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2019年广东省综合评价录取名单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考生科类 毕业中学 综合成绩 录取专业

0103123271 陈丹玥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7.395 临床医学(深圳)

1900101340 黄奕兴 男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7.31 旅游管理类

0802101876 黄林哲 女 理科 湛江第一中学 86.978 临床医学(深圳)

0112125046 李芊蔚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6.586 临床医学(深圳)

0604101357 郭昱航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6.466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4132260 王承皓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6.46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103121105 杜雨阳 男 理科 广东广雅中学 86.289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304103478 卫璟霖 男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6.27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303108104 张森森 男 理科 深圳中学 86.19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106101149 陈颖彦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6.158 临床医学(深圳)

0305103081 林辰 女 理科 深圳市育才中学 86.153 临床医学(深圳)

2000102893 郭立 男 理科 中山市第一中学 86.118 临床医学(深圳)

0104132023 麦华希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6.083 临床医学(深圳)

0104132329 彭一旸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6.082 临床医学(深圳)

0304103521 孙浩鹏 男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6.013 临床医学(深圳)

0512105245 潘皓 男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5.94 海洋科学

0113121024 杨韵婷 女 理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5.939 航空航天类

0605101465 陈雯 女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5.871 预防医学(深圳)

0104132049 冯勃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5.83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000192001 段枭 男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85.73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6101203 丁雪晴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5.726 旅游管理类

1900101503 王思茗 女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5.702 海洋科学

0402101447 王奕鹏 女 理科 珠海市第一中学 85.651 药学(深圳)

0512105581 陈思涵 女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5.581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2000102930 杨文龙 男 理科 中山市第一中学 85.545 航空航天类

0105102032 吴文渊 女 理科 广州市第六中学 85.542 土木类

0604101380 梁止柔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5.498 预防医学(深圳)

0604103020 吴本韬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三中学 85.427 航空航天类

0112190013 章一彤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5.419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32441 黎卓灵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5.391 旅游管理类

0104105051 孔誉谦 男 理科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85.294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3125034 谭思睿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85.27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604101387 王慧颖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5.267 材料类(深圳)

0308101357 唐行鉴 男 理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5.234 生物医学工程

0103121471 林榆礼 男 理科 广东广雅中学 85.218 预防医学(深圳)

0103104026 何泳 女 理科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85.18 地理信息科学

0104132143 廖思蔚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5.174 材料类(深圳)

0605101699 黄国明 男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5.157 旅游管理类

0104101271 黄以桦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三中学 85.137 旅游管理类

0113121208 马潇扬 男 理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5.093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3123260 刘怡文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5.053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304103544 周华伟 男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5.042 材料类(深圳)

0308101289 张欣然 女 理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5.035 生态学

0103123346 曾肇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5.027 地理信息科学

0104132121 常乐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956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513121579 林垦 男 理科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84.942 土木类

0103123461 邬璟芝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914 生物医学工程



0103123503 朱羿戎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911 生态学

0113101233 陈百辉 男 理科 广东仲元中学 84.883 航空航天类

1802101012 黄炫超 男 理科 清远市第一中学 84.865 土木类

1900194595 何思洋 女 理科 东莞市粤华学校 84.844 大气科学类

0604101324 罗泓盛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838 生物医学工程

2000102087 韦世宸 男 理科 中山市第一中学 84.816 材料类(深圳)

1701101211 梁崇民 男 理科 广东省阳江市第一中学 84.781 材料类(深圳)

0106101067 邱晓萍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4.778 预防医学(深圳)

0103123323 朱子曼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768 生态学

0103123569 李沅峰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748 大气科学类

0103123453 符康琦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738 航空航天类

0104132086 缪梦昭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723 药学(深圳)

0103123266 吴明帅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722 航空航天类

0606101024 陈婷宜 女 理科 顺德一中 84.712 药学(深圳)

0103123146 袁佳欣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701 药学(深圳)

0803102238 陈哲禧 男 理科 湛江市第二中学 84.639 材料类(深圳)

