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2022年保送生录取考生信息公示

高考报名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保送类型

22420103****24 吴冠汝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3 刘盈暄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3 韩翰琳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1 万依零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32 周焱灵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6 杨谦锐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0 甘罗慧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35 万余怿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0 杨思琦 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6****24 李炆泽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1102****32 陈硕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601****94 王昊赢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22 李铖光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32 沈烨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1102****48 严志豪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86 泮忆铭 北京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53 马英豪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46 周航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31 章奕哲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9 杜宣熠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6****33 舒炜杰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65 熊奕昕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9 张钰淇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0 屈子湉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6****40 夏语兴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34 季乐珩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8 潘霖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38 郭子豪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7 毛烨希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6****45 郑曦林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30 张紫辰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6****34 苏嘉稀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16 冯豆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21 蒋羽博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96 汪宇萌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1 罗民睿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6****25 刘承林 清华大学 奥赛国家队集训学生
22420103****51 葛宇琛 清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6 李秉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1 刘柏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0 定希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5 严晨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0 薛楚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3 杨梓博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2 李宁锡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6 周天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39 袁光齐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6 姜芷萱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1 张可奕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2 万皓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3 杨婕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3 郭婉滢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4 姚子杨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8 黄可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6 陈一诺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1 赵恒卓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0 徐思琪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2 李可儿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5 刘思语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7 何嘉怡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7 常高凌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4 王赞 复旦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2 陈泰然 同济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2 向欣怡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8 蔡旻卉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5 乐文琦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8 曾宝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5 叶旻玥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1 彭思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6 彭乐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1 朱晗瑞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2 谷天乐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9 罗楚羲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6 刘洋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8 苏钰祺 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8 黄思宇 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3 华慎之 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5 李炜晨 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4 何苗 南京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8 刘雨菲 浙江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6 吴怡 浙江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5 丁蕊清 浙江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7 许兰欣 浙江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0 李心竹 浙江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0 谢欣然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6 程明菁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5 鲍思琪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1 肖明瑫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6 吴苏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6 吴芊芊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9 杨宜嘉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8 李高欣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9 詹笑妍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12 刘思菲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51 张天同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7 胡妙馨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1 刘雅萌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3 沈奕雯 武汉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38 肖紫月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0 许修泽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02 黎想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4 施若林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4 陈天灏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9 曹晶菁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3 李张傲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4 郭嘉祺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9 周玥含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23 刘璟涵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2 陈子湉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4 鲍彦冰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97 方子莹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49 蒋天昱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81 熊强羽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9 刘诗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63 全梦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0103****74 郭静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中学优秀学生
22422802****77 张宇峰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11****53 王乐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301****20 文银杭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301****76 陈柏良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7****93 林心玉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821****03 杨柳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6****69 王颖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9****64 陶育畅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6****70 李雪平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9501****67 孙露 华中科技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1127****20 胡晟 江汉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201****51 柯钊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9****60 朱申钦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5****45 高华泽 同济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2****05 严智宇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11****91 周正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3****63 黄闯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3****62 黄聪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601****37 王富强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501****74 丁剑峰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6****71 张俊杰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1083****54 黄汉生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682****55 王皓然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201****36 林海坤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05****83 邱泳淇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11****52 向飞洋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501****56 向术林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821****02 谭浩东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111****50 张家昊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员保送
22420984****41 刘千豪 中国矿业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109****85 胡小龙 中国矿业大学 运动员保送
22420801****55 潘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四级伤残民警子女
22421003****20 高凌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二级英模子女
22420501****85 刘楚薇 湖北警官学院 四级伤残民警子女
22420102****07 翟佳明 湖北警官学院 二级英模子女
22421087****92 吴毅楷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四级伤残民警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