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省市 姓名 性别 中学名称 综合成绩 入选专业（类） 优惠政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童轶轩 男 伊宁市第三中学 81.84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北京市 强博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80.31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山西省 王含章 女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80.04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河南省 罗子昂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79.26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河南省 张亦弛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79.26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重庆市 朱文剑 男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78.34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江苏省 戴聪 男 江苏省泰兴中学 78.32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山东省 李鼐士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78.23 材料科学与工程 A档

湖北省 胡焱 男 黄冈中学 78.07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湖南省 李林远 男 长郡中学 78.07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河北省 杨志朋 男 衡水第一中学 77.34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山西省 闫昊昱 男 大同市煤矿第一中学校 76.87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江苏省 陈愉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76.80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江苏省 郑韵佳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6.40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江西省 周涵嵩 男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75.72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上海市 费嘉辰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75.25 材料科学与工程 B档

江苏省 陈逸扬 男 徐州市第一中学 75.07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重庆市 朱泓名 男 重庆南开中学 74.98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江苏省 张鑫濉 男 南京市宁海中学(高中部) 74.74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黑龙江省 刘小溪 女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74.65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湖北省 张翘楚 男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74.47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上海市 李健灏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74.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四川省 王宇婷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7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上海市 张鹏宇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3.99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上海市 黄欣怡 女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73.82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山西省 李依洋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3.76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北京市 高清原 女 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 73.72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上海市 叶枝函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73.20 材料科学与工程 C档

湖南省 杨斯淋 女 长郡中学 79.99 测绘工程 A档

辽宁省 韩田翰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79.50 测绘工程 A档

江苏省 刘逸凡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7.27 测绘工程 A档

江苏省 顾珈静 女 江苏省海门中学 74.08 测绘工程 A档

河北省 王培安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73.74 测绘工程 B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雨茗 女 南宁市第二中学 73.68 测绘工程 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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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邓澄翃 男 新余市第四中学 70.94 测绘工程 B档

黑龙江省 刘乔晖 男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70.37 测绘工程 B档

江西省 谭梓怡 女 上饶中学 69.79 测绘工程 C档

广东省 董佳昕 女 中山市第一中学 66.02 测绘工程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杜小荃 女 南宁市第二中学 65.90 测绘工程 C档

湖南省 胡一鸿 男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62.45 测绘工程 C档

上海市 季旻 男 上海市洋泾中学 58.82 测绘工程 C档

天津市 辛亚行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84.14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河南省 王彦博 男 南阳市第五中学校 84.01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江苏省 李浩文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83.32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辽宁省 常祚宁 男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82.86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安徽省 吴斐 男 安徽省宣城中学 82.66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江苏省 徐文焯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1.45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山东省 王登科 男 东营市第一中学 81.43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上海市 余哲昊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80.33 车辆工程（汽车） A档

江苏省 吴展骞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79.68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山西省 魏宇恒 男 长治市第二中学 79.55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江苏省 沈新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46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四川省 蔡博文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79.08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湖南省 章卓波 男 南县第一中学 78.90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辽宁省 杨达书 男 东北育才学校 78.50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吉林省 姜博文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44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江苏省 李坤岳 男 江苏省宿迁中学 77.88 车辆工程（汽车） B档

吉林省 徐浩泽 男 白城市第一中学 77.38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上海市 郭庭轩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77.32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江苏省 陈昱源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77.30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四川省 廖娅娴 女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76.13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福建省 宋舒昊 男 莆田第一中学 75.99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辽宁省 黄明淇 男 鞍山市第一中学 75.92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陕西省 邰浩轩 男 西安市第三中学 75.92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四川省 任虹宇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75.80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内蒙古自治区 王濡翼 男 赤峰市第二中学 75.65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安徽省 孙晗斌 男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75.56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吉林省 肖培硕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5.27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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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常富炫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75.26 车辆工程（汽车） C档

