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中学名称 总分

16320301450609 雷克非 男 徐州市第三中学 82

16320721680510 郭玫萱 女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81

16320125680149 吕静瑶 女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80

16320981680040 何叶 女 江苏省东台中学 80

16321101450301 李岳明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80

16320501450020 李晓帆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80

16320282450860 朱琦 女 江苏省宜兴中学 80

16320106680064 刘畅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0

16320501680464 陈汝宜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9

16320106490069 顾真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

16320301450212 孟钰谨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9

16320323670443 包道宽 男 江苏徐州郑集中学城区校区 79

16320583680034 张嘉栖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9

16321023680005 苏玥文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9

16320281680924 赵亦舒 女 江阴市第一中学 79

16320901680145 蔡舒羽 女 江苏省盐城中学 79

16321182680015 卞文钰 女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79

16321181490087 马捷 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79

16320106490133 刘雨青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9

16320501450635 孙泽仲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9

16320601680123 朱漪露 女 江苏省南通中学 79

16320501670351 金明珺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9

16320106490797 李伟逸 男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9

16320102670170 徐嘉珮 女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79

16320501670637 谢晨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9

16321001450227 侯博康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9

16320583450018 成亭慧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9

16320501450476 杨展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9

16320113450119 夏之东 男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79

16320202450782 陆涵之 女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78

16320102680227 徐逸峰 男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8

16320401680805 刘苏怡 女 常州市第二中学 78

16320106680082 蒋逸雪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8

16320106450390 张悦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8

16320202450701 周寅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中学 78

16320901491123 何韵 女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78

16320501450424 杨思睿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8

16320583490144 李思成 男 江苏省昆山中学 78

16320586450060 朱伊宁 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78

16320901680041 彭婧超 女 江苏省盐城中学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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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0106680389 蒋宇涵 男 南京市宁海中学 78