0104132446 于晓舟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632 预防医学(深圳)

0802101129 黄海蓝 女 理科 湛江第一中学 84.626 地理信息科学

0115105079 杨诗敏 女 理科 广州外国语学校 84.616 大气科学类

0113103084 郑毅 男 理科 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 84.547 土木类

0104132081 张云婷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546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03123009 杨翰伦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533 药学(深圳)

0784101650 胡浩轩 男 理科 鹤山市第一中学 84.514 地理信息科学

0781101029 谭淑元 女 理科 台山市第一中学 84.503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05120 宋洋 男 理科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84.483 大气科学类

0604101273 翟悦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45 生物科学

0106101347 王奕博 男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4.437 生物医学工程

0112125278 梁越 男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4.426 材料类(深圳)

0106101300 邝惠茹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4.423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06102076 郑舒童 女 理科 广州中学 84.408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4132344 林霆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397 生物医学工程

0701101301 黎致远 男 理科 江门市第一中学 84.38 海洋科学

1202102249 钟英航 男 理科 广东肇庆中学 84.374 药学(深圳)

0103123568 林盈滢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364 土木类

0104183186 郭荣铿 男 理科 广东仲元中学 84.361 预防医学(深圳)

0103123138 陈新林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359 土木类

0103109348 蔡炜 男 理科 广州市真光中学(高中部) 84.336 材料类(深圳)

0512105481 陈泽森 男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4.293 航空航天类

0784101633 李敏慧 女 理科 鹤山市第一中学 84.288 生态学

0606101040 梁晓彤 女 理科 顺德一中 84.282 药学(深圳)

0606101176 欧阳斌 男 理科 顺德一中 84.278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90120 高伊雯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258 药学(深圳)

0304122053 孙博一 女 理科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84.238 地理信息科学

0307112209 张一茜 女 理科 深圳科学高中 84.226 材料类(深圳)

0901101083 梁馨月 女 理科 茂名市第一中学 84.212 大气科学类

0604101023 张加敬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209 生物医学工程

1900101136 朱睿 男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4.203 材料类(深圳)

0103123135 陈一宁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201 生态学

0104132504 陈奕伊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16 药学(深圳)

0104132388 谢嘉浩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156 生物医学工程

0304103211 钟文浩 男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4.147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10018 罗雅雯 女 理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4.147 航空航天类

1601101478 麦新纪 男 理科 连平县连平中学 84.13 大气科学类

0104110038 梁毅 男 理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4.12 预防医学(深圳)

1202102258 李悦明 女 理科 广东肇庆中学 84.08 海洋科学

1802101035 吴炜键 男 理科 清远市第一中学 84.078 预防医学(深圳)

0104132127 吴天与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05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32528 罗颖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028 土木类

0701101334 何东林 男 理科 江门市第一中学 84.023 海洋科学

0112125483 萧梵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4.016 材料类(深圳)

0304103249 童健愉 女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3.996 预防医学(深圳)

0105190148 王冰冰 男 理科 广州市第六中学 83.966 材料类(深圳)

0606138169 陈逸灵 女 理科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83.964 生物医学工程

0103121107 李芷灵 女 理科 广东广雅中学 83.942 海洋科学

0104132389 张峻睿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935 土木类

0103123097 郭经纬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905 生物医学工程

0104132068 肖雯菲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86 材料类(深圳)

0103123368 刘蕴颍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843 大气科学类

0605101328 张依林 女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3.841 材料类(深圳)

1900195062 王睿源 男 理科 东华高级中学松山湖校区 83.838 航空航天类

0106101345 戴子怡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3.834 海洋科学

1900101286 陈俊霖 男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3.832 材料类(深圳)

0604101461 胡竣恒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83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1302190017 杨立臣 男 理科 惠州市第一中学 83.822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3109256 黄泰和 男 理科 广州市真光中学(高中部) 83.809 航空航天类

