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朱仁博 9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侯传嘉 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件工程

季昕 89 清华大学 自动化

王明辉 87 哈尔滨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李玫 87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文祥 85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晨旭 85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解智康 84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高佳皓 95.2 北京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

陈玮乾 93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蒲果 9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徐鹏涛 86.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汪倩 84.8 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杭锦泉 84 东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雷玉泉 79.6 湖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马婧元 76.8 天津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卓佳佳 88 安徽大学 通信工程

李春昊 86.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谢承霖 86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吉祥 86 大连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陈卓雅 84.2 合肥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潘南冰 83.2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类

石迎 83 郑州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李放 8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郭明广 82.2 成都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刘晟荣 82 上海交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林鹏 82 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孙文宇 81.2 北京科技大学 自动化

丁湛钊 96.6 天津大学 软件工程

黄天波 9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软件工程

袁慧玲 95 南开大学 翻译

吴绪瑶 95 西安外国语大学 翻译

孙通成 94.8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明珂宇 92.6 北京林业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漆王宇 92.2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晴 91.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英语

李普 91.8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龚彦韬 91.6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张鑫 91.6 重庆大学 统计学

卢意 91.4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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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佳音 91 电子科技大学 翻译

曹天旸 91 东南大学 信息工程

崔睿涵 91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学

王天舒 90.8 吉林大学 英语

刘曼姝 90.6 北京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李子超 90.4 东北大学 电子商务

张子开 90.4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姜鑫 90.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淳颖 90.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赵媛 9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软件工程

吴清鑫 90 中南大学 软件工程

杨桦桉 9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软件工程

隋伟宽 90 山东大学 软件工程

冯钰捷 90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鲁力 90 兰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一萌 90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孟泽 90 山东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张曌 89.8 北京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尹心 89.8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陈夏润 89.6 湖南大学 信息安全

傅智毅 89.4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谭雨璇 89.4 四川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曲志颖 89.4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

蔡奕丰 89.2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沈心如 89 南京大学 保险学

李倩 89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统计学（金融统计与

风险管理实验班）

王福升 89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李娟 89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阮璐瑶 89 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学

严丽君 88.8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郑超凡 88.8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顾玉龙 88.6 中国人民大学 财务管理

崔航 88.4 东北林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应哲宇 88.4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赵玉媛 88.2 南昌大学 软件工程

李鸿儒 88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德峰 88 清华大学 金融学

张馨予 88 南开大学 市场营销

范友铭 88 中国人民大学 财务管理

沈鑫圆 88 东北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叶明聪 87.8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汪梦妍 87.6 四川大学 金融学

王澳博 87.6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聪 87.2 大连理工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技术



丁晗 87.2 四川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叶江月 87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类

白艳芳 87 天津大学 金融学

蒋钰钊 87 北京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戴启宇 86.8 武汉大学 能源化学工程

张国栋 86.8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裕隆 86.8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王雅迪 86.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冯添 86.6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田冉 86.6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硕华 86.4 南开大学 会计学

胡悦阳 86.4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陈凝画 86.2 北京邮电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韩博 86.2 重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瑛杨 86 兰州大学 金融学

冯茜 86 北京林业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孙璐倩 86 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学

朱诗瑶 85.8 湖南大学 金融工程

钟文瑞 85.8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胡昊宇 85.8 东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汪子喻 85.8 上海交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欢 85.6 湖南大学 统计学

任珂凝 85.4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
信息安全

任庭玉 85.2 东北大学 软件工程

岳晓琴 85 中国农业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贾檬 85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王洋洋 84.8 北京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任紫薇 84.8 湖南大学 经济统计学

陈旭东 84.6 武汉大学 信息安全

欧阳奕晖 84.6 山东大学 物流管理

李丹蕾 84.4 南开大学 金融学类

廖晓彬 84.4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斌 84 山东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航 83.6 同济大学 软件工程

裴冲 83.4 山东大学 金融数学

周昭育 83.4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杜洋 83.2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陈艺捷 83.2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邢晓旭 83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与金融实验班

赵帅 82.8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邓思平 82.6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学

许文涵 97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 代招（成像大设施）

王天宇 95 北京交通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代招（成像大设施）

魏大同 94 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代招（成像大设施）

陈冬冬 92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 代招（成像大设施）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专业型)



宋超 91 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代招（成像大设施）

王建勇 90 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代招（成像大设施）

要曙丽 89 北京林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代招（成像大设施）

杨宇婷 88 武汉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代招（成像大设施）

章嘉麟 88 中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廖远辉 87 北京交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代招（成像大设施）

孟越 85 东南大学 软件工程

吴昊 81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梁梓豪 8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类

石江城 80 北京交通大学 软件工程

王缤 80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凌哲 78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霸元婕 78 吉林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李勇博 78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祎婧 87.4 中国传媒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马雅琪 86 郑州大学 工业设计

电影 房存宝 81.4 天津大学 动画

张晓琳 86.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绘画

卜凡 85.4 中央财经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傅梦石 82.6 北京林业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软件工程(专业型)

工业设计工程

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