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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天翼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李俊 申请考核 81 是

陈利贞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李俊 申请考核 63 否

马金艺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马振毅 硕博连读 91 是

张玉琪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谢向阳 申请考核 79.6 是

周婷 071000 生物学 学术学位 朱毅 硕博连读 82.2 是

曾佳佳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白虹 硕博连读 91.6 是

李桐萱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冯善宇 硕博连读 92 是

郑鉴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李龙 申请考核 92.8 是

黄秋敏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刘喆 硕博连读 92.2 是

雷新月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刘喆 硕博连读 92.2 是

赵晓芸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牛文彦 硕博连读 91.8 是

于开源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王荃 硕博连读 92 是

马锦征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杨洁 硕博连读 93.2 是

扈利红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杨洁 硕博连读 92.4 是

葛同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姚智 硕博连读 94 是

张鍖锐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姚智 硕博连读 92 是

单效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余秋景 硕博连读 93.2 是

崔兆海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周洁 申请考核 91.4 是

冯龙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周洁 申请考核 59 否

杨子夏 100102 免疫学 学术学位 周洁 硕博连读 91.6 是

黄俊凯 100103 病原生物学 学术学位 胡立志 申请考核 88.4 是

卓越 100103 病原生物学 学术学位 周东明 申请考核 89.8 是

蒋红梅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学术学位 刘志强 申请考核 94 是

陈帅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学术学位 孙燕 申请考核 89.76 是

刘婧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学术学位 孙燕 申请考核 80 否

李国华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程涛 申请考核 88.2 是

于康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程涛 申请考核 52.6 否

高振悦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梅玫 硕博连读 89.7 是

孙小雨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吴旭东 申请考核 89.4 是

秦晓阳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吴旭东 硕博连读 86.1 是

邱帅 1001Z1 医学细胞生物学 学术学位 尹海芳 申请考核 87 是

陆玉妹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陈宇鹏 申请考核 92 是

包凯文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石磊 申请考核 91 是

赵娇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石磊 申请考核 88 是

胡彩艳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石磊 申请考核 71 否

高天杨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王艳 硕博连读 89 是

王孝臣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宣成昊 申请考核 9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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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超然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张锴 申请考核 90 是

王耀琴 1001Z2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学术学位 张锴 申请考核 72 否

张芳妮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艾玎 申请考核 81.2 是

全美熹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艾玎 硕博连读 84.4 是

黄金灿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常永生 申请考核 77.8 是

刘美辰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杜杰 申请考核 57.6 否

颜岑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杜杰 申请考核 55.6 否

段进杰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王春炅 硕博连读 80.8 是

马倩楠 1001Z3 医学生理学 学术学位 朱毅 硕博连读 79.8 是

汪子涵 1001Z4 医学遗传学 学术学位 李光 硕博连读 94.8 是

付婷 1001Z4 医学遗传学 学术学位 李光 硕博连读 91.1 是

邵晓雯 1001Z4 医学遗传学 学术学位 张宁 硕博连读 91.7 是

李亭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陈莉明 申请考核 88.4 是

王悦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陈莉明 申请考核 85.3 否

邓铃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付蓉 申请考核 91.4 是

郭依璇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付蓉 硕博连读 90.3 是

许嘉璐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刘铭 申请考核 96 是

王敏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刘铭 申请考核 96 是

张云鹏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刘彤 硕博连读 80 是

肖娜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87.7 是

王怡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85.4 否

谢凝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76.8 否

孙思远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王邦茂 硕博连读 96.4 是

孙海建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王宝利 申请考核 84.2 是

秦振邦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章卫平 申请考核 89.5 是

薛存希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章卫平 申请考核 87.4 否

武晓静 100201 内科学 学术学位 章卫平 硕博连读 83.3 否

王栋 100203 老年医学 学术学位 雷平 硕博连读 93 是

郭梦甜 100203 老年医学 学术学位 雷平 硕博连读 92 是

孙杨 100203 老年医学 学术学位 张蔷 硕博连读 93 是

张天祥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91.7 是

李裕琳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86.6 是

李诗瑶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76.4 否

成晓婧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75.5 否

彭思佳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64.9 否

冯邦哲 100204 神经病学 学术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63.9 否

朱文双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学术学位 于春水 申请考核 91.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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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娜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学术学位 于春水 申请考核 82.8 是

