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学生姓名 成绩
20190101 荣子馨 及格
20190102 刘乙锐 及格
20190103 陈亚媛 及格
20190104 汪伊然 及格
20190105 赵思洋 及格
20190106 许博深 及格
20190107 白佳璐 及格
20190108 刘佳雪 及格
20190111 刘思涵 及格
20190112 钟雪枫 及格
20190114 刘恒瑞 及格
20190117 周航 及格
20190118 吴新荷 及格
20190119 刘一鸣 及格
20190120 梁祺昌 及格
20190122 李雨航 及格
20190123 肖睿锐 及格
20190125 朱宗阳 及格
20190126 张津权 及格
20190128 衡敏鑫 及格
20190129 古乾佑 及格
20190130 李丰民 及格
20190201 任丽伊 及格
20190202 任宇轩 及格
20190203 林茂涵 及格
20190204 王子坤 及格
20190205 郭姝彤 及格
20190206 安材冬 及格
20190207 张想亮 及格
20190208 冯若诗 及格
20190209 王嘉浩 及格
20190210 刘乔儒 及格
20190211 王广泽 不及格
20190212 鲍安琪 及格
20190213 李昊原 及格
20190214 李涛 不及格
20190215 王忻艺 及格
20190216 张铭宇 及格
20190219 权子竣 及格
20190220 唐玮羚 及格
20190221 伞雯 及格
20190222 古涵 及格
20190223 广睿祎 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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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4 孔界茗 及格
20190225 赵翰飞 及格
20190226 孙嘉润 及格
20190227 窦艺鑫 及格
20190228 庞迪 及格
20190229 许潭玥 及格
20190230 刘书序 及格
20190301 王腾洋 及格
20190302 张博帅 不及格
20190304 陈柘芃 及格
20190306 陈沛言 及格
20190307 臧俊博 及格
20190308 谢佩志 及格
20190310 李宏博 及格
20190312 王宏翔 及格
20190313 阳滨屿 及格
20190314 李静阳 及格
20190315 赵泓博 及格
20190316 盛磊 及格
20190317 李昭阳 及格
20190318 李睿萱 及格
20190319 付一涵 及格
20190320 许天赫 及格
20190321 王玉玺 及格
20190322 喻兴隆 及格
20190323 殷然 及格
20190324 肖天昊 及格
20190325 王奕雯 及格
20190326 高雅 及格
20190327 顾兆毅 及格
20190328 陈天骄 及格
20190329 赵峻图 及格
20190330 桑浩原 及格
20190401 李毅恒 及格
20190403 周中仪 及格
20190405 辛明戴 及格
20190406 张新嘉 及格
20190407 刘舸 及格
20190408 肖清予 及格
20190409 董泽锦 及格
20190410 张妍昕 及格
20190411 丁冠文 及格
20190413 李翀 不及格
20190414 王建博 不及格
20190415 张馨月 及格
20190416 徐庆洛 及格
20190417 赵珈宇 及格



20190418 陈思琦 及格
20190419 马恺逍 及格
20190420 张海瑞 及格
20190421 李欣阳 及格
20190422 郑长江 及格
20190424 邓一 及格
20190425 赵宏泽 及格
20190426 崔恒熙 及格
20190427 王淳金 及格
20190428 赵恒浦 及格
20190429 韩佳宏 及格
20190501 易港豪 及格
20190502 初恒宇 及格
20190503 曹曦月 及格
20190504 吴春芃 及格
20190505 梁昊扬 及格
20190506 肖同 及格
20190507 杨熠光 及格
20190508 田川 及格
20190510 张佳运 及格
20190511 曹焯楷 不及格
20190512 张欣然 及格
20190513 朱悦涵 及格
20190514 景闰元 及格
20190515 薛希子 及格
20190517 丁九木 及格
20190518 张鸿森 及格
20190519 崔力文 及格
20190520 陈思轩 及格
20190521 谭舒月 及格
20190522 杨凯元 及格
20190523 卢君则 及格
20190524 杨子龙 及格
20190525 王栩吉 及格
20190526 雷馥榕 及格
20190527 何义翔 及格
20190528 宋婉婷 及格
20190529 陈镜霖 不及格
20190601 陈思远 不及格
20190602 崔梁宁 及格
20190603 李添翼 及格
20190604 何书峥 及格
20190605 谷栋浩 及格
20190606 胡泽华 不及格
20190607 王九力 及格
20190608 赵怡婷 及格
20190610 孙斐然 及格



20190612 李晓宁 及格
20190613 高灵云 及格
20190614 李昌乐 及格
20190615 李佳轩 及格
20190616 王小珩 及格
20190617 许舒扬 及格
20190618 王思源 及格
20190621 杨泷迪 及格
20190622 王晨亮 及格
20190624 宫淏元 及格
20190627 宋昀泽 及格
20190628 徐梓策 及格
20190629 韩方泽 及格
20190630 张俊洋 及格
20190703 侯伊林 及格
20190704 肖世超 及格
20190706 王昕怡 及格
20190707 匡玥霖 及格
20190708 张程 及格
20190709 闫祥龙 及格
20190710 李帅辰 及格
20190711 侯俊臣 及格
20190712 李金鸿 及格
20190713 贾欣达 及格
20190714 常尤佳 及格
20190715 徐嘉 及格
20190716 姜奇 及格
20190717 龚洎锋 及格
20190719 宋旭凯 及格
20190720 秦棋 及格
20190721 焦麟 及格
20190722 华月盈 及格
20190723 韩沛汝 及格
20190724 徐进博 及格
20190725 焦宝澄 不及格
20190727 潘若瑶 及格
20190728 艾晓涵 及格
20190729 金生 及格
20190730 罗帅 及格
20190802 钟明汉 及格
20190803 唐泽平 不及格
20190806 张晋瑜 及格
20190807 谢天心 及格
20190808 王文杰 及格
20190809 张鑫尧 及格
20190810 冉植尹 及格
20190811 向镔育 及格



20190812 唐中石 及格
20190815 田恒瑞 及格
20190816 李润洲 不及格
20190817 王博闻 及格
20190818 王子豪 及格
20190819 施少晴 及格
20190820 董奇谋 及格
20190821 宋雨润 及格
20190823 焦文龙 及格
20190824 金灿 及格
20190825 刘睿昕 及格
20190826 戴成钰 及格
20190828 粟梓康 及格
20190829 马潇 及格
20190830 王涓欣 及格
20190901 吴颖佳 及格
20190902 贾雨宸 及格
20190903 杨东旭 及格
20190906 张玉仑 及格
20190908 于昊辰 及格
20190909 叶振宇 不及格
20190911 曹越 及格
20190912 邰慧琳 及格
20190913 程涵 及格
20190914 高景明 及格
20190916 杨戈辉 及格
20190917 李文豪 及格
20190919 王国豪 及格
20190920 邓东坡 及格
20190921 吴晓 及格
20190922 李灏楠 及格
20190923 薛家毅 及格
20190924 程圣哲 及格
20190925 邸浩达 及格
20190926 王新钰 及格
20190927 刘哲铭 及格
20190928 窦泽轩 及格
20190929 廖双巧 及格
20190930 由嘉豪 及格
20191002 赵力兴 不及格
20191003 庞隽柏 及格
20191004 杨光 及格
20191005 谢昌润 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