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班级 拟申请转入学院 拟申请转入专业 学分绩 专业排名

1 陈思 男 1902010502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五班 药学院 药学 3.417 1

2 简怀玉 女 1904010305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学 3.359 2

3 吴妍妍 女 1902010527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五班 药学院 药学 3.333 3

4 胡雨冰 女 1902020109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一班 药学院 药学 3.325 4

5 陈婧可 女 1902020202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二班 药学院 药学 3.300 5

6 孟朴 男 1904010409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四班 药学院 药学 3.205 6

7 苏华华 女 1904000120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班 药学院 药学 3.179 7

8
艾合麦提江·
阿布都哈力克

男 1904010301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学 3.128 8

9 郭笑辰 女 1907000108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班 药学院 药学 3.087 9

10 高静娴 女 1906020107 医疗器械学院 医疗产品管理班 药学院 药学 3.057 10

11 滕梦茹 女 1902030119 制药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班 药学院 药学 3.027 11

12 尹依婷 女 1902010327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三班 药学院 药学 3.000 12

13 章文斌 男 1906020128 医疗器械学院 医疗产品管理班 药学院 药学 2.971 13

14 王姝琦 女 1902010121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学 2.861 14

15 李宣仪 女 1902010413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四班 药学院 药学 2.861 15

16 普思静 女 1902010116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学 2.861 16

17 周欣茹 女 1902010130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学 2.833 17

18 刘祚铭 男 1905000314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生物制药一班 药学院 药学 2.775 18

19 李宛璇 女 1906010116 医疗器械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学 2.686 19

20 冯程程 女 1902020105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550 1

21 张毅 男 1904010324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538 2

22 阳世梅 女 1902040327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462 3

23 李雨欣 女 1902020115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375 4

24 孙楠 女 1902040422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四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2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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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王露露 女 1903000114 中药学院 中药学二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182 6

26 张景语 男 1904010326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179 7

27 周伟 男 1907000329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145 8

28 缪雨薇 女 1901000114 药学院 药学七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3.000 9

29 许晟尧 男 1902040324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949 10

30 严婷婷 女 1902010126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917 11

31 张平川 女 1902040332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897 12

32 贺霜 女 1904010407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四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872 13

33 杨泽瀛 女 1904010323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846 14

34 张若溪 女 1904010426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四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846 15

35 戴昀池 女 1902010104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806 16

36 丁杰 男 1903000404 中药学院 中药制药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制剂 2.318 17

37 高雪蓉 女 1902020108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分析 3.275 1

38 郑洁 女 1904010325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分析 3.128 2

39 梁曼 女 1904010111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一班 药学院 药物分析 2.897 3

40 林柔嘉 女 1902040312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三班 药学院 药物分析 2.744 4

41 李雯箐 女 1902030110 制药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班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3.000 1

42 江三陆一郎 男 1907000312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班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2.971 2

43 雷玲 女 1902020112 制药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一班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3.100 1

44 王祯祺 女 1907000120 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班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3.014 2

45 李尤阳 女 1904010313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三班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872 3

46 石知雨 女 1904000122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班 中药学院 中药资源与开发 2.7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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