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报名号 姓名 报考院系所 报考专业名称 最终成绩 是否拟录取

1015299990 崔健

轻工与化学工

程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90.00 是

1015299938 胡鹏宇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88.10 是

1015299983 彭荣富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88.00 是

1015299992 齐鹏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87.30 是

1015200000 马志超 轻工技术与工程 86.70 是

1015299959 张轶媛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84.50 是

1015299927 徐莉华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80.00 否

1015299998 张一航 纺织与材料工

程学院

纺织科学与工程 91.00 是

1015299997 李政 纺织科学与工程 89.00 是

1015299963 李亚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91.60 是

1015299944 王奎又 食品科学与工程 90.20 是

1015299995 吕奇晏 食品科学与工程 90.00 是

1015299972 付柏枫 食品科学与工程 89.60 是

1015299947 孙珂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 89.60 是

1015299976 李朝蕊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44 是

1015299975 江竑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40 是

1015299980 李雪倩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24 是

1015299986 袁一心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05 是

1015299931 张姗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05 是

1015299978 刘柯欣 食品科学与工程 87.80 是

1015299943 邢雪冰 食品科学与工程 87.20 是

1015299917 姚桂红 食品科学与工程 87.08 是

1015299935 辛然 食品科学与工程 86.89 是

1015299928 苏爽 食品科学与工程 86.60 是

1015299937 张缘月 食品科学与工程 86.31 是

1015299949 潘伟聪 食品科学与工程 86.11 是

1015299929 万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 86.00 是

1015299924 白琳 食品科学与工程 85.80 是

1015299936 曹赓 食品科学与工程 85.34 是

1015299962 雷佳钰 食品科学与工程 85.34 是

1015299957 赵旭 食品科学与工程 84.76 是

1015299960 高婧妍 食品科学与工程 84.18 是

1015299925 贾金辉 食品科学与工程 81.47 是

1015299979 张翔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 79.73 是

1015299967 齐艺惠 食品科学与工程 77.80 否

1015299981 王峙力 食品科学与工程 73.40 否

1015299951 张诏 食品科学与工程 70.83 否

1015299922 贾娇 食品科学与工程 70.44 否

1015299920 李悦 食品科学与工程 69.60 否

1015299988 李响 食品科学与工程 69.20 否

1015299952 魏祖晨 食品科学与工程 69.08 否

1015299982 王玉莹 食品科学与工程 69.00 否



1015299945 鲁嫚嫚 食品科学与工程 68.31 否

1015299965 刘志清 食品科学与工程 68.00 否

1015299958 李国鹏 食品科学与工程 67.20 否

1015299996 田伟功 食品科学与工程 66.40 否

1015299971 孙朋朋 食品科学与工程 66.00 否

1015299964 王思婷 食品科学与工程 65.80 否

1015299941 程彩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65.79 否

1015299956 王凯丽 食品科学与工程 65.60 否

1015299968 马月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65.20 否

1015299977 孙培梓 食品科学与工程 65.20 否

1015299999 高晓溪 食品科学与工程 64.83 否

1015299953 庞诗文 食品科学与工程 64.25 否

1015299948 时凤翠 食品科学与工程 64.25 否

1015299969 李鹏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61.92 否

1015299940 季国志 食品科学与工程 61.54 否

1015299966 刘洋
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

工程
缺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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