辽宁省 王涵 男 锦州市锦州中学 84.62 电子信息类 A档

云南省 陈一凡 男 云南省个旧市第一高级中学 80.93 电子信息类 A档

湖南省 余昊天 男 宜章县第一中学 80.20 电子信息类 A档

福建省 陈星熠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21 电子信息类 A档

山西省 刘润泽 男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78.02 电子信息类 A档

上海市 卫晓龙 男 上海市市南中学 77.90 电子信息类 A档

河南省 李晨曦 男 郑州市第四中学 77.71 电子信息类 B档

天津市 刘铭哲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77.32 电子信息类 B档

江苏省 王信宇 男 江苏省亭湖高级中学 76.77 电子信息类 B档

浙江省 梁伟韬 男 浙江省台州中学 75.91 电子信息类 B档

上海市 顾天尧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

校
75.82 电子信息类 B档

四川省 张凌龙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5.64 电子信息类 B档

青海省 叶昊 男 青海湟川中学 74.91 电子信息类 C档

山东省 杨晨琦 男 山东省北镇中学 74.15 电子信息类 C档

江苏省 高鹏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3.14 电子信息类 C档

上海市 许致远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73.05 电子信息类 C档

天津市 王逸超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72.80 电子信息类 C档

辽宁省 王泽政 男 东北育才学校 72.50 电子信息类 C档

四川省 张育珲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2.21 电子信息类 C档

吉林省 赵含书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41 电子信息类 C档

陕西省 董霁玮 男 宝鸡中学 80.54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江苏省 秦嘉骏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80.41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河南省 陈天宇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79.17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江苏省 王上游 男 江苏省昆山中学 79.02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安徽省 张思源 男 合肥一六八中学 78.60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上海市 王泽凯 男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8.31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辽宁省 邴煜涵 女 东北育才学校 77.03 飞行器制造工程 A档

江苏省 陆子健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6.23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山西省 韩旭焰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3.56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安徽省 刘彦淏 男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3.30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江苏省 肖刘湘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2.96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上海市 俞凡 男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72.78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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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石天泽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2.24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山东省 常代琛 男 济宁市育才中学 72.16 飞行器制造工程 B档

上海市 夏君宇 男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1.78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江苏省 张亚楠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1.75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湖南省 贺禧 男 株洲市第二中学 71.57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四川省 邓淑月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70.98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山西省 史超逸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0.66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河北省 耿雯佳 女 河北正定中学 70.42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上海市 郁家绮 女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69.50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山西省 肖书宇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69.12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上海市 李琪麒 女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68.70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上海市 万世雯 女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67.86 飞行器制造工程 C档

福建省 杨同舟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2.44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A档

天津市 张心悦 女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81.30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A档

四川省 梁耀文 男 四川省隆昌县第一中学 80.52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A档

江苏省 张翼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76.30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A档

江苏省 袁一航 男 江苏省启东中学 75.39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B档

江西省 李凌云 男 吉安市新干县新干中学 74.29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B档

河北省 马驰原 男 邯郸市第一中学 73.05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B档

四川省 聂唯 男 宜宾市李庄中学校 70.17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B档

河北省 钱润阳 男 临城县临城中学 69.10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C档

山西省 宋润栋 男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68.48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C档

上海市 赵衍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68.05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C档

上海市 沈思妍 女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64.06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C档

山西省 刘凯瑞 男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61.75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C档

黑龙江省 姜政阳 男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84.94 化学类 A档

安徽省 朱明志 男 合肥市第一中学 84.74 化学类 A档

四川省 赵政越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80.58 化学类 A档

上海市 刘文朔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紫竹校区）
79.66 化学类 A档

辽宁省 马宇譞 男 大连市第八中学 79.25 化学类 A档

河南省 杨晨霄 男 新乡市第一中学 78.89 化学类 A档

四川省 郝文钊 男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77.91 化学类 B档

江苏省 陈昊洋 男 江苏省泰州中学 77.64 化学类 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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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倪卓君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76.58 化学类 B档

河北省 姚欣培 男 唐山市第一中学 76.53 化学类 B档

湖南省 刘佳轩 男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76.06 化学类 B档

河南省 苏楷洋 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75.64 化学类 B档

上海市 沈益立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75.26 化学类 C档

湖北省 陈迪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75.19 化学类 C档

江苏省 姚舜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3.67 化学类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易俊希 男 南宁市第三中学 73.31 化学类 C档

湖南省 赵昊堃 男 长郡中学 70.78 化学类 C档

湖南省 刘轶凡 男 长沙市雅礼中学 70.48 化学类 C档

山东省 蒋燮阳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69.19 化学类 C档

四川省 万明睿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68.52 化学类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王宁欣 男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67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山西省 刘沛臻 男 晋城市第一中学校 79.2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罗菁雯 女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0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山东省 张延浩 男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77.8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山西省 孙书樵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77.6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陕西省 王子昊 男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76.3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A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胡世沛 男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4.8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上海市 张世臻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4.5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吉林省 吕柏奇 男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 74.3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山东省 吕栩杨 男 邹平县第一中学 74.2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江苏省 郁娜 女 江苏省宿迁中学 73.9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江苏省 蒋润雨 男 江苏省宜兴中学 73.2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B档