唐浩帅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85.07 是

潘大宇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84.67 是

黄启林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付小兵 申请考核 90.8 是

宋薇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付小兵 申请考核 87.4 否

廖义浩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蒋宁 硕博连读 82.5 是

杨二艳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康春生 申请考核 62.25 是

佟飞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康春生 硕博连读 77.75 是

高深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牛远杰 硕博连读 85.99 是

张艳婷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王国文 申请考核 87.48 是

张一鸣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杨学军 硕博连读 82.5 是

张锦浩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杨学军 硕博连读 67.25 否

高亚龙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张建宁 申请考核 87 是

张超男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张建宁 硕博连读 83 是

刘宇昕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张鹏 硕博连读 85.4 是

马乾旺 100210 外科学 学术学位 转罗军 硕博连读 81.16 是

黄彭烛 100211 妇产科学 学术学位 薛凤霞 申请考核 90.8 是

王慧慧 100211 妇产科学 学术学位 薛凤霞 申请考核 82.5 否

任昶洁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华夏 申请考核 81.95 是

刘巧莉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华夏 申请考核 80.9 否

徐嫚鸿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李筱荣 申请考核 94.7 是

邹昊翰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王雁 申请考核 87.65 是

苏雯琪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颜华 申请考核 89.8 是

诸燕芳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颜华 硕博连读 87.8 是

李情雨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苑晓勇 申请考核 87.25 是

吴凌子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张晓敏 硕博连读 86.45 是

张彩杰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赵少贞 申请考核 83.95 是

高文静 100212 眼科学 学术学位 赵少贞 申请考核 75.5 否

周正阳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90.64 是

李强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7.24 否

唐小欢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4.48 否

狄子杨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鲍莉 申请考核 87.92 是

李丹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鲍莉 申请考核 78.92 否

蒋文静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冯玉梅 硕博连读 90.12 是

吴开良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付丽 申请考核 84.88 是

周天兴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郝继辉 申请考核 92.4 是

白伟伟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郝继辉 申请考核 89.92 是



姓名
报考专业

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报考导师 考试方式 复试成绩 是否录取

吕欢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郝继辉 申请考核 80 否

罗亚岚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郝继辉 申请考核 78.96 否

张玉涵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李慧 申请考核 92.16 是

田瑞楠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牛瑞芳 硕博连读 89.93 是

刘绍川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任秀宝 申请考核 88.32 是

韩冬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王平 硕博连读 89.53 是

王羽纶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徐波 申请考核 92 是

李雪松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徐波 申请考核 88.84 是

谷健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徐波 申请考核 78.08 否

谭路露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徐波 申请考核 77.44 否

张然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徐波 申请考核 76.64 否

寇凡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杨莉莉 硕博连读 91.32 是

李星晨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于津浦 申请考核 86.36 是

孟媛媛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于津浦 申请考核 79.44 否

尚付梅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于津浦 申请考核 77.8 否

张秋墨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于振涛 申请考核 90.96 是

费越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张会来 申请考核 89.56 是

王润清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张瑾 申请考核 62.24 否

沙永亮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赵强 申请考核 88.2 是

