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2020年地方专项录取考生信息

考生号 姓名 中学 科类 录取专业

20320324450102 仲媛媛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理工 经济学

20320324492555 顾芯宇 睢宁县第一中学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20320381490437 马晨 新沂市第一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20320382470379 李志威 邳州市炮车中学 理工 生物技术

20320382490142 谭梦珠 邳州市方圆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20320481470376 丁静娴 溧阳市南渡高级中学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20320621491228 景晨 海安市曲塘中学 理工 车辆工程

20320682490448 钱沁朗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理工 车辆工程

20320682490594 范冰灵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20320682490864 赵冠杰 江苏省石庄高级中学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20320707470278 王勐勐 赣榆县第一中学 理工 车辆工程

20320707470365 张安萍 赣榆县第一中学 理工 经济学

20320707491061 王灏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20320722490115 孙锐 东海县县报生 理工 生物技术

20320723450025 吴雨轩 灌云县县报生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320723490341 朱可馨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理工 经济学

20320724490965 季鹏飞 灌南高级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20320724490983 辛旺 灌南高级中学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20320829450046 刘唯一 江苏省洪泽中学 理工 经济学

20320922470207 吉周颖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20320922470354 李紫苏 江苏省滨海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20320922490121 顾昌辉 滨海县往届生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20320922490213 周井川 滨海县往届生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20320923490184 汤其楠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320923490351 朱妍静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20320923490515 姚源倩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经济学

20320923490578 王颖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320923490647 蔡心一 江苏省阜宁中学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20320924450380 徐舒怡 江苏省射阳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20320924490144 刘欣 江苏省射阳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20320924490384 司汶青 江苏省射阳中学 理工 生物技术

20320924490498 付文静 江苏省射阳中学 理工 化学(师范)

20321181450393 王栋 丹阳市第五中学 理工 车辆工程

20321204450706 刘骋昊 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 理工 环境科学

20321283491146 殷迅 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 理工 地理科学(师范)

20320117680012 孔紫平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117680343 王治艮 溧水区第三高级中学 文史 法学

20320324680200 樊巧玉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文史 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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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381680212 李宜桐 新沂市第一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381680277 王者 新沂市第一中学 文史 翻译

20320382681020 刘丝雨 邳州市明德实验学校 文史 翻译

20320621680714 江晗 海安市南莫中学 文史 社会工作

20320707680149 刘雨青 赣榆区区报生 文史 行政管理

20320723680224 马垚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文史 法学

20320826680046 周艳 涟水县往届生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830680167 沈驰 江苏省盱眙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922670039 王凡 江苏省滨海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923680076 殷楚楚 江苏省阜宁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923680156 张鹏翔 江苏省阜宁中学 文史 历史学(师范)

20320923680174 高玥 江苏省阜宁中学 文史 社会工作

20320923680279 戴航 江苏省阜宁中学 文史 行政管理

20320924680163 陈陈 江苏省射阳中学 文史 社会工作

20321112670006 刘毅 江苏省大港中学 文史 行政管理

20321183680020 李欢 句容市高补班 文史 行政管理

20321183680401 邱型宇 句容市第三中学 文史 翻译

20321202680663 于海涛 泰州市民兴实验中学 文史 行政管理

20321202680689 孙燚蓉 泰州市民兴实验中学 文史 法学

20321203680156 王莹 泰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文史 法学

20321301680239 刘囡 江苏省宿迁中学 文史 法学

20321301681035 李恩熙 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 文史 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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