江西省 黄焕椿 女 赣州中学 73.15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安徽省 席天琦 男 合肥市第一中学 72.90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云南省 程礼棋 男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2.39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江苏省 孙凯 男 江苏省大港中学 71.7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山西省 赵昊蛟 男 清徐县徐沟中学校 71.66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安徽省 郑杨 男 合肥市第一中学 71.4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上海市 屠晟嘉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1.22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翔 男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18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C档

湖南省 邓明广 男 湖南师大附中 81.52 机械类 A档

黑龙江省 周航 男 克东县第一中学 81.24 机械类 A档

第 5 页，共 14 页



生源省市 姓名 性别 中学名称 综合成绩 入选专业（类） 优惠政策

湖南省 丁强 男 株洲市第二中学 81.03 机械类 A档

陕西省 卓博群 男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78.02 机械类 A档

江西省 陈世龙 男 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76.35 机械类 A档

甘肃省 赵衍堃 男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5.89 机械类 B档

山东省 李奇澳 男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75.64 机械类 B档

云南省 王睿扬 男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5.51 机械类 B档

河南省 单趸 男 河南省实验中学 75.47 机械类 B档

安徽省 邵良靖 男 铜陵市第一中学 75.07 机械类 B档

山东省 陈厚伶 女 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 74.53 机械类 C档

辽宁省 孙世晨 男 东北育才学校 74.14 机械类 C档

辽宁省 王靖一 女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73.18 机械类 C档

黑龙江省 张开元 男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72.95 机械类 C档

湖南省 邹川 女 长沙市雅礼中学 72.76 机械类 C档

上海市 杨正奇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2.57 机械类 C档

四川省 梁耀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83.24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云南省 李元延 男 云南省个旧市第一高级中学 82.68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重庆市 蓝天翊 男 重庆南开中学 79.74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云南省 孔祥钰 女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52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四川省 李晋欧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9.0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贵州省 高子程 男 遵义市第四中学 78.60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山东省 孙浩涵 男 淄博实验中学 76.63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四川省 童民昊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6.35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安徽省 胡千城 男 芜湖市第一中学 76.04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A档

山东省 彭坦 男 威海市第一中学 75.96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江苏省 宋子轩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75.11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四川省 朱锴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75.02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吉林省 刘洪辰 男 白城市第一中学 74.76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河北省 聂尧 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74.5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重庆市 黄子涵 女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74.52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山西省 郭宇杰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74.0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青海省 荐保龙 男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73.91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湖南省 雷达 男 湖南省永州市第一中学 73.84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B档

江西省 肖鸿禹 男 新余市第四中学 72.46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上海市 顾阳诚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72.24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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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吴江 男 江西省乐安县第一中学 70.65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河北省 武一恒 男 邢台市第一中学 70.08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吉林省 赵国宇 男 吉林省实验中学 69.70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云南省 熊韦佳 女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69.42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四川省 梁力元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69.35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吉林省 刘泽龙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68.6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上海市 英逸峰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68.18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上海市 徐泓栎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66.86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天津市 田昊雨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64.48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云南省 李舒越 女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61.39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C档

湖北省 叶茂尧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84.57 计算机类 A档

陕西省 张晨阳 男 西安市铁一中学 81.60 计算机类 A档

重庆市 牟联瑞 男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80.96 计算机类 A档

四川省 蒲俊丞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80.46 计算机类 A档

湖南省 邓杰 男 长郡中学 80.10 计算机类 A档

河南省 杨丰华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79.76 计算机类 A档

陕西省 王存正 男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79.69 计算机类 B档

浙江省 虞枫毅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79.06 计算机类 B档

黑龙江省 常云鹏 男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78.79 计算机类 B档

吉林省 刘东泽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78.70 计算机类 B档

江苏省 程子柯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8.68 计算机类 B档

上海市 姚逸然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

校
78.56 计算机类 B档

江西省 易容汐 女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78.35 计算机类 C档

江苏省 陈源 男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78.23 计算机类 C档

福建省 邱而沐 男 长乐第一中学 78.16 计算机类 C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张纪元 男 兵团二中 78.10 计算机类 C档