16320585450201 张钧凯 男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8

16320483491330 邹犇 女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78

16320501680855 周静怡 女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78

16320501491773 杨悦灵 女 苏州中学园区校 78

16320701680334 李竹萱 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8

16320401680846 顾健静 女 常州市第三中学 78

16320501680129 赵逸轩 男 苏州市第一中学 77

16321001490251 凌云 女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77

16320106490049 姜雪砚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7

16320501490066 王铭瑞 女 苏州市第一中学 77

16320501450924 沈达缘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7

16320106680240 马雨菡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7

16320105490351 嵇洋 女 南京市中华中学 77

16320582680123 陈韵致 女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77

16320106490651 张晗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7

16320582490618 李国然 男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77

16320684680010 蒋谨遥 女 江苏省海门中学 77

16321001451160 诸倩铷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7

16320582491233 黄瀚铭 男 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77

16320281491063 张君瑶 女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7

16320106490238 赵晓宇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7

16320102680111 莫梓越 男 南京市第九中学 77

16320106680264 孙义淇 男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7

16320401680075 石雨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7

16320281680976 王子淳 男 江阴市第一中学 77

16320121680623 叶璐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7

16320585490196 余诗梦 女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77

16321001670025 陈清雅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7

16320106490190 薛宁紫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7

16320681490015 李洁 女 江苏省启东中学 77

16320501490030 屈纯垚 女 苏州市第一中学 77

16320682490101 盛卓然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7

16320382450075 鹿钰涓 女 江苏省运河中学 77

16321101680341 怀馨宇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6

16320106450293 张崴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

16321101680165 沈昊昕 女 江苏省镇江中学 76

16321101680904 朱然 女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76

16320202450623 侯怡琳 女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76

16321101490496 张文睿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6

16320501451500 王筱筠 女 苏州中学园区校 76

16320901680052 孙霁原 女 江苏省盐城中学 76

16320202450448 陈子寅 男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76

16320501450998 沈笛悠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6



16320501491169 顾之与 女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6

16320301470152 许灵双 女 徐州高级中学 76

16320701680027 胡琨 男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6

16320106490325 蔡岳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

16320301681000 钱姝宁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6

16320501680578 朱彤 女 苏州市第十中学 76

16321001670586 许琼月 女 扬州中学树人学校 76

16320582670527 杨倪帆 女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76

16320681450057 宋钦嫣 女 江苏省启东中学 76

16320202450723 王琰 女 无锡市大桥实验中学 76

16320106680336 张雨昕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6

16320584490435 袁昊 男 吴江市高级中学 76

16320202451195 肖逸翔 男 无锡市大桥实验中学 76

16320301491775 陈筱萌 女 徐州市撷秀中学 76

16320583670046 毛昕怡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6

16320281450578 杨浏 男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6

16320121680614 孙宇晨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6

16320601450322 钱禹宸 女 江苏省南通中学 76

16320106490282 张澄钰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

16320483451056 查敏诚 男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76

16320501670343 奚清远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6

16320501450853 徐润国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6

16320106490268 李子晗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

16320586680044 沈张帆 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76

16321101490068 王筱琦 女 江苏省镇江中学 76

16320501450462 鲍竹君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6

16320585490416 陆佳雯 女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6

16321001680083 张婧怡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6

16320106490319 吴竞文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6

16320105680124 万文博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76

16321101450347 张云帆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5

16320501450838 朱澄涵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5

16320301491869 杨戈羽 男 徐州市第一中学 75

16320401470058 许佳炜 男 常州市第二中学 75

16320501680053 殷周纯 女 苏州市第一中学 75

16320106490277 王雨晨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5

16320106490179 余汉霖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5

16320281680706 张恬曦 女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5

16320581490944 戴宇昂 男 江苏省常熟中学 75

16320106680118 刘显玥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5

16320582450292 李凌波 女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75

16320323470108 王奕力 女 铜山县郑集中学 75

16320501490831 徐思涵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5

16320301450429 李明轩 男 徐州市第一中学 75



16320483680249 林雨峰 男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75

16320501450461 章佳琪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5

16320601450089 盛楚翘 女 江苏省南通中学 75

16320202681348 袁嘉婕 女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75

16320281491563 周雨欣 女 江阴市第一中学 75

16321101490416 魏旭冉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5

16320102680114 周易凡 男 南京市第九中学 75

16320121670109 姜若彤 女 南京市秦淮高级中学 75

16320501450874 金旭平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5

16320583680148 许诺 女 昆山市震川高级中学 75

16320202490354 王源嘉 男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75

16321001470040 邓童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5

16320801680095 包静怡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 75

16321101680381 高一丹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5

16320701680265 彭依群 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5

16320301450453 刘思妤 女 徐州市第三中学 75

16320701490556 佟伊杰 男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75

16320106490248 沈天桐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5

16320684680185 毛家和 男 江苏省海门中学 75

16320301490755 陈思铭 男 徐州市第三中学 75

16320102680104 邹文正 男 南京市第九中学 75

16320584680323 吴懿宁 女 吴江市高级中学 75

16321101680333 吴依心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5

16320501450988 薛岩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5

16320106450056 赵弘毅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4

16320106450377 杭朵朵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4

16320586450036 熊逸 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74

16320581450421 王茵菲 女 江苏省常熟中学 74

16320401490341 张沁喆 女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74

16320106490988 石漫云 女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74

