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考核方式 成绩 拟录取学院名称

104890120220010 原堃 申请-考核 89.6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12 叶泛 硕博连读 93.59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25 周东魁 硕博连读 88.39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09 蒲磊 硕博连读 87.2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18 王智慧 申请-考核 77.6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23 王茜 硕博连读 84.9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30 孙文铁 申请-考核 78.0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55 李思辰 申请-考核 80.6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67 汪瀛 申请-考核 81.3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81 潘元 申请-考核 81.9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95 续化蕾 申请-考核 79.3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59 杨龙 申请-考核 79.8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86 湛文涛 申请-考核 83.9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90 伊明 申请-考核 82.90 石油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35 李兆平 硕博连读 89.57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098 高齐明 公开招考 80.75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139 鄢文君 申请-考核 75.54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151 张浩 申请-考核 64.18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163 余俊虎 申请-考核 65.14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176 董文波 公开招考 80.13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179 吴玉燕 硕博连读 82.50 地球物理与石油资源学院

104890120220027 文继祖 申请-考核 84.3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049 张斗中 申请-考核 85.7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054 王杨君 申请-考核 83.8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066 吴琼 申请-考核 89.4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069 杨浩然 硕博连读 85.1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03 王涛 申请-考核 81.7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17 郭笑 申请-考核 81.6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24 张祥辉 申请-考核 84.2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41 胡张明 公开招考 92.18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46 黄鑫 申请-考核 81.24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47 魏薇 公开招考 89.01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65 谢睿 申请-考核 83.30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69 付炜 公开招考 85.82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189 徐岭灵 公开招考 88.71 地球科学学院

104890120220057 严刚 申请-考核 86.73 资源与环境学院

104890120220101 张文俊 申请-考核 81.46 资源与环境学院

104890120220167 陈腾飞 申请-考核 73.90 资源与环境学院

104890120220063 洪腾蛟 申请-考核 83.35 机械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74 黄剑 申请-考核 87.15 机械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86 王力 硕博连读 87.55 机械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160 王兆坤 申请-考核 82.70 机械工程学院

104890120220016 甘志强 申请-考核 93.35 电子信息学院

104890120220065 张凯凯 申请-考核 71.80 电子信息学院

104890120220099 余泽禹 申请-考核 69.15 电子信息学院

104890120220001 贺心茹 申请-考核 67.38 园艺园林学院



104890120220038 周仙 硕博连读 70.37 园艺园林学院

104890120220050 章攀 申请-考核 59.05 园艺园林学院

104890120220007 杨蕊 申请-考核 70.73 农学院

104890120220021 危学高 硕博连读 76.99 农学院

104890120220037 郑郧 申请-考核 80.01 农学院

104890120220039 姜硕琛 申请-考核 68.80 农学院

104890120220042 胡媛 硕博连读 72.26 农学院

104890120220043 王崇 申请-考核 68.14 农学院

104890120220044 江健伟 硕博连读 76.64 农学院

104890120220045 蒋伟 硕博连读 71.83 农学院

104890120220056 徐华山 公开招考 88.91 农学院

104890120220073 童涛 申请-考核 72.18 农学院

104890120220111 刘安邦 申请-考核 80.88 农学院

104890120220119 聂晓 公开招考 85.63 农学院

104890120220137 陈雪阳 申请-考核 63.63 农学院

104890120220152 孙殿钢 申请-考核 63.33 农学院

104890120220168 胡慧 申请-考核 67.16 农学院

104890120220178 刘悦 公开招考 89.40 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