上海市 徐晟凯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77.90 计算机类 C档

四川省 杨钊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77.83 计算机类 C档

辽宁省 葛骐睿 男 东北育才学校 77.77 计算机类 C档

山西省 姚锐哲 男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77.22 计算机类 C档

江西省 谢昊 男 赣州中学 82.72 建筑学 A档

四川省 何遗波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80.58 建筑学 A档

江西省 石雨凌 男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79.65 建筑学 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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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徐梓禾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9.12 建筑学 A档

湖南省 戴雨欣 女 长沙市雅礼中学 77.06 建筑学 A档

北京市 王楚芊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76.84 建筑学 B档

山西省 张祎言 女 太原市第十八中学 76.74 建筑学 B档

江苏省 范晓烨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6.59 建筑学 B档

山西省 王海洋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5.87 建筑学 B档

上海市 薛文懿 女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5.74 建筑学 B档

辽宁省 尹鹏飞 男 鞍山市第一中学 75.55 建筑学 C档

江苏省 陆沁怡 女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5.42 建筑学 C档

贵州省 李均宜 女 贵阳市第一中学 74.70 建筑学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钟政佳 男 南宁市第三中学 73.74 建筑学 C档

安徽省 孙程恳 男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73.69 建筑学 C档

陕西省 郑奕杨 男 西安市铁一中学 73.12 建筑学 C档

湖北省 苏峻铭 男 宜昌市第一中学 82.43 交通运输类 A档

湖北省 刘泽宇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81.94 交通运输类 A档

福建省 谢亦凡 男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81.45 交通运输类 A档

北京市 谢兆洵 男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79.03 交通运输类 A档

吉林省 王赫男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55 交通运输类 A档

浙江省 计满意 女 湖州市第二中学 78.05 交通运输类 A档

浙江省 郑雪丽 女 湖州市第二中学 77.54 交通运输类 A档

湖南省 张鼎 男 株洲市第二中学 77.19 交通运输类 A档

吉林省 刘昊雨 男 吉林油田高级中学 76.04 交通运输类 B档

四川省 谈洪呈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75.47 交通运输类 B档

黑龙江省 张圆悦 女 尚志市尚志中学 75.41 交通运输类 B档

浙江省 汪诗雨 女 湖州市第二中学 74.74 交通运输类 B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景佳睿 男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74.64 交通运输类 B档

江苏省 周思涵 女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3.36 交通运输类 B档

湖南省 夏源 女 沅江市第一中学 72.90 交通运输类 B档

江苏省 卫致远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72.50 交通运输类 B档

安徽省 黄一芃 女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2.44 交通运输类 C档

浙江省 王尧 男 湖州市第二中学 72.16 交通运输类 C档

北京市 徐思涵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71.90 交通运输类 C档

湖北省 杨骏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1.88 交通运输类 C档

上海市 廖宜珺 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71.79 交通运输类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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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谢佩霖 女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71.51 交通运输类 C档

吉林省 朱碧涵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33 交通运输类 C档

重庆市 袁瑞 女 重庆市合川中学 71.29 交通运输类 C档

吉林省 赵凯雍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19 交通运输类 C档

北京市 王思哲 男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70.30 交通运输类 C档

山东省 焦晨泰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80.83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安徽省 李振宇 男 合肥市第一中学 79.9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山西省 张劲东 男 太原市尖草坪区第一中学校 79.52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山西省 潘子鹏 男 山西省实验中学 77.27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上海市 胡舍言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76.5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四川省 张静渊 男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76.1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山东省 李左 男 诸城繁华中学 75.19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A档

上海市 王佳琪 女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74.56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高晨阳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3.93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刘禹廷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3.2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翁宇昂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3.17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冷涛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2.5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徐亦航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72.54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江西省 黄祖伟 男 赣州中学 72.41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B档

上海市 郭文宇 男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1.13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浙江省 滕嘉嘉 女 永嘉中学 71.09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陕西省 高小宝 男 西安市铁一中学 70.95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四川省 张偌涵 女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70.35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上海市 郁添 女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68.76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贵州省 胡飘 女 贵州省织金县第二中学 67.56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上海市 王逸卿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67.46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福建省 王润泽 男 福建省福州第八中学 67.42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上海市 周灏文 男 上海市奉贤中学 67.07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四川省 陈子越 女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66.96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C档