16320202470150 朱翼如 女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74

16320501450810 凌志杰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4

16320701450622 李汉雄 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4

16320281491498 顾涵康 男 江阴市第一中学 74

16320105490384 任思宇 男 南京市中华中学 74

16320281680856 孙小凡 女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74

16320507680219 虞开妍 女 陆慕高级中学 74

16320583490027 郑亚欣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4

16320401490627 刘楷文 男 常州市第二中学 74

16320202450893 邱子羽 女 江苏省天一中学 74

16320106450230 杜健雄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4

16320104450096 蔡海天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4

16321322490977 杨婧旖 女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74

16320501470112 程小菡 女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4



16320106450341 常秋瑞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4

16320501470304 郑梦瑶 女 苏州中学园区校 74

16320501491040 孙斐熠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4

16320106450302 盛玥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4

16320205490668 万雨欣 女 江苏省天一中学 74

16320106450326 吴同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4

16320301490081 朱耘瑶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4

16320901681155 蔡云帆 女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74

16321001680233 魏欣彤 女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74

16320104470038 李清睿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4

16320501450660 魏悦闻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4

16320102450055 周天祺 女 南京市第九中学 74

16320684680136 倪梓煊 女 江苏省海门中学 74

16320105490490 孙若伦 男 南京市中华中学 74

16320501450880 汪啸宇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4

16320583490113 黄珉钰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4

16320206680590 华语盈 女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74

16320281491708 胡心钰 女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74

16321101670024 唐钰淇 女 江苏省镇江中学 74

16320121490842 李秋莳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4

16320106490504 高妮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4

16320601680306 赵鸿儒 男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74

16320501450857 张鑫泽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4

16320113490173 刘全 男 燕子矶中学 74

16320621450005 吴彦霖 男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4

16320583490156 孙书剑 男 江苏省昆山中学 74

16320113670375 肖奕欣 女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74

16320301491852 朱宇轩 男 徐州市撷秀中学 74

16320202681430 王琳 女 江苏省天一中学 73

16320501491750 徐震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3

16320501450813 胥星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3

16320106450313 胡至诚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3

16320106680408 应雨遥 女 南京市宁海中学 73

16320401450347 商宸熙 男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73

16320581681025 张奕 女 常熟市第八中学 73

16320501450785 杨旭洲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3

16320584680214 孙逸章 男 吴江市中学 73

16320501670513 张旭晖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3

16320301451008 刘昕蕾 女 徐州市撷秀中学 73

16320801670110 李轩 女 江苏省清江中学 73

16320901681076 张唯佳 女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73

16320684680193 乔诗怡 女 江苏省海门中学 73

16320501680499 倪牧源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3

16320501491292 高天 男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73



16320501450465 濮同瑶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3

16320623450076 徐晟 男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73

16320682680178 杨天 女 江苏省如皋中学 73

16320621680087 洪叶 女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73

16320501490988 钱润伽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3

16320202451172 傅可欣 女 无锡市大桥实验中学 73

16320104680236 闫梓越 女 南京市第一中学 73

16320724680449 孟子言 男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73

16320301491746 林子森 男 徐州市第一中学 73

16320501680703 冒盛 女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 73

16320282491252 冯亦游 女 江苏省宜兴中学 73

16320601450646 缪天翼 男 南通市第三中学 73

16320106490639 陈乐瑶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3

16321101680244 完浩然 男 江苏省镇江中学 73

16321283490361 徐曦临 男 江苏省泰兴中学 73

16320301490294 席喆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3

16320301490277 周洋帆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3

16320401680051 段钰炜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3

16320104450163 田允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3

16320501491018 尤文静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3

16320501450765 倪亦周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2

16320301450315 姚宇威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2

16320501670536 卢苑 女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2

16320501490476 王熠威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2

16320583680064 洪图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2

16320105490119 胡凤仪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72

16320104470028 陈睿文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2

16321101450291 於清扬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2

16320202450254 蔡澄奕 女 无锡市第一中学 72

16320582670055 赵琳 女 张家港市沙洲中学 72

16320501450266 罗虞文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2

16320106450112 黄紫铭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2

16321283450448 戴如琳 女 江苏省泰兴中学 72

16320501491048 葛晨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2

16321001490191 杨泽予 男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72

16320202490373 史云佳 女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72

16321282490121 薛陆州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2

16321101490371 符赵懿 女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2

16320105680158 苗婉莹 女 南京市中华中学 72

16320501670520 陈一凡 女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2

16320483681556 陈淼淼 女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72

16320501450848 沈颖杰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2

16320501450632 王凯越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2

16320601490046 邓钦奕 男 江苏省南通中学 72



16321101450269 吴岱林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2

16320401490448 欧舟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72

16320501680796 周晓涵 女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2

16320684451511 陈睿天 女 海门实验学校 72

16320612680282 季哲迪 女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72

16320202450294 徐笑远 女 无锡市第一中学 72

16321001670355 高子轩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2

16320901451396 蔡婧萱 女 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 72

16320401680388 王之琳 女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72

16320106490317 王胥懿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2

16321088450409 杨杨 男 江苏省江都中学 72

16320106490632 高颖 女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江苏教育学院附中） 72

