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工业大学2022年“励学成才计划”拟获得资格考生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地 学籍所在中学

221000502000027 陈楷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033 夏宇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221000502000038 周文静 河南省 潢川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081 贾蕾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114 赵毅恒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127 郭亦豪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153 韩鹏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158 张一 河南省 扶沟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163 张资度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168 李泽杨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221000502000188 高央央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221000502000196 赵昱淞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198 张御博 河南省 洛阳市栾川朝阳中学
221000502000226 李亚迪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259 周恒 河南省 扶沟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269 苏和朋 贵州省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276 戴赵辉 江西省 修水一中
221000502000285 朱芷航 吉林省 敦化市实验中学
221000502000291 李金明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340 徐甜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
221000502000347 郭元斌 河南省 内乡菊潭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360 康凯健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366 李泽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371 许孟川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398 赵俊然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399 周双颖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02 韩佳颖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12 程佳美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15 陈文彬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22 王迈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27 刘颖瑾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58 陈奕菲 内蒙古 开鲁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467 王迎澳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473 崔茜琳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79 崔俊美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80 金雅莉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88 张佳怡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498 梁策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507 宋继权 河北省 河北郑口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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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0502000541 完颜文迪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42 高一诺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46 徐畅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47 张珂珂 河南省 柘城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60 郑垚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568 朱炳炫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69 马旭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71 孟思源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75 李琦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580 崔冰冰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585 谷晓乐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21000502000588 杨丹雨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590 余伟杰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613 宋嫚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221000502000617 王安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635 李子玥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652 景嘉贺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656 许静博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667 陈卓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668 张家源 四川省 西昌市川兴中学
221000502000692 刘晶楠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699 康宸搏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709 张建果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721 刘佳明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221000502000759 张一诚 河北省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767 孙锋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785 李润涛 河南省 叶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792 付浩苒 内蒙古 克什克腾旗经棚一中
221000502000808 贾音 河南省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820 谢兴林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822 刘泽菁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0835 白家硕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837 李弘扬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221000502000848 李康迪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862 韩涵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880 张超 河北省 平泉市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882 赵胤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
221000502000892 王星寓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897 马煜骁 河北省 河北祖冲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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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0502000900 朱琪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15 徐怀诚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27 谢祥宇 河南省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30 陈新语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40 宋振川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56 王博爱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64 石一鸣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80 张贺超 河北省 河北省临西实验中学
221000502000989 孙志浩 河北省 河北省承德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0993 单浩源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97 邓佳莹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0998 刘嘉乐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12 任朝阳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13 汪保胜 河南省 潢川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17 郭雅文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36 邢驰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37 高靖翔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40 张俊林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56 刘培鑫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57 刘天赐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070 蔡杼炆 四川省 四川省大竹中学
221000502001076 梅仟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1082 葛洺言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221000502001097 李江华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00 郭毅 福建省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221000502001102 汪云 甘肃省 甘肃省甘谷第一中学
221000502001111 范凯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17 赵子仁 河南省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25 刘烨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221000502001135 叶茂林 河南省 光山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42 莫淑粉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43 陈岳阳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46 王辰乐 河南省 商水县第二高中
221000502001147 周亮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51 常贻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56 陈东冉 河南省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61 郭海鹏 甘肃省 泾川县第一中学
221000502001174 刘雪雅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1178 熊德虎 河南省 光山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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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00502001179 曹克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87 吴镏良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88 高嘉培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190 田奉泽 河南省 商水县第二高中
221000502001206 庞佳宁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1208 程秀鹏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12 史宜展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19 张永斌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25 李钰尧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34 车思汉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1252 张宇洁 河南省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第一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59 于晨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21000502001262 朱念新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21000502001265 钟亦轩 湖南省 龙山县华鑫学校
221000502001270 徐昕怡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