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硕士学位单位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报考类别 备注

1 1029999409 殷涛 江苏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 1029999392 冉彤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3 1029999406 黄则栋 扬州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4 1029999386 马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定向

5 1029999414 周赫赫 安徽理工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6 1029999471 张憬 江苏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

7 1029999456 王旭飞 新疆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定向

8 1029999452 孙红艳 中原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

9 1029999904 刘强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0 1029999864 王一皓 大连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1 1029999763 曹世楠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2 1029999477 张大伟 山东科技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3 1029999529 徐朋 山东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4 1029999776 纪飞飞 江苏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定向

15 1029999883 赵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定向

16 1029999636 赵坚 浙江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定向

17 1029999988 谢丰 江苏科技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8 1029999347 忽小宇 常州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19 1029999569 何玉洋 江苏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0 1029999515 宋威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1 1029999463 赵俊丽 江苏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定向

22 1029999419 张腾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3 1029999789 朱行飞 安徽工程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4 1029999274 高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5 1029999333 黄婷 江苏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6 1029999261 袁俊杰 广西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7 1029999234 季佳佳 南京工业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

28 1029999580 王建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应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29 1029999337 刘理民 山东农业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0 1029999455 杜晓雪 内蒙古农业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1 1029999968 赵晓伟 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

32 1029999862 易银辉 湖南师范大学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定向

33 1029999758 刘宽 江苏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4 1029999285 张家瑞 河南科技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5 1029999301 岳仁才 山东理工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6 1029999258 刘延彬 新疆农业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7 1029999256 魏乐乐 山东农业大学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38 1029999230 郝麟 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定向

39 1029999242 刘威 沈阳农业大学（应届）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40 1029999395 王婉莹 常州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1 1029999458 乔永丰 兰州理工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2 1029999561 丁恒楠 江苏科技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3 1029999437 梁智萍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4 1029999821 陈怀昊 安徽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向

45 1029999984 曹一伟 辽宁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6 1029999362 杨福兴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向

47 1029999720 彭嘉鑫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8 1029999964 陈志军 内蒙古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49 1029999644 张明芬 西安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向

50 1029999530 王风华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1 1029999272 关创 江苏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2 1029999318 王建军 浙江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3 1029999298 李国儒 常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4 1029999407 徐凯杰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5 1029999332 徐骏 兰州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向

56 1029999240 马文清 青海师范大学（应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7 1029999888 吴江敬 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向

58 1029999593 杨昊 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59 1029999364 卢隆辉 福州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定向

60 1029999378 陈瑞楠 重庆理工大学（应届）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定向

61 1029999416 徐满满 长安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定向

62 1029999325 冯晓志 山东理工大学（应届）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定向

63 1029999343 程冬宏 太原科技大学（应届）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定向

64 1029999462 王冬良 南京林业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定向

65 1029999420 杨昆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定向

66 1029999402 侯全会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67 1029999700 滕成龙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定向

68 1029999390 李畅达 美国西北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定向



69 1029999342 樊登柱 南京林业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70 1029999262 祁淼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定向

71 1029999255 王晨 安徽工程大学（应届）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定向

72 1029999245 孙闫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非定向

73 1029999229 李臣旭 江苏大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非定向

74 1029999972 赵文勇 江苏科技大学（应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75 1029999379 路平 内蒙古农业大学（应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76 1029999528 颜飞斌 邵阳学院（应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77 1029999891 闫龙龙 江苏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78 1029999773 姚江 江苏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79 1029999249 李鹏 太原理工大学（应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0 1029999445 吕全伟 重庆科技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1 1029999451 翟欢乐 华中科技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82 1029999384 陆荣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3 1029999467 李小龙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4 1029999509 冒杰云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5 1029999368 林彬 兰州理工大学（应届）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6 1029999331 高一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7 1029999779 程智明 浙江海洋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8 1029999363 徐伟 西北工业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89 1029999729 庞懿元 河北工程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0 1029999466 于轩 北华大学（应届）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1 1029999692 杨小娇 安徽理工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2 1029999373 马秋妍 弗林德斯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3 1029999571 刘思晗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94 1029999479 王哓林 兰州理工大学（应届）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5 1029999380 雷晓珊 武汉体育学院（应届）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6 1029999268 肖露 西安交通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7 1029999357 匡程 江南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8 1029999235 严天序 扬州大学（应届）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非定向

99 1029999900 王东进 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定向

100 1029999453 卢承领 长春工业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定向

101 1029999977 劳泽锋 华中科技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农业工程 非定向

102 1029999730 蒋婷婷 江苏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非定向

103 1029999500 徐敏 江苏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定向

104 1029999809 赵美玲 江苏大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05 1029999589 崔佳 江苏科技大学（应届）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非定向

106 1029999434 张晓辉 海南大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07 1029999577 许令侠 齐鲁工业大学（应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08 1029999493 杨绣娟 山西农业大学（应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09 1029999248 何凌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应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0 1029999616 张玉龙 扬州大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1 1029999592 孙偲 长江大学（应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2 1029999388 梅素欢 山东师范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3 1029999295 蔡易辉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4 1029999400 张斌 南京财经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5 1029999302 张旭娜 齐鲁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6 1029999475 熊治渝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17 1029999480 程丽林 山东农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8 1029999490 安馨 新疆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19 1029999385 马栎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20 1029999436 路新开 河南工业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1 1029999513 王丽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2 1029999459 张玄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3 1029999442 任晓俊 渤海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4 1029999585 王斌 湖南农业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5 1029999372 齐文良 山西农业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6 1029999721 孙乾 新疆农业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7 1029999532 王琪 山东理工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8 1029999376 闫清平 郑州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29 1029999706 管叶峰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30 1029999645 冯愈钦 宁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1 1029999624 张欢欢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2 1029999506 张龙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3 1029999783 徐子静 华中科技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4 1029999923 马上上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35 1029999398 韦德群 贵阳中医学院（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6 1029999774 史瑞琴 河北农业大学（应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7 1029999573 朱倩倩 福州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38 1029999300 熊锋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39 1029999334 焦昆鹏 河南科技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定向