16320401490473 郭鑫宇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72

16320583490155 孙艺文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2

16321101490393 郭源 男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72

16320586450218 周子昂 男 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72

16320104490446 任天慧 女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72

16320105450067 许茹珺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72

16320582490208 金之涵 女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1

16320483490548 曹修瑞 男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71

16320901680136 薛骐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71

16320501491080 孙逸凡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1

16320601450340 张煜浩 男 江苏省南通中学 71

16320501670732 王乙珺 女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71

16320401450953 王治昊 男 常州田家炳实验中学 71

16320401450060 左天宇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1

16321023680248 甘迪 女 翔宇教育集团宝应县中学 71

16320281491066 张奕慧 女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1

16320104470040 马辰新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1

16320382450464 董伟 男 江苏省运河中学 71

16321282490151 陈名扬 男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71

16320501680579 朱雨新 女 苏州市第十中学 71

16320501451533 王嘉能 男 苏州中学园区校 71

16320206450157 吴岱岚 男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71

16321101670207 杨晗 女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71

16320684680037 孙辰浩 男 海门实验学校 71

16320121680643 胡琇铭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1

16320301490772 赵昌延 男 徐州市第三中学 71

16320102490364 朱慧莹 女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1

16320121670013 王萱 女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71

16321084680279 郭梦颖 女 高邮中学 71

16320401670042 徐钧涵 男 常州市第一中学 71

16320583680036 李睿俣 女 江苏省昆山中学 71

16321001680088 沈竹君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1



16320106490230 王睿涵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1

16320501450860 孙云帆 男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1

16320801680230 张力涵 女 江苏省淮阴中学 71

16320501491104 王翁菁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1

16320102670156 蔡雨昕 女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71

16320586490485 严绍轩 男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71

16320701450543 顾倩俪 女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71

16320501680489 吴欣玥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1

16320281680781 周明颐 女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 71

16320483680411 路懿琳 女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71

16320102450031 丁翰文 男 南京市第九中学 71

16320586680398 柳心怡 女 苏州甪直高级中学 71

16320301490900 朱可心 女 徐州高级中学 71

16320901450277 金典 男 江苏省盐城中学 71

16320682680253 严笑语 女 江苏省如皋中学 70

16320501450759 戴蒙德 男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0

16320282451037 顾晟昊 女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 70

16321283490818 赵楠 男 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 70

16320501450640 周树铭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0501491111 严晨曦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0

16320121680685 孙名瑶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0

16320106680123 邵喆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0

16321001470043 包健聪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0

16320301491502 王天琦 女 中国矿业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0106450317 钱柱宇 男 南京市金陵中学 70

16320501450927 王崇人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0

16320401680589 张凌毓 女 常州市第一中学 70

16320202491308 陈韵婷 女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70

16320207680261 倪震尧 男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70

16320121450403 方乐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0

16320583680110 徐奕宁 男 江苏省昆山中学 70

16320501451010 朱静波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0

16320301491806 刘宇轩 男 徐州市撷秀中学 70

16320601450321 姚逸凡 女 江苏省南通中学 70

16320202450721 方语嫣 女 江苏省天一中学 70

16320623680026 徐沁宜 女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70

16321088670056 潘宇洁 女 江苏省江都中学 70

16320584680203 沈沁 女 吴江市中学 70

16320601470053 黄云威 男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70

16320104490291 张禛乐 男 南京市第一中学 70

16320106680124 唐昕茹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70

16320585490500 李朱洁 女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70

16320501491058 姚婧湲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0

16320202451206 王雯瑾 女 无锡市大桥实验中学 70



16321001450514 严涵 男 江苏省扬州中学 70

16320501680626 宋威 男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1001670352 李雨珊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0

16320584450634 沈依菁 女 吴江市青云实验中学 70

16320105490424 管威宁 男 南京市中华中学 70

16321001450810 严琳泉 女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0106490139 葛奕同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1101670015 张梓琦 女 江苏省镇江中学 70

16320401680779 王怡瑾 女 常州市第二中学 70

16320202490412 彭霖 女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70

16320301491706 汤伟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0

16320501450676 武雨辰 女 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0202450218 黄洁 女 无锡市第一中学 70

16320301490295 纪新宇 女 徐州市第一中学 70

16320112490275 黄亦超 男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70

16320601450109 费嘉杰 男 江苏省南通中学 70

16321001451334 夏奇 女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70

16321101490076 孙倪好 女 江苏省镇江中学 70

16320501491153 倪云杰 男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70

16320583490138 钱润心 男 江苏省昆山中学 70

16320301491757 王轶凡 女 徐州市撷秀中学 70

16320501490482 刘仕晟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0

16320102670190 孙宁皓 男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70

16320106450102 杨亦诺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0

16320501670365 沈亦舟 女 江苏省苏州中学 70

16320501490531 沈思成 男 江苏省苏州中学 70

16320281491098 阚钰 女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70

16320501490982 陆韫礼 女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70

16320401680084 李可伊 女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0

16321001450454 张禹遥 女 江苏省扬州中学 70

16320501680863 朱佳琪 女 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70

16320582450182 周玮琳 女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70

16320105680171 吴师彤 女 南京市中华中学 70

16320401450064 吴煜邦 男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70

16320121680715 陆雨菲 女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70

备注：按江苏省教育厅规定，我校综合评价录取计划数控制在162人。考虑同分情况，入选

资格考生383人。我校将按照加权综合评价的方法，由高考成绩、我校自主评估得分以及高

中阶段平时表现得分汇总计算产生的综合评定成绩排序，择优录取。如线上考生人数超过计

划数，按加权综合评价得分从高到低录满为止。关于资格考生的志愿填报和录取规则等信

息，请参考：《西交利物浦大学 2016 年综合评价录取招生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