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学生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专业 备注 

1 12 应用化学 曹志成 男 浙江工业大学 应用化学 工科 

2 12 应用化学 晁凌锋 男 南京工业大学 有机化学   

3 12 应用化学 杜容容 女 华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工科 

4 12 应用化学 樊淼 女 河北大学 无机化学   

5 12 应用化学 郭小颖 女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 211 

6 12 应用化学 郭新新 女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无机化学 211 

7 12 应用化学 韩旭 男 辽宁石油大学 无机化学   

8 12 应用化学 巨鹏瑶 男 吉林大学 有机化学 985/211 

9 12 应用化学 郎艳敏 女 天津大学 量子化学 985/211 

10 12 应用化学 李文强 男 湖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211 

11 12 应用化学 李晓敏 女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 工/211 

12 12 应用化学 李艳姿 女 吉林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985/211 

13 12 应用化学 李珍珍 女 西南大学 有机化学 211 

14 12 应用化学 李智超 女 西北师范大学 化学工程 工科 

15 12 应用化学 李壮 男 大连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工科 

16 12 应用化学 牛艺洁 女 南京工业大学 分析化学   

17 12 应用化学 乔玉辉 男 中科院成都有机研究所 有机化学 研究所 

18 12 应用化学 秦少伟 男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211 

19 12 应用化学 邱亚茹 女 东北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211 

20 12 应用化学 任亚峰 男 贵州大学 农药学 211 

21 12 应用化学 孙秋阳 男 扬州大学 无机化学   

22 12 应用化学 田明 女 武汉大学 物理化学 985/211 

23 12 应用化学 田雪蕊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24 12 应用化学 未英英 女 东南大学 分析化学 985/211 

25 12 应用化学 魏赛赛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分析化学 985/211 

26 12 应用化学 赵安康 女 河北大学 物理化学   

27 12 应用化学 张悦 女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28 12 应用化学 赵贵 男 南京工业大学 物理化学   

29 12 应用化学 赵晓 女 湖南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211 

30 12 材料化学 陈志 男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化学 工科 

31 12 材料化学 于朋 男 北京科技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 工 

32 12 材料化学 李娇娇 女  北京工业大学 物理化学 211 

33 12 材料化学 张浩 男 南京工业大学 无机化学   

34 12 材料化学 张建成 男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 工 

35 12 材料化学 邢让 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分子化学 研究所 工 

36 12 材料化学 刘祎晨 女  北京科技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 工 

37 12 材料化学 王娜娜 女  陕西科技大学 有机化学   

38 12 材料化学 王飒 女  湘潭大学 有机化学   

39 12 材料化学 王淑丽 女  吉林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985 

40 12 材料化学 王书肖 女  苏州大学 有机化学 211 

41 12 材料化学 吴丹 女  北京科技大学 物理化学 211 

42 12 材料化学 秦艳岩 女  北京科技大学 物理化学 211 



43 12 材料化学 肖剑 男 天津大学 有机化学 211/985 

44 12 材料化学 陈一帆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985 

45 12 材料化学 酒青青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分子化学 211/985 

46 12 级化学 鲍红洁 女 东北大学 物理化学 985/211 

47 12 级化学 赵菲菲 女 山东大学 物理化学 985/211 

48 12 级化学 周智慧 女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49 12 级化学 康丽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50 12 级化学 胡亚晓 女 天津师范大学 有机化学   

51 12 级化学 赵丽 女 首都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52 12 级化学 李媛媛 女 湖南科技大学 有机化学   

53 12 级化学 侯金鑫 女 河北大学 有机化学   

54 12 级化学 苗笑 女 北京科技大学 功能无机纳米材料 211 

55 12 级化学 宋艺芳 女 河北大学 高分子化学   

56 12 级化学 邢艺博 女 东南大学 分析化学 985 

57 12 级化学 张炜婧 女 西南大学 有机化学 211 

58 12 级化学 贺静静 女 吉林大学 无机制备与合成 985/211 

59 12 级化学 石香香 女 吉林大学 无机制备与合成 985/211 

60 12 级化学 李悦 女 吉林大学 分析化学 985/211 

61 12 级化学 王金风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62 12 级化学 张可欣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   

63 12 级化学 王路岳 女 东北大学 无机化学 985/211 

64 12 级化学 王雪娅 女 北京科技大学 无机化学 211 

65 12 级化学 邬林洋 男 武汉大学 化学工程 985/211 

66 12 级化学 徐妍 女 东北大学 物理化学 985/211 

67 12 级化学 薛亚男 女 北京科技大学 无机化学 211 

68 12 级化学 张云芮 女 河北大学 物理化学   

69 12 级化学 冉燕 女 湖北大学 化学工程   

70 12 级化学 刘露 女 河北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71 12 级化学 卞秋筱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72 12 级化学 曹晶晶 女 天津大学 物理化学 985/211 

73 12 级化学 陈婵 女 西华师范大学 学科化学   

74 12 级化学 李瑶 女 河北大学 物理化学   

75 12 级化学 彭薇薇 女 湖北大学 化学工程   

76 12 级化学 闫萍 女 南京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 211 

77 12 级化学 于晓宇 女 天津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78 12 级化学 祝爽 女 天津师范大学 物理化学   

79 12 级化学 马聪聪 女 曲阜师范大学 成人教育   

80 12 级化学 宋园园 女 河北师范大学 有机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