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21年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考生名单（共150人）

考生号 姓名 就读中学 录取高校 录取专业

023210***1 李平安 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1021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机械类

023210***3 罗迪 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19213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工科试验班

028110***2 罗家乐 乐昌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物理学类

028110***5 许亚东 乐昌市第一中学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土木类

028110***9 郑云辉 乐昌市第一中学 10295 江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028110***2 吴韶文 乐昌市第一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028110***0 黄佳锐 乐昌市第一中学 10217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类

028210***1 叶蓉蓉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028210***6 郭洋洋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288 南京理工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

028210***3 张恒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7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028210***4 叶平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423 中国海洋大学 计算机类

028210***5 董婷婷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246 复旦大学 保密技术

028210***9 周敏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028210***5 邱莲秀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数学类

028210***0 谢熠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028210***1 温小娟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028210***2 郭怡平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

028210***6 赖华杰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49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理科学类

028210***3 王槐国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657 贵州大学 电气类

028210***5 罗志明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290 中国矿业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028210***0 张锐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269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8210***5 钟嘉茵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科学类

028210***9 王健伟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285 苏州大学 电子信息类

028210***2 刘莉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673 云南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

028210***3 杨家德 南雄市第一中学 19359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8210***3 谢珍珠 南雄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028210***7 陈伟 南雄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类

028210***2 叶会林 南雄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轻工类

028210***7 黄伟炜 南雄中学 10286 东南大学 工科试验班

028210***9 黄子杰 南雄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类

028220***3 陈璐 南雄中学 10651 西南财经大学 汉语言文学

028220***8 何晴 南雄中学 10034 中央财经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028220***3 刘顺敏 南雄中学 10246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028220***0 赵子园 南雄中学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学类

028220***8 叶梦玲 南雄中学 10533 中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132310***9 钟心 惠东县惠东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轻工类

132310***9 胡启航 惠东县惠东中学 1141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132310***2 陈美芯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019 中国农业大学 工程力学

132310***3 廖颖琪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697 西北大学 电子信息类

132310***0 林文坚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593 广西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132310***0 彭竣尉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247 同济大学 理科试验班

132310***6 黄举勤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类

132310***1 康钰仪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056 天津大学 经济管理试验班

132310***9 刘丞富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132310***3 方泰锋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486 武汉大学 工科试验班

132310***8 蔡嘉良 惠东高级中学 10710 长安大学 地质工程

132320***0 张可怡 惠东县惠东中学 10055 南开大学 工商管理类

132320***0 陈俊杰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718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132320***4 余路遥 惠东县惠东高级中学 10532 湖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类

142110***2 曾梦莹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10022 北京林业大学 工商管理类

142110***6 张娴娴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10335 浙江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142120***9 蓝伟娟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10384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42120***6 谢思睿 广东梅县外国语学校 10635 西南大学 公共管理类

142210***7 刘达胜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384 厦门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142210***9 赖佳佳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142210***2 杨楚彦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类

142210***6 刘锽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532 湖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2210***7 何鹏翔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土木类

142210***5 池奕柯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70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类

142210***7 郭志法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学类

142220***2 谢绿洲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142220***6 李铭浩 大埔县虎山中学 10610 四川大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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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10***8 刘振坤 丰顺县丰顺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142320***4 张涛 丰顺县丰顺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142410***8 陈彬 五华县水寨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类

142410***9 钟红叶 五华县水寨中学 1902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英语

142410***1 陈美婷 五华县水寨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142410***6 张智辉 五华县水寨中学 102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科试验班

142420***7 朱雄翼 五华县水寨中学 10486 武汉大学 社会学

142420***8 陈启园 五华县水寨中学 10269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类

142610***3 韩林辉 平远县平远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类

142710***2 林子微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42710***8 林宇航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类

142710***9 宋晖墉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698 西安交通大学 工科试验班

142710***0 汤梦茜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142710***2 钟芷倩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142710***6 曾超宇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246 复旦大学 历史学类

