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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9 年自主招生初审合格名单

序号 姓名 省份 性别 中学名称 报考条件

1 周天启 福建省 男 厦门市科技中学 1（3）

2 陈波宇 河南省 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3）

3 牛雁昭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3）

4 肖亨波 江西省 男 江西省吉安市白鹭洲中学 1（3）

5 佟新雨 辽宁省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1（3）

6 吴昊 内蒙古 男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3）

7 展昕宇 内蒙古 男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1（3）

8 郎文恺 宁夏 男 银川市第二中学 1（3）

9 赵熠远 吉林省 男 长春市十一高中分部 1（5）

10 王子习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1（5）

11 周继辉 安徽省 男 铜陵市第一中学 2（1）

12 梁珈熙 河南省 女 郑州外国语学校 2（1）

13 柳延龙 河南省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2（1）

14 梁扬睿 黑龙江省 男 鹤岗市第一中学 2（1）

15 史丰郡 辽宁省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2（1）

16 刘晨晖 山东省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1）

17 杨成敏 湖北省 男 武汉市第三中学 2（2）

18 王泽军 湖南省 男 长沙市明德中学 2（2）

19 万篇 江西省 男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2（2）

20 刘开源 山东省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2）

21 王一名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

22 于程浩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实验中学 2（2）

23 崔晨宇 安徽省 男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2（3）

24 郝敬伟 安徽省 男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2（3）

25 郑羿 安徽省 男 合肥市第八中学 2（3）

26 王博宇 甘肃省 男 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2（3）

27 邵庥頔 河北省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2（3）

28 王天骜 河北省 男 衡水市第二中学 2（3）

29 王志广 河北省 男 衡水志臻中学 2（3）

30 刘雨泽 河南省 男 许昌高级中学 2（3）

31 罗桢旻 河南省 男 郑州市第一中学 2（3）

32 王德瑞 河南省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2（3）

33 白玉晗 黑龙江省 男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2（3）

34 曹郡麟 黑龙江省 男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2（3）

35 曲铭宇 黑龙江省 男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2（3）

36 林津锐 湖北省 男 襄阳市第四中学 2（3）

37 曹梓竣 湖南省 男 长郡中学 2（3）

38 倪彦 湖南省 男 湖南师大附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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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杜显龙 吉林省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

40 梁佳程 吉林省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2（3）

41 石茂原 吉林省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2（3）

42 宋奥成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3）

43 王祉贺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3）

44 袁一格 吉林省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

45 张晔 吉林省 男 吉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2（3）

46 赵一聪 吉林省 男 长春市第二中学 2（3）

47 张茂梁 江苏省 男 徐州市第一中学 2（3）

48 龚龑 江西省 男 南昌市第二中学 2（3）

49 刘博橦 辽宁省 男 辽宁省实验中学 2（3）

50 邵景泽 辽宁省 男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2（3）

51 吕鸿博 内蒙古 男 包头市第九中学 2（3）

52 王英龙 内蒙古 男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53 吴梓豪 内蒙古 男 北京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集宁附属 2（3）

54 陈兆康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3）

55 段亚轩 山东省 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3）

56 解良缘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3）

57 李雪龙 山东省 男 齐河县第一中学 2（3）

58 刘特特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3）

59 乔晟桐 山东省 男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3）

60 于泽锴 山东省 男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 2（3）

61 张念功 山东省 男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3）

62 张泽浩 山东省 男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3）

63 陈祎璠 天津市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2（3）

64 张笑凡 新疆 男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2（3）

65 夏启东 浙江省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2（3）

66 薛骑林 重庆市 男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语学 2（3）

67 丁奕扬 安徽省 男 铜陵市第一中学 2（4）

68 庄荣桢 福建省 男 福建省惠安第一中学 2（4）

69 刘炜欣 广东省 男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2（4）

70 李之吟 河南省 女 郑州市第一中学 2（4）

71 李之悦 河南省 女 郑州市第一中学 2（4）

72 马健哲 河南省 男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2（4）

73 申雨隆 河南省 男 郑州外国语学校 2（4）

74 尹梦雨 河南省 女 郑州市第一中学 2（4）

75 姜泓源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4）

76 汪思圻 吉林省 女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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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王瑞康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4）

78 王艺蒙 吉林省 女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2（4）

79 杨楚萌 吉林省 女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4）

80 汪子伟 江西省 男 江西省余江县第一中学 2（4）

81 张朝栋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4）

82 吴怡蓓 山西省 女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2（4）

83 方亦舟 浙江省 女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2（4）

84 梅戈林 安徽省 男 阜阳市第三中学 2（5）

85 养罡智 北京市 男 北京市八一学校 2（5）

86 陈霖 福建省 男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2（5）

87 卢胤 福建省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2（5）

88 刘皓瑜 广东省 男 中山纪念中学 2（5）

89 游培鑫 广东省 男 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2（5）

90 李映潜 广西 男 南宁市第三中学 2（5）

91 薛孝璟 贵州省 男 盘州市第二中学 2（5）

92 韩喻泷 河北省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2（5）

93 刘雨琛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翔云中学 2（5）

94 王洋 河北省 男 唐山市第一中学 2（5）

95 吴钰璋 河北省 女 唐山市第一中学 2（5）

96 袁野 河北省 男 衡水志臻中学 2（5）

97 张扬 河北省 男 衡水志臻中学 2（5）

98 何骏扬 河南省 男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2（5）

99 李唯聪 河南省 男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5）

100 王景祎 河南省 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2（5）

101 肖帆 河南省 男 焦作市第一中学 2（5）

102 高赫然 黑龙江省 男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5）

103 李泽仁 黑龙江省 男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2（5）

104 陈山河 湖南省 男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2（5）

105 葛钧之 湖南省 男 娄底市第一中学 2（5）

106 夏曦乐 湖南省 男 湖南师大附中 2（5）

107 梁博元 吉林省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2（5）

108 马鹤立 吉林省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5）

109 尹纪尧 吉林省 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2（5）

110 张翔睿 吉林省 男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5）

111 张轶博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5）

112 赵蕴涵 吉林省 男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5）

113 陈曦 内蒙古 男 通辽第五中学 2（5）

114 柏羽 山东省 男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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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蔡东晓 山东省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5）

116 韩凯栋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5）

117 黄淳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5）

118 李锦原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5）

119 李泉志 山东省 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5）

120 刘新一 山东省 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5）

121 逯天毅 山东省 男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5）

122 罗天宇 山东省 男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5）

123 杨熠辰 山东省 男 临沂第一中学 2（5）

124 于世华 山东省 男 山东省五莲中学 2（5）

125 陈嘉铭 陕西省 男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5）

126 刘珅池 陕西省 男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5）

127 郭楠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2（5）

128 钱晨炼 浙江省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2（5）

129 余知航 浙江省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2（5）

130 马玉龙 重庆市 男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