0513121209 林奕夫 男 理科 潮阳实验学校 83.807 航空航天类

0513121141 郑舒楠 女 理科 潮阳实验学校 83.799 生物医学工程

0802101132 黄悦平 女 理科 湛江第一中学 83.79 大气科学类

0105102034 冼禧缘 男 理科 广州市第六中学 83.764 土木类

0103123019 陈宁欣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751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164 肖俊希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741 土木类

0305103067 关玉田 女 理科 深圳市育才中学 83.738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604101021 叶奕鸿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701 航空航天类

0112125200 陈松语 男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692 海洋科学

0607101493 戴智安 男 理科 三水区三水中学 83.656 生物科学

0112125370 练沛然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633 大气科学类

0112125037 苏嘉茵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624 大气科学类

0106101307 林浩宇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3.598 航空航天类

0303108222 冯家杰 男 理科 深圳中学 83.58 大气科学类

0113102541 韩文翔 男 理科 广东番禺中学 83.553 航空航天类

0104132172 黄伦漳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539 大气科学类

0604103029 邓捷潆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三中学 83.526 大气科学类

1900101122 吴南苛 女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3.522 大气科学类

0106116017 余楚玥 女 理科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83.518 大气科学类

0115105064 黄心悦 女 理科 广州外国语学校 83.516 地质学类

0104111023 谢安晟 男 理科 广州市育才中学 83.485 生物科学

0106114001 蔡谕锋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83.483 航空航天类

0304103341 李慧君 女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3.474 大气科学类

0104110022 莫凯旋 男 理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3.47 海洋工程与技术

1781101222 梁灏 男 理科 阳春市第一中学 83.462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13101624 陈伟健 男 理科 广东仲元中学 83.451 航空航天类

0112125597 徐艺萱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447 航空航天类



0106101101 沈文婷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3.424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12125257 曾嵘 男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419 大气科学类

0104134040 夏溦璘 女 理科 广州市铁一中学校本部 83.415 航空航天类

0111190206 翁曼诗 女 理科 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83.409 大气科学类

1900129005 罗杨林 男 理科 东莞市南开实验学校 83.406 生物科学

0308101254 何雪盈 女 理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3.396 航空航天类

0606101217 王博轩 男 理科 顺德一中 83.389 航空航天类

0305103247 杨柳青 女 理科 深圳市育才中学 83.375 大气科学类

0605101056 邝章晖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371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605101631 李晓泳 女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3.368 海洋科学

0605101306 谢嘉杰 男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3.366 生物科学

0606190087 邱广 男 理科 顺德李兆基中学 83.36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00107006 莫宗熹 男 理科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83.342 海洋科学

0512105259 张晓琳 女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3.319 海洋工程与技术

0604101427 陈至睿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301 海洋工程与技术

1900136124 林诗汇 女 理科 东莞市粤华学校 83.3 海洋科学

1900106158 王婷 女 理科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83.292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4132523 王嘉璐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289 海洋科学

1900101110 刘震声 男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3.268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1601101329 钟艳灵 女 理科 河源中学 83.234 地质学类

0310104082 胡淞元 男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3.233 地质学类

0304103483 熊艺轩 女 理科 深圳高级中学 83.21 海洋科学

0103121078 柳莹莹 女 理科 广东广雅中学 83.204 大气科学类

0104102051 杜韵琦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七中学 83.203 地质学类

0402101435 文丁锐 男 理科 珠海市第一中学 83.185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84101655 黄穗璇 女 理科 鹤山市第一中学 83.182 海洋科学

0512105231 李函 女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3.174 海洋科学

0105102017 黄蜻蜓 女 理科 广州市第六中学 83.165 化学工程与工艺

0308101338 郑劲言 男 理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3.147 地质学类

0802101438 陈语颖 女 理科 湛江第一中学 83.145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4230 侯艾一 女 理科 广州市铁一中学校本部 83.14 地质学类

0113120009 罗俊平 男 理科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83.086 海洋科学

0402101451 李若雅 女 理科 珠海市第一中学 83.081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3123417 乔荷玉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076 海洋科学

