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录取成绩 录取专业 中学名称

22411715153596 白妍雨 女 598 化学类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2360731151792 蔡俊祥 男 589 电子信息类 江西省于都中学（高中部）
22320921840330 蔡梦雅 女 593 财政学 江苏省响水中学
22321283850626 蔡杪 女 595 预防医学 江苏省黄桥中学
22411615152406 曹良升 男 597 食品质量与安全 河南省商城高级中学
22320382810177 曹新东 男 593 纳米材料与技术 江苏省运河中学东校
22622723152004 曹雪艳 女 555 放射医学 灵台二中
22320707810355 曹洋 男 594 儿科学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22361124150634 查善凯 男 584 金属材料工程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私立致远中学
22150430113031 车向琦 男 538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新惠中学
22360428152009 陈佳奇 女 586 放射医学 都昌县二中
22350521150045 陈家和 男 59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惠安一中
22320922850133 陈简 女 607 物理学(师范)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360902156735 陈晶 女 584 中药学 宜春黄冈实验学校
22222404110332 陈静涵 女 543 英语(师范) 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
22321283710051 陈沁芸 女 576 德语 江苏省泰兴中学
22320382810043 陈若宇 男 590 法医学 邳州市第四中学
22350981150623 陈维浠 女 578 冶金工程 福安市第一中学
22320117850143 陈曦 男 597 机械工程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2320481710169 陈妍池 女 585 法学 江苏省溧阳中学
22320722810234 陈宇杰 男 602 电子信息类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22321181710209 陈雨佳 女 579 社会学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22140521110046 程畅 女 551 社会学 沁水县沁水中学
22321324830146 程乐 男 590 轻化工程 江苏省淮北中学
22320921810096 单子坤 男 599 儿科学 江苏省响水中学
22410516150636 邓豫 男 597 中药学 平原外国语学校
22320922850346 杜飞 男 595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341126110077 杜雨婷 女 582 中国语言文学类 安徽省凤阳中学
22533023110192 封晓庆 女 632 新闻传播学类 腾冲市第一中学
22450332110051 俸玉 女 594 行政管理 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中学
22412401152615 付孝强 男 602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22370982101931 付昕冉 女 602 知识产权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2320682810248 高原 男 595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省如皋中学
22340321151884 高紫莹 女 597 物理学(师范)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22320682830075 葛陈慧 女 595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江苏省如皋中学
22320724850767 葛纯宇 男 596 机械电子工程 灌南高级中学
22432503145394 龚颖 女 578 英语(师范) 涟源市私立行知中学
22320322750059 巩睿 女 581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江苏省沛县中学
22632521110102 郭清 女 520 行政管理 海南州高级中学
22321181830003 郭筱涵 女 592 纳米材料与技术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22320826810060 何淮洋 男 599 口腔医学 江苏省涟水中学
22520323150055 何启航 男 543 食品质量与安全 绥阳县绥阳中学
22511202160246 黄丽蓉 女 611 化学类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2320682810794 黄蓉 女 594 工商管理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22333201150451 黄欣慧 女 639 数学类 平阳县平阳中学
22321204850521 霍相焱 男 600 能源与动力工程 江苏省姜堰中学
22430522210437 简基喜 男 583 化学类 新邵一中
22371525101910 蒋娟 女 598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冠县实验高中
22131126103177 解树琨 女 579 轻化工程 河北郑口中学
22640221110520 金玉艳 女 543 城市管理 平罗中学
22230622010141 冷晓庆 女 504 俄语 林甸县第一中学
22333301150018 李德成 男 63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浙江省苍南中学
22320322850384 李洪浩 男 59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江苏省沛县中学
22341623154759 李诺彤 女 593 冶金工程 利辛县第七中学
22320723850202 李润泽 男 590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22320324810181 李尚 男 592 风景园林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22430727210700 李涛 男 590 经济学 石门县第一中学
22320922810057 李文杰 男 601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130125102070 李潇烨 女 59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行唐县第一中学
22511201160658 李轩巧娟女 603 纺织类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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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0828101354 李之栋 男 587 机械工程 金乡一中
22511202161500 练小平 男 608 放射医学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2320921810108 梁昌玮 男 594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省响水中学
22320481810041 梁金秋 男 588 风景园林 江苏省溧阳中学
22450881150579 梁万宇 男 57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桂平市浔州高级中学
22511202160261 林峰毅 男 609 能源与动力工程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2333301150256 林伊梦 女 651 法学 浙江省苍南中学
22520322150363 令狐绍康男 540 纺织类 桐梓县一中
22320382811316 刘铠硕 男 60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省运河中学北校
22333310150306 刘茂勇 男 634 机械工程 苍南县嘉禾中学
22371728100828 刘宁 女 595 机械电子工程 东明县第一中学
22321301810852 刘硕 男 591 法医学 宿豫中学
22210522110066 刘思彤 女 591 历史学(师范) 桓仁县第一中学
22412401154579 刘杨 女 597 预防医学 固始县高级中学
22320922850389 刘宇峰 男 604 软件工程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320923810297 卢雨轩 女 595 放射医学 江苏省阜宁中学
22222424150174 鲁畅 女 519 冶金工程 汪清县汪清第四中学
22360821150564 罗文昊 男 590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吉安县立中学
22320322850208 马培恒 男 593 生物信息学 江苏省沛县中学
22321202850447 马润颜 女 591 建筑学 泰州市第二中学
22320724850614 茆广鑫 男 590 管理科学 灌南高级中学
22320923810183 缪恒 男 605 数学类 江苏省阜宁中学
