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系代
码

总人数 一等奖 二等奖

分配名额 26 61
实评名额 26 61

序号 姓名 院系 专业名称 复试成绩 等级 备注

1 陈禹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3.0 一等 硕博贯通

2 丁昊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2.0 一等 硕博贯通

3 林云霄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2.0 一等 硕博贯通

4 王德钊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1.0 一等 硕博贯通

5 吴纯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1.0 一等 硕博贯通

6 刘畅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0.0 一等 硕博贯通

7 张弛道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0.0 一等 硕博贯通

8 徐伊凡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0.0 一等 硕博贯通

9 赵洁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8.0 一等 硕博贯通

10 王云鹏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7.0 一等 硕博贯通

11 刘永兴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5.0 一等 硕博贯通

12 刘亚楠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8.0 一等 硕博贯通

13 雷晶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4.0 一等 硕博贯通

14 尹晓宽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1.0 一等 硕博贯通

15 姜恺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7.0 一等 硕博贯通

16 邱敏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81.0 一等 硕博贯通

17 杨元婴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80.0 一等 硕博贯通

18 廖柱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78.0 一等 硕博贯通

19 喻妍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77.0 一等 硕博贯通

20 吴易浩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9.0 一等

21 王小凤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3.0 一等

22 张馨月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2.0 一等

23 姬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81.0 一等

24 李美琪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9.0 一等

25 杨鹏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9.0 一等

26 王阳阳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9.0 一等

27 李雪薇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8.0 二等

28 陆春花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8.0 二等

29 徐梦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78.0 二等

30 彭方威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78.0 二等

31 许瑾纯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6.0 二等

32 徐晨聪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76.0 二等

33 张芬萍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5.0 二等

34 周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5.0 二等

35 刘苑星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75.0 二等

36 张皖宁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75.0 二等

37 尹睿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4.0 二等

38 居辰阳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3.0 二等

39 陶冉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2.0 二等

40 武欣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2.0 二等

41 黄波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72.0 二等

42 闫永思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1.0 二等

43 陈诗依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71.0 二等

44 李成洋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70.0 二等

45 沙心易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9.0 二等

46 赵佳华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169.0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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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赵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8.0 二等

48 卞雅文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7.0 二等

49 杨石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4.0 二等

50 田少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4.0 二等

51 滕雨涵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3.0 二等

52 郭玉飞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3.0 二等

53 杨佐君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2.0 二等

54 刘团青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2.0 二等

55 侯丹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1.0 二等

56 杨毓莹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1.0 二等

57 郝宇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0.0 二等

58 谢艳玲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60.0 二等

59 邓珺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0.0 二等

60 郑书源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60.0 二等

61 练鹏飞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9.0 二等

62 周磊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9.0 二等

63 徐露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9.0 二等

64 任玉双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9.0 二等

65 雷旗开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8.0 二等

66 沈宇飞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7.0 二等

67 孙博阳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6.0 二等

68 张赛赛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5.0 二等

69 郭姣姣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5.0 二等

70 杨立群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5.0 二等

71 张泽齐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4.0 二等

72 刘博恩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4.0 二等

73 金鑫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3.0 二等

74 王家宁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2.0 二等

75 许金龙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
术

151.0 二等

76 付志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50.0 二等

77 李卓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0.0 二等

78 茆静雯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0.0 二等

79 范娴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50.0 二等

80 徐胜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48.0 二等

81 田佳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 148.0 二等

82 孙钟潍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47.0 二等

83 毛炫烨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44.0 二等

84 张轶洁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42.0 二等

85 李庆祥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29.0 二等

86 邬丰任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25.0 二等

87 康一苇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21.0 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