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2020年综合评价录取考生名单

考生号 姓名 学科类型 毕业中学 综合加权得分 预录取专业

20320****80501 秦大宇 文史 灌南高级中学 75.164583 中医养生学

20321****80278 李静婷 文史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74.489583 中医养生学

20320****70225 朱旭 文史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75.422917 中医学(妇产科学)
20320****80058 王艺昕 文史 南京市第九中学 80.608333 中医学

20320****80309 牛星宇 文史 南京市宁海中学 77.825000 中医学

20320****80351 焦文珺 文史 南京市宁海中学 76.993750 中医学
20320****80195 杨雪 文史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3.802083 中医康复学
20320****80561 施晋骅 文史 江苏省海门实验学校 73.720833 中医康复学

20320****70243 宦然 文史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76.293750 中医儿科学

20320****80373 高梦萱 文史 沛县歌风中学 78.662500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80356 杜嘉怡 文史 江苏省运河中学 75.364583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80104 薛静怡 文史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4.535417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1****80511 周舟 文史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75.018750 针灸推拿学

20320****80795 吴庆蓉 文史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74.320833 针灸推拿学

20320****70402 李定贤 文史 昆山市巴城高级中学 73.831250 应用心理学

20320****80290 宋格璇 文史 江苏省运河中学 72.291667 应用心理学

20320****80272 余佳慧 文史 南京市中华中学 69.562500 应用心理学

20320****80379 侯雨凡 文史 南京市宁海中学 73.091667 康复治疗学

20320****80103 李珂欣 文史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72.935417 康复治疗学

20320****80962 王译晨 文史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68.845833 康复治疗学

20320****80050 刘翔 文史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67.502083 康复治疗学

20320****90550 吴城旗 理工 南京市金陵中学 75.279167 中医养生学

20320****92260 贺如心 理工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 74.825000 中医养生学

20321****90052 冯令晨 理工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73.289583 中医养生学

20320****50509 符语恬 理工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77.050000 中医学(妇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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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50517 周冬辉 理工 东台市安丰中学 75.706250 中医学(妇产科学)
20321****90087 李亦非 理工 江苏省镇江中学 82.427083 中医学

20320****90149 王莹鑫 理工 江苏省洪泽中学 80.581250 中医学

20320****90142 阚梓扬 理工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79.366667 中医学

20320****90402 吴韵清 理工 南京市金陵中学 79.235417 中医学

20320****90672 龚晨恺 理工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9.077083 中医学

20320****51056 顾启鑫 理工 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新淮高级中学 78.406250 中医学

20320****91150 辛悦 理工 郑集中学 76.391667 中医康复学

20320****90352 管抒扬 理工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5.766667 中医康复学

20320****90706 张锐敏 理工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75.320833 中医康复学

20320****90079 陈庆瑞 理工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76.981250 中医儿科学

20320****90888 裔维 理工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75.422917 中医儿科学

20321****50148 杜极骢 理工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79.5937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019 方浩同 理工 南京市第九中学 79.306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634 周鑫 理工 西安交大苏州附属中学 79.11041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395 向佳豪 理工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78.406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354 郁绘文 理工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78.181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959 金一戈 理工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77.71041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70093 吴茜 理工 南京市金陵中学 77.2520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828 周楠 理工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6.906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040 苏逸凯 理工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76.76666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720 唐季惟 理工 盐城高级实验中学 75.92291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664 杜宾 理工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75.8895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553 张梓琳 理工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75.2395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529 张书妍 理工 常州市第一中学 74.70833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589 施润 理工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4.39166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515 王泽凡 理工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3.6645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428 过若瑜 理工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73.381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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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90460 张骥文 理工 江苏省包场高级中学 73.07916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356 王艺霏 理工 南师大附中江宁分校 73.0645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133 王丹 理工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73.00625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1****91310 黄瑾怡 理工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72.84791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131 张一恒 理工 江阴市山观高级中学 72.32083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773 王迪 理工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72.22083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577 张云舒 理工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72.17916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120 胡熠轩 理工 南京市第九中学 71.664583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300 陈艺灵 理工 江阴市青阳中学 70.94791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50091 堵星玥 理工 南京市第一中学 70.779167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0709 陈骏 理工 江阴市成化高级中学 69.575000 中药学类(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20320****91519 李昱坤 理工 盐城高级实验中学 78.281250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90674 祖玥 理工 南京河西外国语学校 76.993750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50271 林海辰 理工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725000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50872 顾晖 理工 盐城高级实验中学 76.722917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1****92550 程嘉欣 理工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75.947917 中西医临床医学

20320****90914 黄俊豪 理工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76.664583 针灸推拿学

20320****91153 黄颢悦 理工 南京市宁海中学 74.981250 针灸推拿学

20320****91449 王贯宇 理工 郑集中学 74.904167 针灸推拿学

20320****50381 刁英傑 理工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73.933333 应用心理学

20320****90716 杨翊 理工 江苏省淮安中学 73.160417 应用心理学

20320****50766 徐剑侨 理工 江阴市第一中学 80.004167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1672 陆檬菱 理工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74.235417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0698 陶天翼 理工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72.952083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0169 曹乐婧 理工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72.593750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2554 蒋乐静 理工 无锡外国语学校 71.133333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1****90669 徐羽成 理工 江苏省兴化中学 70.589583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0429 陈奕君 理工 江苏省南通中学 69.389583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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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70108 唐菲扬 理工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69.289583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70137 孙翔宇 理工 江苏省六合高级中学 68.862500 药学类(药学、药物制剂、药事管理)
20320****92066 董奕洲 理工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80.479167 临床医学

20320****50230 初小鲁 理工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80.279167 临床医学

20320****90270 洪楠 理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0.137500 临床医学

20320****91496 耿颖杰 理工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9.950000 临床医学

20320****90620 杨洪翟 理工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8.333333 临床医学

20320****90677 熊思宇 理工 江苏省外国语学校 78.237500 临床医学

20320****50173 孙磊 理工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77.979167 临床医学

20321****90310 朱薪儒 理工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7.337500 临床医学

20320****90190 张馨月 理工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7.295833 临床医学

20320****91579 徐正宇 理工 盐城高级实验中学 77.266667 临床医学

20320****90874 刘子棋 理工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77.050000 临床医学

20320****91546 方之楠 理工 常熟市中学 77.050000 临床医学

20320****91354 施维昕 理工 南师大附中江宁分校 72.462500 康复治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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