56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马欣贝 女 山东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84.56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任珊瑶 女 河南 理工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 84.40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常非凡 男 河南 理工 河南省实验中学 83.92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单智远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3.52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吉雨金 男 河北 理工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83.28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裘雨昕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83.12 75.60 临床医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曹犇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82.88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谢鸿斌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82.72 75.60 临床医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蒋炜 男 江苏 理工 江苏省常熟中学 82.64 75.60 临床医学 降26分

胡文涛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宁海中学 82.32 75.60 临床医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安浩铭 男 辽宁 理工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 82.08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黄子杰 男 江苏 理工 江苏省黄埭中学 81.92 75.60 临床医学 降26分

李天麒 男 辽宁 理工 丹东市第二中学 81.44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刘一凡 男 山东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81.36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吕炜杰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实验中学 80.56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魏赢 女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77.52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周星宇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嵊州中学 77.36 75.60 临床医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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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舒洋 女 吉林 理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6.00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申宏 男 河北 理工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75.60 75.60 临床医学 降40分

杨庚辰 男 黑龙江 理工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中学 88.40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赵越 女 江苏 理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4.48 74.88 口腔医学 降26分

张思佳 女 河北 理工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83.68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庄昱芷 女 湖南 理工 长郡中学 81.76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李之心怡 女 四川 理工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80.24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赵可儿 女 安徽 理工 合肥市第六中学 80.16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潘祉源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79.92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张书旸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绍兴市第一中学 79.92 74.88 口腔医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杨国欣 男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79.68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吴文静 女 河南 理工 郑州中学 79.60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石钊霖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79.12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汪雯萱 女 江西 理工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 78.80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徐煜 女 安徽 理工 合肥市第六中学 78.64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李何鸿晔 女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78.56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吴玉洁 女 安徽 理工 芜湖市第一中学 78.48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侯虹雨 女 河北 理工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78.00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何睿 女 广东 理工 广东广雅中学 77.68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东玉革 男 天津 理工 天津市静海县第一中学 76.64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王可心 女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74.88 74.88 口腔医学 降40分

徐锐 男 安徽 理工 安徽省桐城中学 84.16 75.52 药学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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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宣城中学 83.60 75.52 药学 降40分

唐成悦 女 安徽 理工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83.12 75.52 药学 降40分

高贝贝 女 河南 理工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83.04 75.52 药学 降40分

王高昂 男 河南 理工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82.00 75.52 药学 降40分

凌子怡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定远中学 80.88 75.52 药学 降40分

袁佳欢 女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0.16 75.52 药学 降40分

周梦婷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定远中学 80.08 75.52 药学 降40分

武孟娜 女 山东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79.84 75.52 药学 降40分

张暄 女 河北 理工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79.76 75.52 药学 降40分

张悦 女 山西 理工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79.44 75.52 药学 降40分

陈娜 女 河南 理工 虞城县高级中学 78.96 75.52 药学 降40分

叶柄成 男 河南 理工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78.80 75.52 药学 降40分

陈佳佳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天长中学 78.80 75.52 药学 降40分

杜艺璇 女 河北 理工 沧州市第一中学 78.56 75.52 药学 降40分

尹丰 男 福建 理工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78.16 75.52 药学 降40分

李想 男 吉林 理工 抚松县第一中学 77.84 75.52 药学 降40分

段贝宁 女 山东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77.68 75.52 药学 降40分

白希悦 女 河北 理工 保定市第三中学 77.04 75.52 药学 降40分

王畅玥 男 河南 理工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 76.88 75.52 药学 降40分

吴舒扬 女 安徽 理工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75.84 75.52 药学 降40分

何山秀 女 安徽 理工 安徽省庐江中学 75.60 75.52 药学 降40分

薛超 男 辽宁 理工 大连市第八中学 75.52 75.52 药学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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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思博 男 辽宁 文史 辽宁省实验中学 95.75 79.00 日语 降40分