安徽省 彭驿航 男 合肥一六八中学 85.66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湖北省 秦嗣量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85.58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山西省 张晋华 女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83.73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上海市 施逸帆 女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紫竹校区）
82.45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湖南省 杨渊丞 男 湖南师大附中 81.57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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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陈思源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81.29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湖南省 周权 男 长沙市明德中学 80.58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A档

江苏省 潘俊生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79.45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湖南省 周泽淳 男 湖南师大附中 79.42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山东省 常圣杰 男 寿光现代中学 78.89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江苏省 万芊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78.77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江苏省 王劲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8.67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重庆市 曹智治 男 重庆南开中学 77.85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吴大新 男 兵团二中 77.07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B档

山东省 刘纪龙 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77.03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重庆市 黎栩潼 男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76.59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河北省 崔立身 男 衡水第一中学 76.31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北京市 张馨元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76.01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陕西省 吴易沐 男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75.91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安徽省 蒲明昱 女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75.56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山东省 许珂 女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75.28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江苏省 戴筠卜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5.22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江苏省 尤润泽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4.80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河北省 句龙 男 衡水志臻中学 74.74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C档

浙江省 金千然 女 永嘉中学 85.10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山东省 于靖仪 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84.81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四川省 郭津汝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83.80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浙江省 陈含章 女 乐清市嘉禾中学 83.76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上海市 黄彦宁 女 上海市崇明中学 82.30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上海市 宋佳音 女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 81.83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上海市 陈盈颖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

语学校
81.54 人文科学试验班 A档

江苏省 欧玥 女 江苏省盱眙中学 81.46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山东省 曲成韵 女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81.06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浙江省 周千沁 女 宁波市效实中学 80.30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上海市 瞿琦 女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79.99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山东省 孟冰凝 女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38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江苏省 孙洁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8.33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浙江省 戴彬媛 女 永嘉中学 78.12 人文科学试验班 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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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刘洪 男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77.78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江苏省 黄佳蔚 女 江苏省泰兴中学 77.41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浙江省 胡路乔 女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7.13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上海市 王珏 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76.91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辽宁省 于凯睿 女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76.81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河南省 徐尘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75.78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重庆市 代盟月 女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75.70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四川省 李舒童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75.32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河南省 李沛阳 男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74.46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浙江省 陈羽凡 女 乐清市嘉禾中学 74.32 人文科学试验班 C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李子滨 男 桂林市桂林中学 87.09 生物科学类 A档

安徽省 张皖豫 男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85.77 生物科学类 A档

河北省 陈锴 男 衡水第一中学 85.11 生物科学类 A档

陕西省 陈昭睿 男 宝鸡中学 84.60 生物科学类 A档

辽宁省 郑睿娜 女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84.00 生物科学类 A档

河南省 李高宇 男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3.49 生物科学类 A档

江西省 汪峻 男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82.11 生物科学类 A档

贵州省 李思远 男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80.91 生物科学类 B档

辽宁省 陈珑 女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80.44 生物科学类 B档

山东省 伏嘉润 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79.92 生物科学类 B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刘冰 男 兵团二中 79.78 生物科学类 B档

河北省 王皓存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79.76 生物科学类 B档

河南省 李松洋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78.89 生物科学类 B档

上海市 杨逸 男 上海市金山中学 77.54 生物科学类 B档

上海市 王颖琦 女 上海市市西中学 77.03 生物科学类 C档

甘肃省 潘泽华 男 天水市第一中学 76.79 生物科学类 C档

安徽省 王晗 男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74.78 生物科学类 C档

河南省 陈晓阳 女 郑州外国语学校 74.67 生物科学类 C档

安徽省 李晴 女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73.88 生物科学类 C档

河北省 王浩东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72.75 生物科学类 C档

云南省 桂子昌 男 玉溪第一中学 72.60 生物科学类 C档

四川省 黄河阳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72.40 生物科学类 C档

上海市 王亦乐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71.95 生物科学类 C档

辽宁省 邓舒方 女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50 生物科学类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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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施天浩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84.63 数学类 A档

