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学2019年自主招生优录名单
报名号 姓名 学校 优录等级

191028408000001 倪锦涵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13 闫馨文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42 孙鸣泽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51 张浩宇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57 殷少仲 致远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60 陈弘毅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63 王成瑞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65 史丰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70 彭泽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78 上官修远 临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92 林海波 赣州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98 朱宇博 南宁市第二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99 林荣恩 厦门双十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00 尚一丁 乌海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06 石丰铭 启东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16 董晨超 唐山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19 赵嫣然 郑州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65 贾宇桐 莱芜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66 孔浩铭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78 吴镝 合肥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190 邵羽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18 宾奕颉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31 程阳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64 王运泽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82 李佳俊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92 蒲俊凯 海南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297 张睿淇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00 孙立洋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04 张海涵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06 樊喆羽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11 贾苏杨 镇江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23 李欣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28 李可晟 淮阴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35 么文韬 成都外国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37 黄芸烽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84 江豪 芜湖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393 曹逸中 芜湖市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403 陈逸轩 长春东师附中青华学校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428 邹毅豪 余江县第一中学 一本线上
191028408000071 李泽林 常州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294 周宗浩 南京市金陵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383 仇超 扬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439 孙博文 南京市金陵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449 刘梓枫 萍乡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544 王辰翰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555 许宸基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595 李勇智 宜春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611 王子奕 长郡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629 綦家成 寿光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670 由尚卓 辽宁省实验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673 周童宇 十堰市郧阳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696 马浩瑞 新海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794 郑睿哲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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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8409000803 徐熙帆 苏州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812 华云凯 天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844 丁晨 启东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921 俞霁阳 天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926 王天阳 长春市十一高中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943 周根深 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0956 石闻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006 牛拓 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009 杜昶霖 庆阳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036 谈承泰 南师大附中江宁分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058 邓淞航 南宁市第二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077 陈奕霖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35 黄新炜 福州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41 程子奇 中山纪念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45 李金泽 唐山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58 薛也亮 靖江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67 蒋晨艺 九江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170 李晴斋 邯郸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207 马潇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231 王光展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234 戴一帆 天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237 吴淑颖 厦门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248 张宇晨 湖南师大附中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325 李治平 上海中学 参考线上40分
191028409001332 娄圆成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379 卫书昊 贵阳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381 张茂梁 徐州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397 王晨恺 招远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426 魏霖生 宣城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439 李松原 东北育才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451 秦涵宇 苏州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458 周姿谕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488 赫高喆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529 曲玥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550 田靖琦 济宁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560 汪隽琪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569 欧阳博文 宜昌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575 张景桐 天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603 王罗智 天津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605 陆青阳 苏州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697 聶庆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714 赵放之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772 王川博 海南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789 陈冠羽 厦门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852 郭媛媛 郑州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1859 陈元旻 常州高级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008 张明杰 苏州中学校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010 蒋泽文 景德镇一中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187 陈龙宇 泰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197 张笑寒 河北定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250 程鹏志 扬州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256 周俊杰 合肥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191028409002284 张辉 陇南市第一中学 投档线下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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