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冶金学院夏令营成绩
姓名 报考专业 考核成绩 考核结果
刘思洋 冶金工程 93.66 享受政策
吴宇航 冶金工程 93.36 享受政策
李世昌 冶金工程 92.38 享受政策
彭静 冶金工程 91.87 享受政策
王旭 冶金工程 91.16 享受政策
戈成祥 冶金工程 90.94 享受政策
邓世杰 冶金工程 89.91 享受政策
刘盈杰 冶金工程 89.90 享受政策
李青坡 冶金工程 89.40 享受政策
胡锦榛 冶金工程 89.30 享受政策
王海建 冶金工程 88.93 享受政策
付昱杰 冶金工程 88.48 享受政策
王新蕊 冶金工程 88.32 享受政策
林民希 冶金工程 88.28 享受政策
刘玉洋 冶金工程 87.92 享受政策
谭雅婕 冶金工程 87.91 享受政策
李艳华 冶金工程 87.88 享受政策
李正涛 冶金工程 87.88 享受政策
李晶 冶金工程 87.81 享受政策
蒋成钢 冶金工程 87.42 享受政策
李婷婷 冶金工程 87.22 享受政策
王宇 冶金工程 87.15 享受政策
王湘楠 冶金工程 87.09 享受政策
刘琳 冶金工程 87.08 享受政策
张冰 冶金工程 86.90 享受政策
章莲玉 冶金工程 86.80 享受政策
邹明君 冶金工程 86.80 享受政策
薛正铎 冶金工程 86.75 享受政策
司圣和 冶金工程 86.73 享受政策
周新月 冶金工程 86.60 享受政策
杨志博 冶金工程 86.50 享受政策
周志虹 冶金工程 86.41 享受政策
谢渝 冶金工程 86.35 享受政策
杨新宇 冶金工程 86.30 享受政策
任可飘 冶金工程 86.14 享受政策
张开翼 冶金工程 86.11 享受政策
郑钰洁 冶金工程 86.01 享受政策
李岩松 冶金工程 85.43 享受政策
张浩 冶金工程 85.31 享受政策
李帅鹏 冶金工程 85.23 享受政策
高宇 冶金工程 85.19 享受政策
夏鹏程 冶金工程 85.15 享受政策
黄钰尧 冶金工程 85.03 享受政策
郭佳伟 冶金工程 84.58 享受政策
渠晋栋 冶金工程 84.56 享受政策



吕凯凯 冶金工程 84.17 享受政策
袁俊豪 冶金工程 84.12 享受政策
张元坤 冶金工程 83.85 享受政策
王鑫伟 冶金工程 83.40 享受政策
于淼 冶金工程 83.33 享受政策
刘宏强 冶金工程 83.30 享受政策
张晓楠 冶金工程 82.86 享受政策
李镇宇 冶金工程 82.50 享受政策
王佳寅 冶金工程 82.17 享受政策
徐强 冶金工程 81.94 享受政策
梁羽 冶金工程 81.70 享受政策
刘红斌 冶金工程 81.70 享受政策
李元杰 冶金工程 81.11 享受政策
杨欣航 冶金工程 80.94 享受政策
谭帅 冶金工程 80.74 
陈学贵 冶金工程 80.68 
耿彬 冶金工程 80.47 
陈慨 冶金工程 80.06 
史祎涵 冶金工程 79.62 
刘炆佰 冶金工程 78.63 
解明明 冶金工程 78.28 
李健 冶金工程 76.89 
吴雨航 冶金工程 76.73 
李秉轩 环境科学与工程 88.80 享受政策
商佳琪 环境科学与工程 88.20 享受政策
徐富凯 环境科学与工程 85.80 享受政策
张倩 环境科学与工程 85.60 享受政策
张慧 环境科学与工程 85.60 享受政策
马嘉蔚 环境科学与工程 85.20 享受政策
唐鹏宇 环境科学与工程 84.20 享受政策
卫博豪 环境科学与工程 82.40 享受政策
李彦泽 环境科学与工程 82.20 
曹晓蒙 化学工程与技术 86.41 享受政策
秦德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9.70 享受政策
谭思哲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8.10 享受政策
杨佳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7.77 享受政策
赵了然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7.56 享受政策
吴凡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7.36 享受政策
伊然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7.16 享受政策
刘吉安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7.09 享受政策
吴问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6.35 享受政策
龙思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6.29 享受政策
苑清扬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6.14 享受政策
冯广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6.12 享受政策
乔世轩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6.09 享受政策
葛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5.92 享受政策
苟伟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5.92 享受政策



何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5.53 享受政策
李蜜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5.33 享受政策
乔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5.29 享受政策
聂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88 享受政策
任廷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88 享受政策
魏安然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72 享受政策
付泉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54 享受政策
李鹏举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54 享受政策
陈帅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35 享受政策
宫佳睿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4.15 享受政策
王环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91 享受政策
马少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88 享受政策
孙肇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68 享受政策
王兴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31 享受政策
赵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31 享受政策
侯云逸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3.17 享受政策
柏方超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97 享受政策
高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97 享受政策
袁宝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90 享受政策
吕珊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88 享受政策
汉阳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77 享受政策
刘海玮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77 享受政策
陈宝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58 享受政策
李定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58 享受政策
刘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28 享受政策
季玉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18 享受政策
王赛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2.09 享受政策
徐子轩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68 享受政策
梁思维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59 享受政策
邱梦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47 享受政策
尚飚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47 享受政策
袁政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28 享受政策
王睿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1.08 享受政策
刘健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0.87 享受政策
郄文琪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0.87 享受政策
魏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0.47 
刘济铭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80.07 
王迪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79.87 
王广萍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79.25 
宋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78.86 

阿那斯·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78.65 
武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7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