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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楠 071005 微生物学 93.4 93.4 郑世学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 冯亚丽 071005 微生物学 90.3 90.3 赵秀云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 高笑坤 071005 微生物学 85.0 85.0 张吉斌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 候春晖 071005 微生物学 94.0 94.0 端木德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 胡晓娴 071005 微生物学 93.0 93.0 陈正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 胡志琦 071005 微生物学 90.5 90.5 李英俊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7 金珏 071005 微生物学 90.0 90.0 何璟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8 李倩 071005 微生物学 85.9 85.9 彭楠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9 刘艳楸 071005 微生物学 88.0 88.0 韩文元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0 刘重麟 071005 微生物学 94.5 94.5 彭东海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1 吕睿琦 071005 微生物学 93.0 93.0 李姗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2 马明月 071005 微生物学 90.6 90.6 李友国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3 牟可昕 071005 微生物学 90.2 90.2 陈雯莉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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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宋豪 071005 微生物学 89.0 89.0 葛向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5 孙惠婉 071005 微生物学 95.0 95.0 祁高富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6 谭述新 071005 微生物学 90.2 90.2 陈雯莉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7 汪铃林 071005 微生物学 90.1 90.1 李友国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8 王万乐 071005 微生物学 90.0 90.0 陈雯莉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19 熊会 071005 微生物学 92.0 92.0 端木德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0 鄢梓昂 071005 微生物学 92.0 92.0 曹扬荣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1 张敏 071005 微生物学 89.0 89.0 梁运祥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2 赵天天 071005 微生物学 95.0 95.0 郑世学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3 赵彦雯 071005 微生物学 93.0 93.0 曹扬荣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4 郑程博 071005 微生物学 94.5 94.5 彭东海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5 钟佩 071005 微生物学 94.0 94.0 何璟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6 周芷菡 071005 微生物学 94.5 94.5 孙明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7 朱梦越 071005 微生物学 92.6 92.6 端木德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28 林晨熙 071006 神经生物学 85.5 85.5 郭敏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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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凌鹏 071006 神经生物学 91.9 91.9 董志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0 朱略明 071006 神经生物学 93.5 93.5 董志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1 蔡畅 071007 遗传学 90.3 90.3 何予卿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2 桂乐月 071008 发育生物学 92.0 92.0 陈春丽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3 唐翊 071009 细胞生物学 92.0 92.0 陈春丽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4 向依萌 071009 细胞生物学 91.6 91.6 赵毓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5 殷凯莉 071009 细胞生物学 92.6 92.6 胡红红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6 边明星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1.1 91.1 刘主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7 陈莎莎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8.0 98.0 周志鹏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8 程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3 90.3 刘主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39 杜张萌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刘主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0 龚世诚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7 90.7 周道绣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1 黄子烨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7.5 97.5 黄三文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2 李心如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1.2 91.2 袁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3 李星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严顺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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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李亚婷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8.0 88.0 欧阳亦聃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5 刘星汛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3.0 93.0 袁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6 苏依依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4.4 94.4 丰明乾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7 王子卿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6.0 96.0 周志鹏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8 吴钰静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严顺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49 吴志发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闫俊杰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0 杨桐彬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严顺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1 张欣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殷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2 朱秋宇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90.0 90.0 李姗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3 王小婷 0710Z2 基因组学 89.0 89.0 李兴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4 于可纯 0710Z2 基因组学 88.0 88.0 陈振夏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5 余珊珊 0710Z2 基因组学 89.0 89.0 陈振夏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6 蓝丝娜 0710Z4 肿瘤生物学 92.3 92.3 丰明乾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7 石宇宇 0710Z4 肿瘤生物学 92.0 92.0 张晓妍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58 石雨鑫 0710Z4 肿瘤生物学 94.3 94.3 姚帆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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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张悦 0710Z4 肿瘤生物学 92.0 92.0 张晓妍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0 白洁 083600 生物工程 89.0 89.0
赵述淼

彭楠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1 黄雅铮 083600 生物工程 91.0 91.0 何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2 焦天 083600 生物工程 94.0 94.0 何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3 梁予倩 083600 生物工程 92.0 92.0 李英俊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4 罗雨璠 083600 生物工程 92.0 92.0 彭楠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5 彭章中 083600 生物工程 91.6 91.6 韩文元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6 王婷慧 083600 生物工程 88.7 88.7 赵述淼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7 吴畅 083600 生物工程 87.0 87.0 韩文元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8 杨惠清 083600 生物工程 90.0 90.0 梁运祥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69 张维 083600 生物工程 93.0 93.0 何进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70 张晓妍 083600 生物工程 90.0 90.0 李明顺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71 周燕 083600 生物工程 94.0 94.0 阮丽芳 全日制 非定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