黎思宇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赵强 申请考核 71.93 否

吴文齐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赵智刚 申请考核 91.13 是

熊攀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赵智刚 申请考核 73.87 否

刘超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周旋 申请考核 88.4 是

朱婷婷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周旋 申请考核 81.12 否

徐旖旎 100214 肿瘤学 学术学位 周旋 硕博连读 81.12 否

王祯 100217 麻醉学 学术学位 谢克亮 申请考核 91 是

王瑶琪 100217 麻醉学 学术学位 谢克亮 申请考核 89 否

孙美艳 100217 麻醉学 学术学位 谢克亮 申请考核 86.8 否

曹迎亚 100217 麻醉学 学术学位 余剑波 申请考核 93.8 是

张晔 100300 口腔医学 学术学位 张旭 硕博连读 83.7 是

张雅聪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陈可欣 硕博连读 89.2 是

王雪娜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牛凯军 申请考核 89.8 是

李珺贤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宋丰举 申请考核 89.36 是

王智宇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徐卫历 申请考核 91.4 是

王娇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徐卫历 申请考核 89.4 否

王慧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学术学位 杨西林 申请考核 92.6 是

程博文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学术学位 汤乃军 申请考核 59.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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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正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学术学位 黄国伟 硕博连读 96.2 是

武文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学术学位 张万起 硕博连读 93.8 是

付敏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学术学位 张万起 硕博连读 89.4 否

梁晓珊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学术学位 张绪梅 硕博连读 93.8 是

熊文娟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学术学位 张欣 硕博连读 94.5 是

马悦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学术学位 王耀刚 申请考核 93.2 是

李惠平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学术学位 王耀刚 申请考核 91.3 是

张梅洁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学术学位 王耀刚 申请考核 83.8 否

陈聚祥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学术学位 王耀刚 申请考核 83.1 否

程呈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学术学位 王耀刚 申请考核 79.7 否

张乐 100600 中西医结合 学术学位 刘宝山 申请考核 89.2 是

于莉华 100600 中西医结合 学术学位 刘宝山 申请考核 55.6 否

罗海 100600 中西医结合 学术学位 王西墨 申请考核 88 是

刘欣遥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段宏泉 硕博连读 90.1 是

贾闻青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孔德新 申请考核 83.5 是

姚如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刘阳平 硕博连读 87.7 是

程园园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王银松 硕博连读 90.7 是

李哲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徐靖源 硕博连读 87.3 是

李银秀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余鹰 硕博连读 85.2 是

王钰红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余鹰 硕博连读 84.2 是

韩林勐 100700 药学 学术学位 朱路 申请考核 78.8 是

杨开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房中则 申请考核 91.6 是

田雨田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房中则 申请考核 80.2 否

韩校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傅力 硕博连读 92 是

张蓓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李会强 硕博连读 86.46 是

宋颖超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梁猛 申请考核 90.5 是

漆赤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梁猛 申请考核 67.6 否

杜金鹏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梁猛 申请考核 64.8 否

赵璐 101000 医学技术 学术学位 粘红 申请考核 86.8 是

王雨露 101100 护理学 学术学位 赵岳 硕博连读 96.4 是

王乐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曹洁 申请考核 96 是

韩楚仪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丛洪良 申请考核 90.8 是

张驰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丛洪良 申请考核 74.8 否

刘佳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丛洪良 申请考核 63.2 否

陈佳悦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董丽霞 申请考核 95 是

曾立洁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付蓉 申请考核 92.7 是

黄玥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韩涛 申请考核 95.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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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健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李广平 申请考核 93 是