22411412151497 牛润泽 男 598 生物制药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433127211285 彭名好 男 584 金属材料工程 永顺县第一中学
22321204711140 秦彬 男 579 知识产权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
22610805110802 邱林 女 548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西乡县第二中学
22500130156391 冉傅伊 男 588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校
22320826850327 桑志远 男 589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江苏省涟水中学
22411414151352 尚舒越 女 600 会计学 周口市太康县一高
22411721110431 邵爱军 女 58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441323104070 沈俊东 男 608 电子信息类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22320381850135 沈泳吉 男 598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新沂市第一中学
22230422050035 石守鹏 男 543 材料类 萝北县高级中学
22413101110017 水雲雲 女 585 劳动与社会保障 新蔡县明英中学
22350582110082 苏鸿棋 男 589 社会学 晋江第一中学
22320922810384 苏磊 男 597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520526150143 苏涛 男 553 医学检验技术 威宁民族中学
22341125150112 孙浪 男 595 材料类 安徽省定远中学
22422802150884 谭尧 男 581 测控技术与仪器 利川市第一中学
22500129150177 谭智玲 女 572 财政学 开州区中学
22321112710132 汤盛鹏 男 583 教育学(师范) 江苏省大港中学
22320921810074 唐将 男 590 药学 江苏省响水中学
22321322830515 唐开 男 600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沭阳如东中学
22320382852365 田晓春 男 596 生物信息学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22210782151454 佟岚馨 女 57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北镇市高级中学
22320117710104 涂群岚 女 580 新闻传播学类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2522301157207 汪波 男 587 药学 兴义市阳光书院
22422823111177 汪金嫄 女 585 新闻传播学类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22430426212109 汪晶晶 女 593 电子信息类 湖南省祁东县育贤中学
22532123150721 王加富 男 559 轻化工程 巧家县第三中学
22320324830110 王坤宇 男 594 纺织类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22642123522632 王世玲 女 491 物理学 中卫市第一中学
22350582110160 王雯静 女 594 中国语言文学类 晋江第一中学
22522727150112 王先泽 男 547 冶金工程 平塘民族中学
22320117850076 王小冉 女 6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2320723810077 王雪棉 女 590 材料类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22336401150102 王议翔 男 634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22320829850325 王雨轩 女 596 经济学 江苏省洪泽中学
22445281201125 王梓阳 女 555 知识产权 普宁市第二中学
22130523100414 魏凛然 男 584 化学类 河北内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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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0121150504 魏廷成 女 505 药学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2320924710104 吴必群 男 576 日语 江苏省射阳中学
22140822150094 吴文韬 男 560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万荣县万荣中学
22522701110633 吴显银 女 60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黔南田家炳中学
22320921810028 吴雪 男 589 冶金工程 江苏省响水中学
22341623151692 吴永国 男 610 电子信息类 利辛县第一中学
22131126102494 武梦影 女 579 建筑学 河北郑口中学
22532225153524 夏福锴 男 561 化学类 富源县第六中学
22320117810157 夏俊 男 596 测控技术与仪器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2532233153395 向春东 男 573 金属材料工程 会泽县东陆高级中学
22350982150582 肖杨 男 579 材料类 福鼎市一中
22321112710137 肖子豪 男 579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江苏省大港中学
22333208150049 谢蒙蒙 女 650 中国语言文学类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22371728100795 薛华 女 600 应用心理学 东明县第一中学
22652305150367 薛梦杰 女 457 建筑学 呼图壁县一中
22350181150755 薛雨枫 女 597 电子商务 福清一中
22320707810327 闫凯欣 女 603 口腔医学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22652301110024 严敏 女 463 历史学(师范) 奇台县一中
22622623151517 杨莉芳 女 525 化学类 宕昌县第一中学
22411615153076 杨宇济 男 603 金属材料工程 商城县观庙高级中学
22341126150375 姚海峰 男 594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安徽省凤阳中学
22321181810139 姚佳辰 男 597 机械工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22361030110289 姚凯 男 578 教育学(师范) 江西省广昌县第一中学
22150421151016 姚瑶 女 547 生物制药 天山一中
22460703106781 叶菊香 女 671 法学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22130637100433 尹佳丽 女 576 新闻传播学类 河北省博野中学
22622623111226 袁丽 女 530 新闻传播学类 宕昌县第一中学
22410319151029 原振乾 男 602 机械工程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2412401151839 詹坤 男 597 轻化工程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22511405160672 张池 女 602 应用心理学 四川省开江中学
22411615150898 张炟 男 599 数学类 河南省商城高级中学
22320322750103 张书康 男 575 俄语 江苏省沛县中学
22430622240154 张心雨 女 589 工商管理 平江县第一中学
22320382811240 张馨 女 590 建筑学 江苏省运河中学北校
22411721110168 张义晗 女 582 城市管理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22320924810154 张翊 男 601 会计学 江苏省射阳中学
22371722103180 张宇航 男 586 物理学 单县一中
22510603120453 赵杜雨 女 595 新闻传播学类 四川省江油中学
22412901155282 赵奇文 女 607 电子信息类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22320922810377 赵乔璠 女 592 医学检验技术 江苏省滨海中学
22532128150026 郑毫 男 610 电子商务 镇雄县第一中学
22350425150101 郑允卓 男 59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大田一中
22320682810694 周佳炜 男 598 放射医学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22500140113967 周钰玮 女 565 中国语言文学类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22610809150015 朱均铭 男 558 软件工程 镇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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