0606190082 廖扬 女 理科 顺德李兆基中学 83.076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04132406 黄凯腾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059 地质学类

0802101879 李文婧 女 理科 湛江第一中学 83.048 海洋科学

0104132301 曹羽晴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3.034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605101677 关僖 女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3.028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0103123526 李书蕴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023 地质学类

0103123229 辛邦杰 男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012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00101482 黄彦滢 女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2.995 地质学类

1900136131 刘婷 女 理科 东莞市粤华学校 82.988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5201101057 卢澈 男 理科 揭阳第一中学 82.981 地质学类

0106116039 陈怡乐 女 理科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82.964 化学工程与工艺

5322101019 徐子欣 女 理科 郁南县西江中学 82.962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04101135 秦浩鹏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2.95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304 李舒敏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945 地质学类

0104110014 李玥汶 女 理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2.943 化学工程与工艺

0402101070 赖泽华 男 理科 珠海市第一中学 82.94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158 刘心悦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929 海洋科学



0103104072 曾滢 女 理科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82.914 地质学类

0512105506 唐立涛 男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2.903 地质学类

1900158064 叶家扬 男 理科 东华高级中学松山湖校区 82.903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10040 胡杰伟 男 理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2.901 海洋科学

1402106063 刘熙翔 男 理科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82.878 海洋工程与技术

0605101557 吴梓恒 男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2.864 海洋科学

0605101391 何正伟 男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2.864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02060 梁晶晶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七中学 82.839 海洋工程与技术

2000101654 王颖芝 女 理科 中山纪念中学 82.838 海洋科学

0604101476 朱云海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2.826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05101219 周洲 男 理科 南海区石门中学 82.821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06101267 郑懿 男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2.821 海洋科学

0106101349 朱珈宜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2.803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13121212 冯湘愉 女 理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2.802 地质学类

0103123468 严瑾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2.789 海洋科学

0606101081 林冠桦 男 理科 顺德一中 82.778 地质学类

0112125064 陈靖希 女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2.754 海洋科学

0106101322 杨官豆豆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2.753 地质学类

0308101114 海斯迪 男 理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2.752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00101196 黄润辉 男 理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2.748 化学工程与工艺

1802101027 阙昊 男 理科 清远市第一中学 82.747 地质学类

0103101512 林峰 男 理科 广州市第一中学 82.745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06101038 梁丹璐 女 理科 顺德一中 82.745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04101147 林缃遥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2.717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06101305 李芷清 女 理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2.71 海洋工程与技术

0304101321 李星YAN 男 理科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82.7 地质学类

0515101302 王璞 女 理科 汕头市澄海中学 82.696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13101379 萧旭汉 男 理科 广东仲元中学 82.666 海洋工程与技术

0604101157 邱衍鸿 男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2.653 海洋工程与技术

0606101307 蒙泽锴 男 理科 顺德一中 82.632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06136112 郭梓欣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82.607 地质学类

0103123435 林远致 女 理科 广东实验中学 82.595 地质学类

0112125094 李津桦 男 理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2.594 地质学类

0606190007 戴润生 男 理科 顺德一中 82.591 地质学类

0106102154 胡恒瑜 男 理科 广州中学 82.584 海洋工程与技术

0604101383 张可欣 女 理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2.555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082 郭润语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544 地质学类

0512105561 王辑思 女 理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2.54 海洋工程与技术

1402106928 温光洪 男 理科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82.495 海洋工程与技术

1302105165 杨瀚民 男 理科 黄冈中学惠州学校 82.492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13101234 唐浩正 男 理科 广东仲元中学 82.485 地质学类

0104132355 李雯哲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471 地质学类

2000103007 李榕盛 男 理科 中山市华侨中学 82.449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502 唐伊漫 女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44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04132094 李博为 男 理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2.433 海洋工程与技术

0113120016 黄腾辉 男 理科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82.404 海洋工程与技术

0303101055 张绍慧 女 理科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82.396 海洋工程与技术

