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编号 报考类别 姓名 报考导师
202104434 直博生 李晨 陈接胜
202103442 直博生 权卓 刘燕
202109503 直博生 刘王宇 车顺爱
202105550 直博生 叶思洋 李新昊
202103406 直博生 赵前程 涂永强
202103467 直博生 刘宸希 陈立桅
202103118 直博生 刘秉仪 樊春海
202103558 直博生 赵宇丹 任吉存
202103576 直博生 孙正阳 樊春海
202103682 直博生 钱培星 陈立桅
202113309 直博生 黄雨菲 崔勇
202105747 直博生 张洪铭 沈增明
202104182 直博生 薛鋆 涂永强
202103147 直博生 张家骏 崔勇
202103489 直博生 刘奕彤 张万斌
202113268 直博生 谢佶晟 陈立桅
202103302 直博生 匡华艺 李新昊
202103084 直博生 董博旭 钱雪峰
202103179 直博生 郝茜倩 王开学
202103888 直博生 李冠霖 张万斌
202111868 直博生 沈嫣然 陈立桅
202113468 直博生 汤雄凯 车顺爱
202109422 直博生 周俊豪 钱雪峰
202105492 直博生 李远博 车顺爱
202103510 直博生 王怡萱 任吉存
202103491 直博生 段沐林 樊春海
202113366 直博生 代睢阳 李涛
202103699 直博生 徐瑞 涂永强
202114325 直博生 张秀锋 陈接胜
202113282 直博生 吴克强 涂永强
202103436 直博生 陈相燚 张万斌
202104739 直博生 陈玲玲 陈志敏
202103218 直博生 窦宝恒 涂永强
202103220 直博生 谢文平 涂永强
202103279 直博生 楚朝阳 涂永强
202112905 直博生 刘紫燕 沈增明
202103210 直博生 白希悦 陈接胜
202104072 直博生 易峥屹 张万斌
202103649 直博生 许阳 丁奎岭
202113317 直博生 王子元 涂永强
202103303 直博生 葛瑞天 张书宇
202111842 推免硕士 岳通
202103830 推免硕士 马丹莹
202113948 推免硕士 佘俐钦
202103362 推免硕士 孙晨蕴
202113147 推免硕士 刘一鸣
202106019 推免硕士 陈薇渝
202103540 推免硕士 朱筱锴
202110092 推免硕士 周胜琦
202113756 推免硕士 宋宜珂
202103091 推免硕士 潘程里
202103144 推免硕士 朱琪琛
202103176 推免硕士 王宇

一、化学系初审通过名单

夏令营初审通过名单公示



202103832 推免硕士 唐思危
202103836 推免硕士 龚雨璇
202104232 推免硕士 刘淳皓
202106861 推免硕士 郭洪燃
202114183 推免硕士 王训辉
202106664 推免硕士 龚钰扉
202115316 推免硕士 陈季俞
202114705 推免硕士 李福臻
202104353 推免硕士 刘之昊
202103542 推免硕士 梁平
202103518 推免硕士 戚孟辉
202104293 推免硕士 林嘉羿
202103988 推免硕士 吴宁然
202113412 推免硕士 郭奕婕
202103522 推免硕士 陈茜茜
202104947 推免硕士 仲伟修
202109079 推免硕士 靳雪
202114095 推免硕士 丁诗浩
202103088 推免硕士 丘汇航
202106698 推免硕士 汪旭辰
202103556 推免硕士 王泾洋
202108777 推免硕士 苏垚屹
202103148 推免硕士 梅思捷
202112423 推免硕士 钟威
202110295 推免硕士 陈静
202107192 推免硕士 吴丹
202110958 推免硕士 戴恒毅
202103466 推免硕士 倪典
202103079 推免硕士 包涵
202106259 推免硕士 张浩文
202114838 推免硕士 贾长昊
202114191 推免硕士 徐逸菲
202114001 推免硕士 王梦欣
202111178 推免硕士 谷依萱
202103719 推免硕士 王彩璇
202103796 推免硕士 齐一丹
202104348 推免硕士 罗钦源
202105653 推免硕士 程紫婷
202108458 推免硕士 吴子豪
202114690 推免硕士 李峰宇
202111136 推免硕士 王夏杰
202105909 推免硕士 黎孟琦
202106005 推免硕士 潘逸凡
202103083 推免硕士 朱萧谕
202104163 推免硕士 李瑞莹
202105248 推免硕士 孙震

申请编号 报考类别 姓名 报考导师
202109017 直博生 卞海峰 俞炜
202106140 直博生 杨霁野 颜徐州
202103252 直博生 王卫豪 张绍东
202103753 直博生 肖天昱 冯新亮
202103943 直博生 徐海山 麦亦勇
202113815 直博生 李华晶 熊辉明
202105342 推免硕士 何恩健
202105352 推免硕士 李婉宜
202107021 推免硕士 郭晶

