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海洋大学2019年山东省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名单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录取专业 毕业中学

19371302152919 李宇晨 女 数学类 数学类 临沂第七中学

19370303150908 刘立凡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淄博实验中学

19370502150398 王硕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东营市第一中学

19370112152381 王天宇 女 数学类 数学类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9370181151456 丁代林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9371522150294 郭效天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莘县第一中学

19371302153022 任京文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19371482150607 梁陶然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禹城市第一中学

19371482150612 郝元菘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禹城市第一中学

19371321152850 杜月馨 女 数学类 数学类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19370303150296 李宇宸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淄博实验中学

19370202150496 朱镕杰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9371302153858 孙崇泰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临沂第一中学

19370181151483 李金月 女 数学类 数学类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9370102150950 庄岳川 男 数学类 数学类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370202150531 魏坤宇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9371102150638 李雨宸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9370202150472 庄原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9371302153540 高楚仪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临沂第一中学

19371202151434 陈世源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9370104150841 刘妍欣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实验中学

19371302111886 胡佳睿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临沂第一中学

19370206110226 郭子越 男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0923110425 王策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东平高级中学

19370323110472 吴润青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沂源县第一中学

19370202110238 王珵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9371002110220 于宛禾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威海市第一中学

19370206110255 修一可 女 外语类 朝鲜语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0103150166 王瑞洁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实验中学

19371625151285 张潇龙 男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第 1 页，共 2 页



中国海洋大学2019年山东省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名单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录取专业 毕业中学

19370811151152 刘琴心 女 外语类 日语 济宁市第一中学

19370502150524 燕瑞辰 男 外语类 日语 东营市第一中学

19370902150729 张若萱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9370212110258 纪苏源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9370203110758 蔡昕润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19371302110125 崔高赫 男 外语类 日语 临沂第一中学

19370212110301 楼安琪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9370321110695 张一鸣 男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19370206110150 郭小溪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0202110061 戴雨菲 女 外语类 日语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9370181151488 胡定奥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19371102150704 王子绪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9370206150343 侯端涛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0112152357 赵祖东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9371482150743 尚明治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禹城市第一中学

19370206150457 林轩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0112152374 车田蕊 女 物理类 物理学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9370212150767 盛浩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9370181151468 智鑫慧 女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9370206150574 岳宇轩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9371524150016 张天航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东阿县第一中学

19370203150522 章浩宇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青岛实验高级中学

19370203150564 胡昊旸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青岛实验高级中学

19371321150441 葛畅 女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19371202151678 华浩哲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9370784150425 孙晨壹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安丘市第一中学

19371425150069 李乙烨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齐河县第一中学

19371302153538 诸葛铭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临沂第一中学

19370828150046 杜子丰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金乡县第一中学

19371725150950 周生棒 男 物理类 物理学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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