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19年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拟录取推荐免试博士研究生公示名单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化学

邓翀 93.67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杨可心 92.71 北京大学 化学

刘星驿 89.28 北京大学 化学

李昇 88.93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梁轩 88.57 北京大学 化学类

贾国赓 88.3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贺鑫 87.77 北京大学 化学类

顾婷 87.65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侯倬伟 87.33 北京大学 化学

戴梦得 87.27 北京大学 化学类

于乐飞 87.11 北京大学 化学

资治 86.84 北京大学 化学

李泽洲 86.55 北京大学 化学

王卓琦 85.37 北京大学 化学

黄渝鹏 85.01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聂韩秋 84.45 武汉大学 化学类

刘昊明 84.42 北京大学 化学

吴杨牧 84 兰州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王常伦 83.14 南开大学 分子科学与工程

王馨怡 82.76 南开大学 化学类

魏瑶 82.67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曲志宇 82.55 吉林大学 化学基地班

林畅 82.05 北京大学 化学

林友宇 81.99 北京大学 化学类

瞿杨 81.55 山东大学 化学类

杨冠涛 81.06 兰州大学 化学基地班

郭玮明 80.97 南京大学 化学

赵思危 80.1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化学

武钦慈 79.97 北京大学 化学

赵健 79.87 郑州大学 应用化学

杨增旭 79.84 山东大学 化学类

杨子凡 79.71 南京大学 化学

吕由 79.62 四川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殷允念 79.55 郑州大学 化学

于航 79.31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黄宗煜 79.26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李晓宇 79.25 山东大学 化学基地班

周艺 78.96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刘少丞 78.95 山东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燕文超 78.78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闫杰 78.69 北京大学 化学

黄超然 78.65 厦门大学 化学



化学

吴东山 78.54 四川大学 化学

张雨童 78.4 南开大学 应用化学

詹佶睿 78.22 武汉大学 化学弘毅

程香月 77.96 南京大学 化学

李鸿鹏 77.92 南开大学 化学

林莹 77.89 中山大学 应用化学

任子琪 77.83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陈恒 77.75 山东大学 化学基地班

崔世勇 77.7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生物学

赵昕暐 77.26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梁晓阳 77.13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鲍志成 76.94 北京大学 化学

宋彭博 75.77 北京大学 化学

王德九 75.63 北京大学 物理学

蔡一辰 75.51 厦门大学 化学

钱阳 74.82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尹冰 74.8 吉林大学 化学

贡苡晟 74.7 复旦大学 化学

师明赫 74.65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梁子栋 74.41 南京大学 化学基地班

夏义杰 74.32 北京大学 化学

周嘉奕 74.29 吉林大学 化学

孙荣 74.27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于梦诗 74.27 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李国梁 74.09 四川大学 化学

许汉华 74.08 兰州大学 应用化学

张玉菁 74.02 武汉大学 化学类

王子羽 73.88 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

彭信心 73.82 南京大学 化学

毕云鹏 73.39 厦门大学 化学生物学

韩铱沆 73.28 南开大学 化学

董佳蕙 72.93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辛俊洁 72.87 北京化工大学 应用化学

李锦 72.7 兰州大学 化学

夏筱茜 72.6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生物学

王相贺 72.57 厦门大学 化学生物学

熊天宇 72.46 南开大学 化学生物学

李婧 72.34 山东大学 化学基地班

王朝骅 71.51 南开大学 化学类

曾华 71.23 南京大学 化学

张翼 71.21 天津大学 应用化学

蔡国鸿 71.17 中山大学 材料化学

秦少杰 71.11 福州大学 化学基地班

胡悦聪 71.06 北京大学 化学类

柴正祺 70.97 北京大学 化学

欧阳文柏 70.4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类

祁祺 70.43 浙江大学 化学



化学

梁松 70.43 南开大学 化学

魏成奇 70.4 北京大学 化学类

郭若垚 70.39 北京大学 化学

郭丽君 70.38 山东大学 化学

许雪晨 70.3 武汉大学 化学基地班

吴柏华 70.29 北京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左壮 70.12 山东大学 化学类

任柯欣 70.08 南开大学 化学

张明铉 70.0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张雨晨 69.24 南开大学 分子科学与工程

邹名之 69.17 南京大学 化学

周洋洋 68.99 南开大学 材料化学

吴剑扬 68.97 厦门大学 化学

刘东阳 68.79 北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雷佳楠 68.79 北京大学 化学类

王雅妮 68.73 北京大学 化学

彭程远 68.45 南开大学 化学

郭志滨 68.25 南开大学 分子科学与工程

朱振宇 68.1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梁伟昊 67.9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王怡 67.79 南京大学 化学基地班

赵锐驰 67.45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科学

袁昊 67.33 南京大学 化学

金杨亚男 67.16 四川大学 化学基地班

汤汝尧 67.15 南京大学 化学（基地）

李俊泽 67.13 北京大学 化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