二、高分子系初审通过名单



202103745 推免硕士 李孟洋
202103575 推免硕士 黄娇
202103918 推免硕士 路鹏凡
202107962 推免硕士 王相宜
202108996 推免硕士 宋子言
202103711 推免硕士 张倬睿
202109249 推免硕士 潘怡
202103713 推免硕士 郑梓桐
202113132 推免硕士 龙腾宇
202103134 推免硕士 刘悦
202113810 推免硕士 赵芳媛
202107272 推免硕士 张龙龙
202111699 推免硕士 陆靖秋
202103350 推免硕士 朱本涛
202109346 推免硕士 胡博涵
202103421 推免硕士 冯娇娇
202109563 推免硕士 李凯
202103175 推免硕士 刘翔宇
202103373 推免硕士 陶思羽
202114665 推免硕士 张宗伟
202103138 推免硕士 周芝帆
202103141 推免硕士 郑雨仑
202104987 推免硕士 潘奕哲
202103158 推免硕士 葛玮
202103400 推免硕士 陈曼玉
202103640 推免硕士 章思远
202103588 推免硕士 马盼
202104520 推免硕士 曲绍磊
202108679 推免硕士 陈文文
202104227 推免硕士 吴红雨
202114688 推免硕士 吴杰义
202104156 推免硕士 孟宇寰
202104889 推免硕士 牟唯佳
202103561 推免硕士 代旺琦
202103592 推免硕士 金雪晴
202112166 推免硕士 张弘仕
202109921 推免硕士 闫雪凌
202111843 推免硕士 许迪渝
202112490 推免硕士 陈宇飞
202102903 推免硕士 杜颖
202103892 推免硕士 姚绍颀
202104682 推免硕士 陈宇
202109377 推免硕士 李雯君
202103207 推免硕士 陈玥溪
202105252 推免硕士 庄宇霄
202114243 推免硕士 丁韦坤
202114006 推免硕士 窦越
202107627 推免硕士 孟宪斌
202103678 推免硕士 牟桂芳
202110488 推免硕士 常城
202103811 推免硕士 王勐猛
202103322 推免硕士 艾玉露
202104523 推免硕士 李楚乔
202103410 推免硕士 马学宽
202104591 推免硕士 袁康瑞
202104352 推免硕士 许玉坡

三、化工系初审通过名单



申请编号 报考类别 姓名 报考导师
202109755 直博生 郑炽彬 马紫峰
202104123 直博生 刘厚燚 马紫峰
202114101 直博生 阮怡翔 罗正鸿
202114879 直博生 赵勇智 肖文德
202109595 直博生 汪郑鹏 肖文德
202104141 直博生 庞茂斌 马紫峰
202104147 直博生 金依静 罗正鸿
202104118 推免硕士 赵亦博
202104955 推免硕士 钟子豪
202104775 推免硕士 张瑜
202103143 推免硕士 陈国康
202103584 推免硕士 董翔宇
202108873 推免硕士 刘乐乐
202103969 推免硕士 王释一
202103195 推免硕士 夏顺凯
202113220 推免硕士 季锴
202103238 推免硕士 吴文萱
202104145 推免硕士 蒋智勤
202103219 推免硕士 朱晗晨
202104042 推免硕士 黄心童
202103215 推免硕士 严嘉磊
202103401 推免硕士 徐歆笛
202103957 推免硕士 李仕菊
202110800 推免硕士 沈宪琨
202109189 推免硕士 陆洋
202112712 推免硕士 李佳豪
202107220 推免硕士 邓莉凡
202105821 推免硕士 陈仪
202103665 推免硕士 戴祉巍
202103287 推免硕士 李艺贺
202101874 推免硕士 王天琪
202114676 推免硕士 束潮九
202104456 推免硕士 王祥祥
202109261 推免硕士 王晓越
202103485 推免硕士 丁茂峰
202103216 推免硕士 王雅茹
202108847 推免硕士 沈雨可
202104247 推免硕士 吴会欣
202114425 推免硕士 邱浩书
202104899 推免硕士 竺俞康
202103840 推免硕士 王少琦
202105814 推免硕士 李丽洋
202104018 推免硕士 俞彦仿

说明：1、未经过导师同意报考直博生的考生，将按照推免硕士身份参营（在
公示名单中显示为“推免硕士”）；

           2、报考推免硕士的考生，如后期联系到可以接收直博生的导师，经导
师及学院审核确认，也可再转为报考直博生；

           3、报考直博生的考生，如因导师或学院考核认为不适合拟录取为直博
生，经所报考的系所审核通过，可以转为报考推免硕士，参加所在专业推免
硕士的排序；



          4、初审通过的考生，请最晚在7月5日晚12:00之前，在报考系统中确认
是否参营，逾期未确认的，视为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