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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8413001373 郑耘昊 男 97.33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773 李庭臻 男 96.33 化学组 化学类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1320 崔钊弋 男 95.67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合肥市第六中学

191038413002593 张艺严 女 95.33 化学组 化学类 北京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191038413002261 余树茼 男 95.00 化学组 材料类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515 宋浠然 男 94.67 化学组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四川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191038413001661 林英淼 男 94.33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115 宋维浩 男 94.33 化学组 化学类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1826 苗腾元 男 94.00 化学组 材料类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252 聂文博 男 94.00 化学组 化学类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91038413002085 朱珏琦 女 93.00 化学组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浙江 浙江省苍南中学

191038413001988 杨骏弘 男 92.67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高中部

191038413000188 赖晨光 男 92.67 化学组 化学工程与工艺 广西 柳州高级中学

191038413000587 郑天恒 男 92.67 化学组 化学类 河北 衡水志臻中学

191038413000575 杨博轩 男 92.33 化学组 化学类 湖南 长郡中学

191038413002444 盛岚 女 92.33 化学组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西 江西省高安中学

191038413001839 陈祺霖 男 92.00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720 侯文星 男 92.00 化学组 化学类 湖南 株洲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1547 罗京楷 男 91.67 化学组 化学类 湖南 长沙市雅礼中学

191038413002673 刘宁 男 91.33 化学组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西 江西省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191038413001312 陈柄东 男 91.00 化学组 化学类 广西 柳州高级中学

191038413000484 邱泓森 男 90.67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苏 无锡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087 张雨豪 男 90.67 化学组 化学类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91038413001125 何雨浓 男 90.67 化学组 化学类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91038413002313 开拓 男 90.33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安徽省宣城中学

191038413000801 王程玄 男 90.33 化学组 化学类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0507 李凌海 男 90.00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740 左琨 男 89.67 化学组 建筑类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408 成南润 男 89.67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苏 江苏省启东中学

191038413001426 李满丝润 男 89.33 化学组 化学类 北京 北京市第九中学

191038413001370 林铭钰 男 89.00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1486 练鸿睿 女 88.67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509 朱穆峰 男 88.33 化学组 计算机类 安徽 安徽省宣城中学

191038413000695 舒扬 男 88.33 化学组 材料类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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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8413002508 王震 男 88.33 化学组 化学类 浙江 苍南县嘉禾中学

191038413001552 薛骑林 男 88.33 化学组 化学类 重庆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191038413001893 黄言吉 男 88.00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200 叶希伟 男 87.67 化学组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浙江 瓯海区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191038413001269 盛鑫 男 87.33 化学组 化学类 宁夏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100 左致平 男 87.00 化学组 材料类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986 张露译 男 87.00 化学组 化学类 山西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191038413000643 李骁睿 男 86.67 化学组 化学类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91038413002705 洪舒奇 男 86.00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127 高世伟 男 86.00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2135 李洲洋 男 85.67 化学组 化学类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91038413000341 周艺凌 女 85.33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246 张峰鸣 男 85.33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西 江西省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191038413002733 魏旭生 男 85.33 化学组 数学类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191038413001119 杨光跃 男 85.00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173 李天宇 男 85.00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合肥市第六中学

191038413002221 王骁翔 男 85.00 化学组 化学类 安徽 安徽省宣城中学

191038413002171 赵博轩 男 85.00 化学组 化学类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

191038413000375 王天骜 男 84.67 化学组 材料类 河北 衡水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0468 陆成 男 84.67 化学组 化学类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91038413002592 黄乐恒 男 84.33 化学组 材料类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202 段真祯 女 84.00 化学组 化学类 湖南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191038413000496 吕鸿博 男 84.00 化学组 化学类 内蒙古 包头市第九中学

191038413002470 刘特特 男 83.67 化学组 化学类 山东 临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681 林思宸 男 83.00 化学组 化学类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191038413002536 刘锦龙 男 83.00 化学组 化学类 内蒙古 包头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836 吕思源 男 83.00 化学组 化学类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2433 王彬豪 男 82.67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1819 高正韬 男 82.00 化学组 化学类 福建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337 钟铄 男 80.67 化学组 化学类 浙江 浙江省苍南中学

191038413001087 张扬 女 79.33 化学组 化学类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967 钱静芸 女 95.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安徽 合肥市第六中学

191038413002280 秦梓通 男 94.00 生物学组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228 王子涵 男 93.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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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8413002154 黄膑 男 93.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漳州立人学校

191038413000968 王华睿 男 93.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内蒙古 乌海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710 邱浩仁 男 92.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江西 南昌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1647 朱俊宇 男 92.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1491 房熙恒 男 92.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吉林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1974 罗嘉宁 女 92.33 生物学组 化学类 新疆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463 王尤婧 女 92.00 生物学组 海洋科学类 江苏 江苏省天一中学

191038413000739 吴航 男 91.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723 罗雅婧 女 90.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182 苏煜炀 男 90.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1504 袁钰婷 女 90.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吉林 长春市十一高中