140 1029999257 李小兰 南昌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41 1029999404 蒋惠凤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42 1029999329 薛佳 英国伯明翰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43 1029999341 王晓晶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44 1029999288 韩启然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45 1029999488 吕有清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46 1029999275 张正 华东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47 1029999429 王琳芝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48 1029999338 黎宏宝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49 1029999307 沈建程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50 1029999303 宋新泉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51 1029999276 陈欢 扬州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52 1029999591 丁凡 利物浦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53 1029999393 徐朋辉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54 1029999946 黄妍 安徽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55 1029999942 刘晓萌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56 1029999608 缪文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57 1029999468 胡晶 吉林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58 1029999296 卢嘉玮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59 1029999852 常思远 江苏大学（应届）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60 1029999433 周贞云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61 1029999356 贡崇颖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62 1029999961 钱华生 南开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63 1029999549 朱建军 北华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64 1029999581 高伏康 南京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65 1029999713 王训兵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66 1029999784 周慧莲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67 1029999749 张华 扬州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68 1029999335 田娟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69 1029999330 徐洪富 江西师范大学（应届）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70 1029999312 郭金海 南京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71 1029999280 徐剑鸥 南京医科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72 1029999260 陈天旻 江南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73 1029999236 祁鸣 扬州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74 1029999231 焦一涵 山东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75 1029999227 王烨 云南财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76 1029999225 孙江辉 云南财经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77 1029999219 高飞 东南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78 1029999215 周骏 东南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思政骨干专项

179 1029999600 景学宝 河南大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80 1029999516 贾春帅 江南大学（应届）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81 1029999441 秦洁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82 1029999432 李德升 同济大学 财经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定向

183 1029999606 潘业媚 大阪府立大学 财经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84 1029999292 杨雨薇 云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

185 1029999439 言洪萍 江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定向

186 1029999424 陈莉 新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87 1029999564 孙振楠 江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定向

188 1029999838 韩保金 天津工业大学（应届）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

189 1029999484 索明何 东华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定向

190 1029999526 冯冬石 北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1 1029999267 刘栋 山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定向

192 1029999377 夏惠芬 江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3 1029999336 马亮 江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定向

194 1029999476 王鲁欣 东南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5 1029999682 刘颖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6 1029999928 刘新进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7 1029999848 徐玮 景德镇陶瓷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198 1029999483 范艳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199 1029999655 徐建婷 江苏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200 1029999413 崔淳 华东政法大学 理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定向

201 1029999485 黄娟娟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2 1029999504 王国通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非定向

203 1029999310 薛冬杰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4 1029999870 刘畅 沈阳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5 1029999507 陈春红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6 1029999375 蔡泽民 江苏大学（应届）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非定向



207 1029999545 陈悦 江苏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8 1029999367 庄立洲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力学 定向

209 1029999411 牛英杰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定向

210 1029999244 陆林杰 江苏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1 1029999228 吕东风 华北理工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定向

212 1029999505 郭晓宇 吉林师范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3 1029999277 张鹏丽 江苏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4 1029999795 徐俊 闽南师范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5 1029999246 吴笑婕 云南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6 1029999604 刘胜超 河南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7 1029999902 王盼 江苏大学（应届）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非定向

218 1029999408 王浩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19 1029999394 郭竑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0 1029999440 周月鹏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1 1029999474 邢丽 解放军医学院（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22 1029999508 冯国全 辽宁医学院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3 1029999536 孙敏 山东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4 1029999309 孟碧 蚌埠医学院（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25 1029999279 黄花英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6 1029999478 吴琳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7 1029999489 杨晓月 山东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8 1029999472 李旺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29 1029999966 王志化 安徽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0 1029999791 丁红炀 郑州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31 1029999425 王晶 温州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2 1029999649 张国华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33 1029999740 孙玲玲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4 1029999555 朱彦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5 1029999991 刘嫣方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6 1029999990 付敏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7 1029999931 闻向梅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38 1029999542 葛燕梅 安徽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39 1029999496 宋廉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0 1029999659 江佳佳 安徽理工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1 1029999350 彭辉勇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2 1029999403 曲慧 大连医科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43 1029999487 李莎莎 四川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4 1029999366 张如敏 曲阜师范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5 1029999761 曾平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46 1029999722 宁永玲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7 1029999686 秦家生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48 1029999548 苏玉婷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49 1029999572 杨啸天 苏州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0 1029999517 齐文博 延边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1 1029999760 王鸿彬 苏州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2 1029999733 胡建鹏 东南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53 1029999294 操梅林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4 1029999327 叶军 苏州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55 1029999323 陈伟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6 1029999346 金丹丹 南通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57 1029999297 胡蓉 江苏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58 1029999289 宋宇 大连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59 1029999284 程慧栋 南京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60 1029999263 陈传生 徐州医学院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61 1029999253 沈蕾 南通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62 1029999265 赵巧梅 南京医科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63 1029999238 陈仲全 青岛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定向

264 1029999898 王慧之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65 1029999962 恽琪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66 1029999595 常洁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67 1029999667 孙辉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68 1029999785 凌玉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69 1029999594 洪悦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70 1029999804 赵传祥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71 1029999491 刘雅雯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72 1029999647 夏雪莉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73 1029999666 李昊翔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274 1029999741 邵琦 江苏大学（应届） 医学院 临床医学 非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