2000204115 汪云鹏 男 文科 中山市实验中学 86.238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4210133 袁焕桐 男 文科 广州市培正中学 86.144 国际政治

1302201411 谭启玄 男 文科 惠州市第一中学 86.073 汉语言文学(珠海)

1402206298 温梓祺 男 文科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85.85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4232056 李樱琪 女 文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5.547 汉语言文学(珠海)

0512205165 曹蔓杰 男 文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5.455 国际政治

0113221016 李卓莹 女 文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5.42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4232043 黄甘霖 女 文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5.381 旅游管理类

0604201096 梁颖雯 女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5.35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5281223259 李明杰 男 文科 普宁市勤建学校 85.208 汉语言文学(珠海)

0113201025 陈蕾 女 文科 广东仲元中学 85.10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308201032 张延 女 文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4.886 旅游管理类

0604201149 邹宛彤 女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804 哲学(珠海)

0512205172 陈文韬 男 文科 汕头市金山中学 84.695 汉语言文学(珠海)

0604201039 刘宇轩 男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652 国际政治

0106201003 许悦 女 文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4.64 国际政治

0308201031 郑嘉彩 女 文科 深圳外国语学校 84.574 汉语言文学(珠海)

0701201116 黄缨琦 女 文科 江门市第一中学 84.573 旅游管理类

2000201194 李沅蔚 女 文科 中山纪念中学 84.512 哲学(珠海)

1402206322 朱章宝 男 文科 梅州市梅县东山中学 84.505 历史学(珠海)

1402208105 林润基 男 文科 梅州市曾宪梓中学 84.456 旅游管理类

0115205043 陈佳宏 男 文科 广州外国语学校 84.438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3223017 陈芳蕾 女 文科 广东实验中学 84.43 哲学(珠海)

0304205103 黄舒茗 女 文科 深圳市红岭中学 84.4 历史学(珠海)

0983203022 李昕 女 文科 信宜中学 84.269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4232094 陆开成 男 文科 广州市执信中学 84.266 历史学(珠海)

0113201004 罗芷筠 女 文科 广东仲元中学 84.247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604290007 张文馨 女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4.218 历史学(珠海)

0111290120 林思逸 女 文科 广州市第六十五中学 84.14 哲学(珠海)

0304201030 胡纤纤 女 文科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84.05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13221012 钟星然 女 文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4.021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13201081 严诗琪 女 文科 广东仲元中学 84.009 哲学(珠海)

0515201061 林路宁 女 文科 汕头市澄海中学 83.985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4202030 谢圆 女 文科 广州市第七中学 83.97 旅游管理类

0304201055 吴子靖 男 文科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83.919 旅游管理类

0113221006 阮钰清 女 文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3.863 旅游管理类

0501201096 陈雍丽 女 文科 汕头市第一中学 83.836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3223019 张亦弛 女 文科 广东实验中学 83.745 旅游管理类

0304201042 王子嫣 女 文科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83.733 旅游管理类

0112225134 甄雯珣 女 文科 广州市第二中学 83.71 旅游管理类

0103221152 温于婷 女 文科 广东广雅中学 83.704 旅游管理类

1900201060 王诺 女 文科 东莞市东莞中学 83.65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103202018 何梓源 男 文科 广州市第四中学 83.613 旅游管理类

0113221110 林姝琦 女 文科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大学城校区 83.57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0604201123 罗永林 男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57 旅游管理类

0604201059 邱玥 女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544 外国语言文学类(珠海)

5102201029 曾梓淇 女 文科 潮州市金山中学 83.5 旅游管理类

0604201110 羽雪莹 女 文科 佛山市第一中学 83.354 旅游管理类

0113201044 王奕 男 文科 广东仲元中学 83.287 旅游管理类

0104202053 钟尚耘 女 文科 广州市第七中学 83.26 旅游管理类

0104205064 谢慧儿 女 文科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83.209 旅游管理类

0103221153 谢彤 女 文科 广东广雅中学 83.198 旅游管理类

0304205012 赖国俊 男 文科 深圳市红岭中学 83.15 旅游管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