马俏楚 女 河南 文史 郑州外国语学校 94.75 79.00 日语 降40分

潘天一 男 山东 文史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94.75 79.00 日语 降40分

李晶晶 女 安徽 文史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93.75 79.00 日语 降40分

王佳怡 女 河南 文史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93.75 79.00 日语 降40分

谢孟辰 男 山东 理工 临沂第七中学 93.00 79.00 日语 降40分

郑淯珊 女 黑龙江 文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1.75 79.00 日语 降40分

韩雨彤 女 山西 理工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91.50 79.00 日语 降40分

张玉沛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实验中学 91.25 79.00 日语 降40分

肖盛文 男 江苏 理工 江苏省盐城中学 90.75 79.00 日语 降26分

于丰华 女 辽宁 理工 丹东市第二中学 90.25 79.00 日语 降40分

韩晨 女 山东 文史 济宁市第一中学 89.50 79.00 日语 降40分

张琳琳 女 河北 文史 邯郸市第一中学 89.00 79.00 日语 降40分

王泰之 女 天津 文史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88.50 79.00 日语 降40分

彭南楠 女 江苏 文史 扬州市第一中学 87.75 79.00 日语 降26分

朱沁 女 江苏 理工 江苏省仪征中学 86.25 79.00 日语 降26分

张恬 女 山东 理工 淄博实验中学 86.00 79.00 日语 降40分

周瑞杰 女 四川 文史 四川省旺苍中学 85.50 79.00 日语 降40分

尤苇杭 男 山东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80.00 79.00 日语 降40分

汪诗蒙 女 天津 理工 天津市育才中学 79.00 79.00 日语 降40分

吴与齐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宁波市镇海中学 94.00 90.25 德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陈语心 女 辽宁 理工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93.75 90.25 德语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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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妍 女 北京 文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3.50 90.25 德语 降40分

刘奕蕾 女 山西 文史 山西省实验中学 91.50 90.25 德语 降40分

张溦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平湖中学 90.25 90.25 德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张汝卓 女 四川 理工 成都市第七中学 93.50 83.75 法语 降40分

姜昊 男 山东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93.50 83.75 法语 降40分

孙崇耕 女 河南 理工 安阳市第一中学 88.50 83.75 法语 降40分

林蔚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富阳市江南中学 87.00 83.75 法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王寒晶 女 江苏 理工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83.75 83.75 法语 降26分

刘梓轩 男 河北 文史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94.25 84.25 西班牙语 降40分

连承锴 男 福建 文史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94.00 84.25 西班牙语 降40分

裘可鉴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富阳中学 92.75 84.25 西班牙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王珊珊 女 河北 理工 邯郸市第一中学 92.25 84.25 西班牙语 降40分

杨依萌 女 辽宁 理工 鞍山市第一中学 89.00 84.25 西班牙语 降40分

方艺如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85.00 84.25 西班牙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朱靖怡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武义第一中学 84.25 84.25 西班牙语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曲梓浩 男 山西 文史 盐湖区运城中学校 91.75 73.50 俄语 降40分

宋昱佳 女 山东 文史 济宁市第一中学 91.50 73.50 俄语 降40分

岳奕彤 女 山东 理工 济宁市育才中学 89.50 73.50 俄语 降40分

顾星月 女 江苏 理工 江苏省盱眙中学 88.75 73.50 俄语 降26分

张祎頔 女 山东 理工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87.25 73.50 俄语 降40分

林水晶 女 黑龙江 理工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5.00 73.50 俄语 降40分

刘真颜 女 安徽 文史 铜陵市第一中学 84.25 73.50 俄语 降40分

第 10 页，共 14 页



 2017年南开大学自主招生合格名单

姓名 性别 生源 学科类型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总成绩 合格标准 拟录取专业 优惠政策

王鸿妍 女 黑龙江 文史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80.75 73.50 俄语 降40分

王灏梁 男 陕西 理工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79.75 73.50 俄语 降40分

任佳晨 男 山东 文史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79.50 73.50 俄语 降40分

