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备注

黄友上 94.2 北京大学

付烨齐 92.2 北京邮电大学

肖品彤 91.8 厦门大学

聂振源 91.8 北京大学

郑辉煌 91.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季陆炀 91.4 北京大学

廖福源 91.2 北京大学

高子尧 9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谢逸冰 91 宁夏大学

黄月天 90.8 电子科技大学

张芊 90.6 天津大学

李书承 90.6 北京大学

汪斯纯 90.6 北京理工大学

时林 90.6 湖南大学

张迩瀚 90.6 吉林大学

李宏岩 90.4 清华大学

杨智昊 90.2 华中农业大学

陈雨航 90.2 北京大学

程宇锋 90.2 北京大学

李智超 90 北京大学

王晗 90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董子宁 90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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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宁 89.8 北京大学

赵浩天 89.8 大连理工大学

郭子瑜 89.6 北京大学

范文骞 89.6 武汉大学

郭文琛 89.6 中国传媒大学

朱一帆 89.6 大连理工大学

刘鑫祺 89.4 天津大学

朱炎 89.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宇轩 89.4 大连理工大学

魏莹 89.2 北京大学

刘兆辉 89.2 北京大学

余卓 89.2 北京大学

王惠宁 89.2 吉林大学

刘明皓 8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杜惟康 89 北京大学

王思宁 89 北京大学

蔡莹莹 89 中央民族大学

司书正 89 云南大学

蒋隽 89 湖南大学

李骁原 89 天津工业大学

焦贤锋 8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蓉 89 电子科技大学

王菁妍 89 南京大学

郭昊南 88.8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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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宇 88.8 北京大学

王焱 88.6 北京大学

邵璟之 88.6 清华大学

吴林瀚 88.4 湖南大学

马康丽 88.4 东北大学

李柔萱 88.2 大连理工大学

杨辰涛 88.2 北京工业大学

邹晨彬 88.2 北京大学

徐天凡 88.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车锦铭 88.2 宁波大学

徐子涵 88.2 北京大学

吴裕铖 88 北京大学

颜超 88 中南大学

刘子明 87.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冯惠 87.6 同济大学

徐德轩 87.6 北京理工大学

王睿鑫 87.6 上海财经大学

王德君 87.4 东北大学

刘德远 87.4 中南大学

陈唯 87.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侯慧婷 87.4 东北大学

王雯琦 87.4 北京大学

沈逸飞 87.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陈柏何 87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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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阳 87 天津大学

赵园 87 北京工业大学

张情 86.8 上海财经大学

符一鸣 86.8 上海大学

陈云 86.8 北京大学

谢璐忆 86.8 海南大学

刘冰玉 86.8 西北工业大学

尚敬捷 86.8 大连理工大学

阳家勋 86.6 南昌大学

隋雨庭 86.6 北京邮电大学

韩怡鸣 86.6 厦门大学

何小兰 86.6 浙江大学

陈禹锡 86.4 清华大学

胡龙威 86.2 北京邮电大学

石唯妍 86.2 北京理工大学

韩亚萍 86.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王淳铮 86.2 北京邮电大学

李晨昱 86.2 浙江大学

贾雨涵 86 厦门大学

付天豪 86 山西大学

田宏利 86 北京邮电大学

张怡昕 85.8 中山大学

操懿 85.8 中国人民大学

许浩然 85.6 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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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坤钰 85.6 太原理工大学

王晓东 85.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李明锴 85.6 清华大学

陈曦 85.4 电子科技大学

赵永健 85.4 中南大学

马新亭 85.4 清华大学

马敏 85.4 南开大学

汪雨佳 85.4 中央财经大学

言晨怡 85.2 天津大学

姜成烨 85.2 北京大学

李昊冉 85.2 西安交通大学

曹静 85.2 东南大学

张入文 85 北京大学

聂江龙 85 中央民族大学

胡成成 85 北京科技大学

阮诗赟 85 浙江大学

姜博瀚 85 四川大学

张佳 84.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崔立昊 84.6 中国农业大学

李逸群 84.6 厦门大学

殷晗晖 84.6 武汉理工大学

夏潇 84.6 北京交通大学

张西涵 84.4 吉林大学

王璐荧 84.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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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霏 84.2 北京化工大学

张煊怡 84 电子科技大学

徐福佳 84 北京师范大学

徐伟辰 83.8 山东大学

张婉莹 83.8 大连理工大学

王尧 83.4 华南理工大学

丁亚伟 83.2 山东大学

陈珏 83 中国农业大学

王楠舒 8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楼锦程 83 东北大学

方瑶 82.6 中国农业大学

刘珂 82.4 兰州大学

王泽坤 82.4 上海交通大学

张欣蕊 82.4 南开大学

赵心毓 82.4 华中科技大学

孟子杰 82 中国矿业大学

张妍 82 北京邮电大学

黄金枝 81.4 华中科技大学

李林禹 81.2 厦门大学

田睿智 81 合肥工业大学

朱妍 79.6 中南大学

钱煜 79.4 中国农业大学

马建露 78.4 太原理工大学

林玮悦 78.4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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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睿韬 78.2 电子科技大学

王俊杰 76.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沈梦岚 76.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瑞旭 76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睿 75.8 清华大学

毋忧 75.6 西南财经大学

张梦桥 75.4 北京交通大学

李壮 74.6 海南大学

王政丹 88.4 电子科技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王舒羽 87.7 南方科技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龙昊辰 87.4 安徽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向广宇 87.3 电子科技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潘铭杰 86.6 电子科技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崔天瑞 84.6 电子科技大学 成像大设施代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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