142710***1 刘佳锐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142710***2 钟梦涵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272 上海财经大学 数学类

142720***6 谢滕 蕉岭县蕉岭中学 10022 北京林业大学 工商管理类

148110***1 刘海威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497 武汉理工大学 土木类

148110***6 罗宇航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148110***0 刘锐杰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土木类

148110***6 郑志扬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141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类

148110***8 袁嘉鑫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医学影像学

148110***9 袁鑫明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055 南开大学 工科试验班

148110***0 廖君腾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类

148110***2 罗宇龙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类

148110***3 何智佳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物理学类

148110***5 刘成宗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类

148110***0 罗茂文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轻工类

148110***0 曾文燊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532 湖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8120***2 李璇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0001 北京大学 公共管理类

148120***5 高敬宇 梅州市兴宁市第一中学 1902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英语

150210***3 庄玮琦 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10533 中南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150211***7 黄素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科学类

150211***1 黄晴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152110***1 叶文倩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152110***9 庄钦伟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10487 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类

152110***0 黄子希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152110***6 邓铮渝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152110***3 刘心卉 华中师范大学海丰附属学校 10611 重庆大学 工科试验班

158111***2 周梓峰 陆丰市玉燕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160110***5 魏茂栋 龙川县一中高中部 1924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医学试验班

162110***2 曾桂花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730 兰州大学 物理学类

162110***9 黄景愉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422 山东大学 化学类

162110***0 黄靖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610 四川大学 工科试验班

162110***2 黄心悦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162110***4 温思豪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486 武汉大学 理科试验班

162110***0 钟耀坚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类

162110***8 刘剑辉 紫金县紫金中学 10316 中国药科大学 经济管理试验班

162210***8 杨阳 龙川县一中高中部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医学影像学

162210***9 邹子烨 龙川一中宏图学校 1007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电子信息类

162340***9 罗秀姗 连平县连平中学 10652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512210***0 沈捷填 饶平县第二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海洋科学类

512210***4 林梓豪 饶平县第二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512210***9 周佳宜 饶平县第二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512210***0 余培艺 饶平县第二中学 10284 南京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512210***5 黄子阳 饶平县第二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522410***4 朱颖琪 惠来县第一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

528110***5 马宇扬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613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528110***0 方雪如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528110***6 陈浩彬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类

528110***5 黄浩杰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土木类

528110***7 连泽纯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528110***8 颜凤仪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化工与制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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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110***0 杨东金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类

528110***4 杨梓灿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61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528110***0 陈浩锋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528110***9 张锦涛 普宁市勤建学校 10183 吉林大学 材料物理

528112***1 陈伟豪 普宁国贤学校 10699 西北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类

528112***9 赖杰欣 普宁国贤学校 10251 华东理工大学 经济学

528112***4 陈依琦 普宁国贤学校 10486 武汉大学 理科试验班

528112***7 杨浩 普宁国贤学校 10335 浙江大学 工科试验班

528112***0 刘佳纯 普宁国贤学校 10255 东华大学 英语

528112***4 佘健清 惠来县第一中学 10010 北京化工大学 工科试验班

528112***6 林向前 普宁市勤建学校 10614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类

528112***0 庄梓珊 普宁市勤建学校 10384 厦门大学 物理学类

528112***6 郑森佳 普宁市勤建学校 1027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528112***0 张凌鑫 普宁新世界中英文学校 10558 中山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类

528112***2 陈杰发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10532 湖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28112***3 李思慧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10651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类

528112***9 吴树晓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10055 南开大学 工科试验班

528112***5 蔡昕洵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10511 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学类

528112***7 陈迪楠 普宁二中实验学校 10007 北京理工大学 理科试验班

528112***6 唐宇珏 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 10054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528112***6 杨浩俊 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 10248 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类

528112***8 赖裕洲 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 10013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类

528120***7 林晓铃 普宁市第二中学 10285 苏州大学 知识产权

528122***1 陈秋伟 普宁市勤建学校 105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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