牟晓峰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李广平 申请考核 90.4 是

侴宏达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李玉明 申请考核 87.6 是

黄泰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李玉明 申请考核 61.8 否

夏龙飞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林静娜 申请考核 85.6 是

张欣欣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刘铭 申请考核 96 是

孙悦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刘文天 申请考核 98 是

索宇鸿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陆伟 申请考核 87.68 是

黄倩倩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陆伟 申请考核 74.44 否

唐王娜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潘从清 申请考核 87.1 是

张钰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96 是

张笑梅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83.8 否

张文慧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邵宗鸿 申请考核 77 否

陈秋宇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王邦茂 申请考核 97.8 是

牛海玥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王化泉 申请考核 89.1 是

宫祎慧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毋中明 申请考核 87.1 是

贾新新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毋中明 申请考核 84.6 是

刘月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毋中明 申请考核 75.2 否

牛茼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毋中明 申请考核 74.3 否

李秋红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于珮 申请考核 85.5 是

王彤丹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于珮 申请考核 85.3 是

王雪萌 105101 内科学 专业学位 于珮 申请考核 76.4 否

支秀芳 105102 儿科学 专业学位 蔡春泉 申请考核 79 是

张天蕾 105102 儿科学 专业学位 蔡春泉 申请考核 66.4 否

李梦迪 105102 儿科学 专业学位 詹江华 申请考核 89.2 是

孙红匣 105102 儿科学 专业学位 詹江华 申请考核 49.5 否

王艳 105103 老年医学 专业学位 雷平 申请考核 91 是

谷雨萌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李新 申请考核 92.2 是

赵雪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88.7 是

殷贺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79.1 否

尤明凤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施福东 申请考核 71.8 否

张欣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宋毅军 申请考核 76.3 是

王岳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巫嘉陵 申请考核 86.4 是

郝清波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巫嘉陵 申请考核 69.3 否

常生辉 105104 神经病学 专业学位 杨丽 申请考核 89.8 是

闫慧明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专业学位 李洁 申请考核 80.6 是

赵梦然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叶兆祥 申请考核 83.2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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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娟微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叶兆祥 申请考核 75.04 否

李琳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叶兆祥 申请考核 74.16 否

薛凯钟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于春水 申请考核 87.5 是

刘爽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张雪宁 申请考核 87.9 是

李彤巍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张雪宁 申请考核 83.8 是

张亮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专业学位 张雪宁 申请考核 69.5 否

李宣广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陈军 申请考核 86.8 是

白一鸣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陈军 申请考核 72.2 否

娄永富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88.6 是

尚俊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85.4 是

李文祥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78.07 否

张昊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冯世庆 申请考核 70.47 否

郑强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郭志刚 申请考核 85 是

贾兰宁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何向辉 申请考核 87.1 是

李智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胡海龙 申请考核 80.33 是

刘晓银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江荣才 申请考核 71.88 是

冯建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李彤 申请考核 83.6 是

齐炳才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李彤 申请考核 63.6 否

杨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刘春雨 申请考核 86.5 是

黄俊凯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刘春雨 申请考核 77.17 否

马申飞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刘冉录 申请考核 88.17 是

王尚任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刘晓强 申请考核 95 是

陈贵兵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马涛 申请考核 81 是

赵兴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马信龙 申请考核 84.7 是

马远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牛远杰 申请考核 78.34 是

吴昊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沈中阳 申请考核 86.7 是

李琦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沈中阳 申请考核 67.6 否

姚志伟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孙大庆 申请考核 81.3 是

柯梦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孙大庆 申请考核 70.6 否

张智鑫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孙大庆 申请考核 69.6 否

李明昕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佟小光 申请考核 86.25 是

吕方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佟小光 申请考核 70.75 否

刘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佟小光 申请考核 67.25 否

杨波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广舜 申请考核 83.4 是

刘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广舜 申请考核 77.6 否

黄晓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国文 申请考核 85.16 是

董世强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海涛 申请考核 82.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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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国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浩 申请考核 80.1 是