冉晓容 女 贵州 理工 铜仁市第一中学 78.75 73.50 俄语 降40分

韩家乐 女 甘肃 理工 镇原县镇原中学 76.50 73.50 俄语 降40分

苏畅 女 河北 理工 河北辛集中学 73.50 73.50 俄语 降40分

仇思敏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海盐元济高级中学 87.28 77.04 哲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20分及以上

矫璐璐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86.0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艾效毅 男 山西 文史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84.0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赵思琛 女 山西 文史 太原市五育中学 83.04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董宜良 男 天津 文史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庄高级中学 82.08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李德钊 男 山东 文史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81.28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王云暄 男 四川 文史 四川省绵阳中学 81.28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刘丰源 男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80.8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陆心尧 男 江苏 文史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80.16 77.04 哲学类 降26分

刘仲扬 男 河北 文史 河北昌黎第一中学 80.0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臧英钰 男 山西 文史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9.92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张天惠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79.84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杨云皓 男 四川 文史 四川省江油中学 79.68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郭昊宇 男 河南 文史 安阳市第一中学 79.04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周熠 女 山东 文史 临沂第一中学 78.8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王紫 女 天津 文史 天津市新华中学 78.4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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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磊 男 安徽 文史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郑蒲港分校 78.00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郭思钒 女 重庆 文史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77.44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秦子越 男 河北 文史 邯郸市第一中学 77.04 77.04 哲学类 降40分

杨丽媛 女 河南 文史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86.24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张潇丹 女 吉林 文史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83.92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赵子晨 男 河北 文史 衡水第一中学 83.52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彭容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德清县高级中学 83.52 78.56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甄晴 女 河北 理工 衡水第一中学 82.24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李星熠 女 江苏 文史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82.24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13分

马晨薇 女 天津 文史 天津市宝坻区第九中学 82.08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宋子玥 女 山东 文史 德州市第一中学 81.92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赵可欣 女 天津 文史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中学 81.36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韩怡歆 女 河南 文史 新乡市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金龙学校 81.28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孙嘉奇 男 辽宁 文史 沈阳市第四中学 80.40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张凤锦 女 安徽 文史 安徽省砀山中学 80.08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毛宇璠 女 江苏 文史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79.76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13分

魏可人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79.52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于明慧 女 山东 文史 莒县第一中学 78.56 78.56 汉语言文学 降20分

王鲁皖 女 山东 文史 平原县第一中学 86.64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翟明杰 男 北京 文史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83.44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杨天 男 湖北 文史 黄石市有色第一中学 83.36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刘炫利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81.52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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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巽 男 北京 文史 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 81.44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阮祝萍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81.36 78.88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敖雨骁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长兴中学 80.64 78.88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李娜 女 河北 文史 邯郸市第一中学 80.24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李翰璋 男 湖南 文史 湖南师大附中 80.08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胡静怡 女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平湖中学 80.00 78.88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顾斯卿 男 浙江 综合改革 浙江省长兴中学 79.84 78.88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上40分及以上

王奕彭 男 辽宁 文史 鞍山市第一中学 79.76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陈冠宇 男 天津 文史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79.12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姜煜颖 女 江苏 文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04 78.88 历史学类 降13分

姜维石 男 北京 文史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78.88 78.88 历史学类 降20分

张是卓 男 河北 理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86.72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沈舒 女 江苏 文史 江苏省宜兴中学 85.36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26分

陶昶旭 男 山东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82.72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李嘉成 男 河南 文史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82.00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王煜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81.68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彭瑞柯 男 四川 文史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80.72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关照 女 河北 文史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80.40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王涵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实验中学 79.76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张铁 男 天津 文史 天津市崇化中学 79.60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刘涵 女 河南 文史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79.52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余纪广 男 福建 文史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79.20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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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梦薇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79.04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宋舒扬 女 山东 文史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77.76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朱桐佳 女 黑龙江 文史 克东县第一中学 77.60 77.60 思想政治教育 降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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