191038413001709 王惠栋 男 90.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山西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191038413002050 吴淑颖 女 90.00 生物学组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福建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187 付瑞 男 90.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山西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2395 戴昀 女 89.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安徽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1980 陈梓欣 男 89.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2249 庄荣桢 男 89.33 生物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惠安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192 陈一佳 男 89.00 生物学组 人文科学试验班 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1483 付恒宇 男 88.67 生物学组 海洋科学类 内蒙古 包钢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773 牛亦飞 男 88.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91038413001671 陈凤鸣 女 88.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2425 施柏璋 男 88.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1588 李兆龙 男 87.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1653 尹沺九 女 87.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91038413002137 崔立枫 男 87.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91038413000884 周楚爵 男 86.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广西 柳州高级中学

191038413002305 郑念一 男 86.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山东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004 黄淇鑫 男 86.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750 王茗浩 男 86.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115 眭凯文 女 86.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江苏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191038413000924 黄斐桢 女 85.67 生物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莆田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668 孟原正 男 85.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91038413001322 袁仰蒸 男 85.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807 罗俊杰 男 85.00 生物学组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广西 贵港市高级中学



厦门大学2019年自主招生入选资格和入选专业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学科特长

考核成绩
考核组别 入选专业 生源省市 当前就读中学名称

191038413001538 江瑞宁 女 84.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北京 北京市十一学校

191038413001650 吴兆琦 男 84.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北京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191038413002053 王文韬 男 82.67 生物学组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山东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91038413000853 兰桑 女 80.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739 解馨迪 女 80.00 生物学组 软件工程 湖北 湖北省沙市中学

191038413002385 张宇健 男 79.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2379 石恒宇 男 79.33 生物学组 化学类 吉林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1098 刘鑫淼 女 78.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511 曾友泓 男 78.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191038413002315 张天霈 女 78.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495 董亦辰 男 76.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陕西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0702 李元辰 女 75.67 生物学组 海洋科学类 辽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91038413001195 武长简 男 72.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91038413000802 王馨毅 男 72.67 生物学组 计算机类 吉林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2532 陈燕雯 女 72.33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146 朱恒逸 男 71.67 生物学组 计算机类 河南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91038413001002 李佳康 男 71.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辽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91038413001077 王蓣棋 男 71.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内蒙古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676 王峥 女 70.00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江苏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191038413002247 徐洁芳 女 67.67 生物学组 生物科学类 福建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039 杨海涛 男 94.33 数学组 计算机类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1545 邱柏瑞 男 89.33 数学组 数学类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

191038413001011 王龙杰 男 86.67 数学组 数学类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497 罗润洲 男 86.33 数学组 计算机类 江西 江西省高安中学

191038413002437 周韦辰 男 85.33 数学组 计算机类 甘肃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762 杨文慧 女 83.00 数学组 数学类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中学

191038413001797 张浩然 男 82.00 数学组 数学类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91038413000207 贾龙松 男 81.00 数学组 数学类 山东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248 缪一舰 男 80.00 数学组 数学类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551 胡嵩涛 男 79.33 数学组 数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2331 杨佳晖 女 77.33 数学组 数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2210 王俊达 男 72.67 数学组 数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0594 范天润 男 66.67 数学组 计算机类 辽宁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191038413002376 徐艺轩 男 96.33 物理组 物理学类 湖南 湖南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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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8413001833 张天炀 男 95.00 物理组 物理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2619 何伟博 男 93.00 物理组 物理学类 内蒙古 海拉尔第二中学

191038413002075 庄少彬 男 90.33 物理组 物理学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2762 王锦超 男 86.67 物理组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福建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257 董天宇 男 85.67 物理组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191038413000344 陈振宇 男 83.33 物理组 数学类 海南 海南中学

191038413002457 夏林骁 男 75.00 物理组 物理学类 浙江 浙江省富阳中学

191038413002129 施东波 男 69.67 物理组 建筑类 福建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91038413001680 黄北辰 男 95.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191038413002539 刘睿哲 男 94.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重庆 重庆南开中学

191038413001333 方明俊 男 91.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191038413002244 薛孝璟 男 91.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贵州 盘州市第二中学

191038413000759 高逸飞 男 91.00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山西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191038413002514 周柯翰 男 90.67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浙江 余姚市姚中书院

191038413001752 陈泽毅 男 89.67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191038413001906 宣思诚 男 88.67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1038413002266 倪胤枫 男 88.33 信息学组 数学类 上海 上海市市西中学

191038413001263 王培屹 男 86.67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河南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91038413000210 王河山 男 86.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191038413000632 彭力 男 85.33 信息学组 软件工程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91038413002005 王崧乔 男 85.00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

191038413000204 郭佳睿 女 83.33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河北 衡水志臻中学

191038413002418 陈纪翔 男 82.67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191038413001384 李诺凡 男 73.00 信息学组 计算机类 福建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