秦洪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浩 申请考核 69.3 否

刘宇恒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王增光 申请考核 79 是

李国望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徐宝山 申请考核 77.6 是

吴西发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徐宝山 申请考核 69.9 否

沈永帅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徐宝山 申请考核 69.1 否

郭星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雪原 申请考核 85.6 是

白鹤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雪原 申请考核 80.87 是

刘杰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杨学军 申请考核 81.5 是

苑锋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杨学军 申请考核 75.5 否

范吉康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杨学军 申请考核 61 否

曹艺耀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张建宁 申请考核 85.5 是

李拓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张建宁 申请考核 78.5 是

李仕聪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张鹏 申请考核 82.8 是

郑志文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张志宏 申请考核 84.33 是

王昊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郑虹 申请考核 86.7 是

任家书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郑虹 申请考核 69.5 否

贺强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郑虹 申请考核 69.2 否

李思鹏 105109 外科学 专业学位 朱涛 申请考核 79.75 是

张凯稳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王颖梅 申请考核 95 是

韩亚莉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王颖梅 申请考核 70 否

黄璞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王颖梅 申请考核 69.1 否

余红飞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薛凤霞 申请考核 90.4 是

于化云 105110 妇产科学 专业学位 薛凤霞 申请考核 74.6 否

温德佳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李筱荣 申请考核 90.25 是

解偲媛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魏瑞华 申请考核 76.7 是

石小佳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魏瑞华 申请考核 76.35 否

孙安琪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魏瑞华 申请考核 76.3 否

廖梦宇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颜华 申请考核 91.4 是

郑传珍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张晓敏 申请考核 87.4 是

于明依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赵少贞 申请考核 87.4 是

武博文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赵少贞 申请考核 74.55 否

姜炳材 105111 眼科学 专业学位 赵少贞 申请考核 71.05 否

王伟雪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90.24 是

乔磊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83.76 是

周雪洁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6.6 否

苏丹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4.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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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国华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4 否

李娜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巴一 申请考核 71.44 否

左冉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陈鹏 申请考核 86.12 是

李兆娜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蒋日成 申请考核 89.13 是

张东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任秀宝 申请考核 91.32 是

王佳慧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任秀宝 申请考核 89.52 是

李洋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平 申请考核 89.2 是

赵晶晶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平 申请考核 85.2 是

叶贝贝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旭东 申请考核 88.67 是

陈鹏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旭东 申请考核 87.4 是

张耕溥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旭东 申请考核 75.6 否

张露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旭东 申请考核 73 否

张浏阳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王旭东 申请考核 72.47 否

崔金芳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杨吉龙 申请考核 89.16 是

周文雅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杨吉龙 申请考核 76.56 否

于万里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杨吉龙 申请考核 74.36 否

杨月阳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于振涛 申请考核 87.72 是

孟珅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会来 申请考核 89.4 是

宋子安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瑾 申请考核 64.44 否

王华琪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倜 申请考核 86.92 是

王成蒙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倜 申请考核 84.52 是

武世伦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倜 申请考核 79.08 否

梁月祥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张倜 申请考核 78.28 否

马金城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赵强 申请考核 89.07 是

唐蕊洁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赵强 申请考核 74.93 否

吕扬扬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赵智刚 申请考核 90.53 是

张浩 105113 肿瘤学 专业学位 转郝继辉 申请考核 84.04 是

张馨月 105116 麻醉学 专业学位 于泳浩 申请考核 92.2 是

阿卜杜凯尤木·麦麦提 105117 急诊医学 专业学位 柴艳芬 申请考核 74.8 是

王占青 105117 急诊医学 专业学位 柴艳芬 申请考核 70.6 否

穆玉竹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邓嘉胤 申请考核 82.93 是

韩若卉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邓嘉胤 申请考核 79.92 否

尚将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邓嘉胤 申请考核 61.77 否

于水鹏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李长义 申请考核 85.92 是

王怀良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李长义 申请考核 67.83 否

崔洁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李长义 申请考核 67.38 否

郭淑玲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隋磊 申请考核 86.1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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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玉然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隋磊 申请考核 72 是

董冠华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隋磊 申请考核 60.03 否

冯翀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张向宇 申请考核 78.72 是

刘怡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张向宇 申请考核 72.63 否

甘雪 105200 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 张向宇 申请考核 58.88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