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姓名 性别 录取院校 院校层次
“双一流”
建设高校

“双一流”
建设学科

专业 备注

1 1402 蔚晓颖 女 南开大学 985 A类 是 应用数学

2 1404 何丽霞 女 南开大学 985 A类 是 基础数学

3 1402 孙悦新 女 吉林大学 985 A类 是 应用数学

4 1403 尚亚蓉 女 华中科技大学 985 A类 应用数学

5 1403 刘晓娟 女 华中科技大学 985 A类 基础数学

6 1402 冯倩 女 天津大学 985 A类 数学 推免

7 1402 董艳荣 女 大连理工大学 985 A类 基础数学

8 1403 白丽婷 女 大连理工大学 985 A类 基础数学 推免

9 1403 吴晓晶 女 大连理工大学 985 A类 基础数学

10 1403 郭悦 女 西北工业大学 985 A类 运筹学与控制论 推免

11 1403 齐春祥 女 西北工业大学 985 A类 运筹学与控制论

12 1403 许俊萍 女 西北工业大学 985 A类 应用数学

13 1403 姚娅男 女 西北工业大学 985 A类 计算数学

14 1404 吴琳琳 女 西北工业大学 985 A类 计算数学 推免

15 1402 王英英 女 兰州大学 985 A类 应用数学 推免

16 1402 刘蓉 女 兰州大学 985 A类 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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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405 孙韦唯 女 电子科技大学 985 A类 运筹学与控制论

18 1403 郭慧芳 女 中央民族大学 985 A类 学科教学（数学）

19 1407 汪钰菲 女 中央民族大学 985 A类 现代教育技术

20 1406 陈泽华 女 国防科技大学 985 A类 是 计算机

21 1406 刘迎婕 女 东北大学 985 B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推免

22 1403 沈利芳 女 湖南大学 985 B类 数学

23 1404 肖明睿 女 云南大学 211 B类 是 生态学

24 1406 王智悦 男 新疆大学 211 B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25 1407 崔丽平 女 新疆大学 211 B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26 1407 张雨欣 女 新疆大学 211 B类 计算机技术

27 1402 王雪芳 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11 基础数学

28 1402 范丽荷 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11 基础数学

29 1403 薛文芳 女 长安大学 211 数学

30 1405 白晓雅 女 长安大学 211 基础数学

31 1402 闫婷 女 南京师范大学 211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

32 1403 刘美丽 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11 应用数学

33 1405 李国荣 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1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4 1406 樊一鸣 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5 1402 王昕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基础数学

36 1402 柳婧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基础数学



37 1402 王星星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基础数学

38 1405 高永兰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应用数学

39 1406 王晓悦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1407 谭媛 女 太原理工大学 211 计算机技术（专硕）

41 1402 赵马盼 女 陕西师范大学 211 基础数学

42 1403 力一卓 女 陕西师范大学 211 基础数学

43 1403 贾璐 女 西南大学 211 数学

44 1402 杨舒婷 女 北京工业大学 211 基础数学

45 1403 唐军花 女 北京科技大学 211 应用数学

46 1407 卢凌云 女 北京化工大学 211 计算机技术

47 1403 宋倩 女 西北大学 211 应用数学

48 1406 胡叶帅 男 辽宁大学 2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49 1403 文冰梅 女 西南交通大学 211 统计学

50 1407 施安妮 女 广西大学 211 计算机

51 1405 李莎莎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11 产业经济学

52 1402 孙少星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基础数学

53 1405 吴林鑫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应用数学

54 1405 陈芳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55 1406 吕月姣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6 1407 乔丽琴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 1407 乔艳超 女 山西大学 普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1402 赵永畸 女 河南大学 普通 学科教学（数学）

59 1402 张君霞 女 华东交通大学 普通 运筹学与控制论

60 1404 赵雅智 女 中北大学 普通 计算机

61 1404 孙洁 女 中北大学 普通 数学

62 1403 孙建霞 女 山西师范大学 普通 基础数学

63 1404 李阳 女 山西师范大学 普通 运筹学与控制论

64 1404 郝青青 女 山西师范大学 普通 基础数学

65 1405 徐文静 女 山西师范大学 普通 学科教学（数学）

66 1405 周思琪 女 山西师范大学 普通 学科教学(数学)

67 1405 卞梦圆 女 汕头大学 普通 应用数学

68 1405 李永梅 女 云南师范大学 普通 学科数学

69 1404 高宇 女 浙江工商大学 普通 计算科学

70 1405 徐诗展 男 浙江工商大学 普通 统计学

71 1407 廖雨欣 女 江西财经大学 普通 税务专业

72 1406 孔繁燕 女 东华理工大学 普通 计算机应用技术

73 1407 屈玲玉 女 西安理工大学 普通 计算机技术

74 1405 高宏 男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普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 1405 郜茹 女 天津理工大学 普通 计算机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