湖北省 王心睿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82.53 数学类 A档

四川省 黄思成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82.09 数学类 A档

江苏省 徐思聪 女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9.87 数学类 A档

北京市 郑春筱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79.55 数学类 A档

山东省 单不争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78.48 数学类 B档

河南省 李子豪 男 河南省实验中学 78.47 数学类 B档

江西省 裴磊 男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76.93 数学类 B档

辽宁省 刘家良 男 东北育才学校 75.53 数学类 B档

江西省 李浩龙 男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75.38 数学类 B档

四川省 张延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74.88 数学类 C档

青海省 王瑞博 男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4.79 数学类 C档

重庆市 阳巧凤 女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74.51 数学类 C档

浙江省 沈雨萱 女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74.24 数学类 C档

江苏省 蒋南邑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3.85 数学类 C档

福建省 林冕 男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72.92 数学类 C档

江苏省 顾丰铭 男 江苏省启东中学 86.54 土木工程 A档

山西省 高思齐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83.95 土木工程 A档

江苏省 戴子钧 男 海门市证大中学 82.12 土木工程 A档

四川省 童上航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81.42 土木工程 A档

山西省 刘书曼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81.10 土木工程 A档

北京市 罗歆兰 女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80.15 土木工程 A档

山东省 宋晨昊 男 东营市第一中学 79.40 土木工程 A档

山东省 白皓 男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

区）
78.59 土木工程 A档

江苏省 施欣汝 女 江苏省海门中学 77.79 土木工程 A档

上海市 程鑫琰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77.75 土木工程 A档

浙江省 金乐文 女 浙江省富阳中学 77.46 土木工程 A档

山东省 李根 男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77.31 土木工程 B档

黑龙江省 房大力 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6.74 土木工程 B档

江苏省 杨善越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6.04 土木工程 B档

福建省 董品君 男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75.43 土木工程 B档

浙江省 杨逸 女 浙江省富阳中学 75.38 土木工程 B档

山西省 白宇恒 男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5.36 土木工程 B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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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李泠慧 女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75.19 土木工程 B档

山西省 刘佳璇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5.19 土木工程 B档

福建省 林立 男 莆田第一中学 74.95 土木工程 B档

北京市 宁崇博 女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74.94 土木工程 B档

上海市 崔啸松 男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74.72 土木工程 B档

安徽省 袁超毅 男 芜湖市第一中学 74.66 土木工程 C档

河南省 郭翔捷 男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4.49 土木工程 C档

山东省 郑昕 男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73.48 土木工程 C档

江苏省 高胜寒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3.20 土木工程 C档

江苏省 邓楷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3.15 土木工程 C档

江苏省 王峦 男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2.89 土木工程 C档

山西省 黄辰菲 女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72.85 土木工程 C档

江苏省 杨奇钢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72.05 土木工程 C档

海南省 杨云飞 男 海南华侨中学 71.88 土木工程 C档

河南省 赵家鸿 男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73 土木工程 C档

青海省 马辰祺 女 青海湟川中学 71.61 土木工程 C档

黑龙江省 田文婧 女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71.24 土木工程 C档

上海市 徐晨玮 男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70.72 土木工程 C档

安徽省 张启璇 女 安徽省滁州中学 70.71 土木工程 C档

陕西省 焦可辰 男 西安市铁一中学 86.65 物理学类 A档

上海市 李子余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84.85 物理学类 A档

江苏省 陈易凡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83.86 物理学类 A档

浙江省 赵语晨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80.71 物理学类 A档

重庆市 杨烜 男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79.77 物理学类 A档

湖北省 童沌洲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78.67 物理学类 A档

江西省 刘子涵 男 贵溪市第一中学 78.65 物理学类 B档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陶伟业 男 南宁市第二中学 78.05 物理学类 B档

黑龙江省 吴佳桐 男 大庆市实验中学 77.37 物理学类 B档

陕西省 任思远 男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77.05 物理学类 B档

黑龙江省 马贺雨 男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76.90 物理学类 B档

江苏省 黄友韬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6.63 物理学类 B档

河南省 熊威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75.93 物理学类 C档

四川省 粟栗 男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75.84 物理学类 C档

四川省 黎晏源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74.82 物理学类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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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刘博文 男 枣庄市第三中学 74.10 物理学类 C档

上海市 瞿子轩 男 上海市进才中学 73.68 物理学类 C档

江苏省 陆斯文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3.56 物理学类 C档

四川省 闵玥洋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73.53 物理学类 C档

江苏省 张煜衡 男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72.35 物理学类 C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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