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70209 陈明

2 *******90158 陈思越

3 *******10063 陈紫欣

4 *******30004 樊华

5 *******10115 候畦琳

6 *******60007 黄俊豪

7 *******30031 金心悦

8 *******10131 李宇航

9 *******40044 刘天艺

10 *******50048 陆歆瑶

11 *******70097 倪浩楠

12 *******40103 倪洁丽

13 *******10022 邵彤羽

14 *******60043 孙岑

15 *******20034 孙彤彤

16 *******80132 唐璐瑶

17 *******40001 汪睿琳

18 *******40040 王陈慕蓉

19 *******10003 王雯艳

20 *******10101 蔚昕彤

21 *******90206 吴家慧

22 *******50123 徐垚颖

23 *******30016 颜忻

24 *******60116 杨伊一

25 *******40028 姚若男

26 *******20093 叶金晶

27 *******60005 于菲

28 *******00076 张颖

29 *******10001 张哲涵

30 *******70097 章苏文

31 *******50113 朱天孝

32 *******30253 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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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70071 蔡圣婕

2 *******30047 曹雅茜

3 *******70075 曹亦宁

4 *******20085 陈杰婷

5 *******70076 戴智杰

6 *******10629 董嘉辉

7 *******40017 傅裕城

8 *******20064 耿张图楠

9 *******60037 龚畇禾

10 *******40144 顾亦佳

11 *******10002 何丁捷

12 *******80116 何佳桐

13 *******70030 季捷

14 *******70079 金安楷

15 *******80310 李思恒

16 *******50117 李忻然

17 *******90125 李卓澄

18 *******20298 林圣

19 *******40084 刘贝妮

20 *******10041 刘力畅

21 *******30222 刘松达

22 *******10102 陆春雅

23 *******90044 陆静姝

24 *******90148 陆思源

25 *******10118 毛一同

26 *******80059 毛屹立

27 *******80142 倪凡景

28 *******10459 倪闻凯

29 *******00072 彭博

30 *******70067 沈凡

31 *******50112 沈馨怡

32 *******40192 苏新月

33 *******70116 汤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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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34 *******10510 王坤元

35 *******30170 王立涛

36 *******20289 王璐瑶

37 *******10144 王书尧

38 *******70097 王思茗

39 *******60021 王松

40 *******40077 王懿周

41 *******50182 王羽

42 *******80181 王雨坤

43 *******60061 王哲

44 *******80406 文松浩

45 *******30108 吴昌澄

46 *******70062 夏祯

47 *******60128 徐敬

48 *******40087 许张雯

49 *******50316 薛子榆

50 *******80046 严蕴杰

51 *******70139 杨舒幸

52 *******70046 杨仪清

53 *******50024 于果

54 *******10608 余晨曦

55 *******30091 余乐

56 *******20035 郁鸣睿

57 *******70144 张昊君

58 *******10369 张鹤引

59 *******80060 张蕴豪

60 *******40159 张振颖

61 *******90067 赵金慧

62 *******70078 赵文杰

63 *******30226 赵胤

64 *******20009 周润

65 *******90049 周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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