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3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23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如下：  

 

序

号 
姓名 类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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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类型 

序

号 
姓名 类型 

1 吴桐 直博生 39 王茜 直博生 77 高源 学硕 115 曾传龙 学硕 

2 吴斌昊 直博生 40 李玉莲 直博生 78 晏傲孙雪 学硕 116 张小雅 学硕 

3 邓昱星 直博生 41 时宇 直博生 79 邱之悦 学硕 117 韩晓宇 学硕 

4 赵晋雯 直博生 42 李永浩 直博生 80 杨钰婷 学硕 118 曹馨月 学硕 

5 姚琦 直博生 43 胡勇 直博生 81 留椰意 学硕 119 李凤 学硕 

6 李嘉琦 直博生 44 王亮祥 直博生 82 纪婷婷 学硕 120 项斯维 学硕 

7 马一帆 直博生 45 崔靖康 直博生 83 裘程呈 学硕 121 汪雨露 学硕 

8 夏闻阳 直博生 46 黄淑艳 直博生 84 闫诗雨 学硕 122 王艺璇 学硕 

9 章珺 直博生 47 朱之玥 直博生 85 胡静 学硕 123 胡怡宁 学硕 

10 孙莹 直博生 48 张佳琳 直博生 86 袁宇骋 学硕 124 张瑞雨 学硕 

11 温贝妮 直博生 49 赵翰卿 直博生 87 雷谟滋 学硕 125 樊宝茹 学硕 

12 王子毓 直博生 50 杨小龙 直博生 88 张严 学硕 126 冯冉奇 学硕 

13 刘禹辰 直博生 51 冷鑫宇 直博生 89 余丽 学硕 127 袁豪 学硕 

14 张敏 直博生 52 宋楚华 直博生 90 孙加奇 学硕 128 林腊子 学硕 

15 杨舒凡 直博生 53 董潇 直博生 91 王馨蕾 学硕 129 刘金婷 学硕 

16 王泓霖 直博生 54 马源 直博生 92 何静 学硕 130 徐安琪 学硕 

17 王泽田 直博生 55 周吟玦 直博生 93 闵敏 学硕 131 桂琳 学硕 

18 彭苏雅 直博生 56 张世界 直博生 94 臧书敏 学硕 132 付欣悦 专硕 

19 周丽勤 直博生 57 张梦妮 直博生 95 纪乔曼 学硕 133 金春来 专硕 

20 岳远航 直博生 58 张云倩 直博生 96 马小丽 学硕 134 何芷玥 专硕 

21 陈晨 直博生 59 陈子墨 直博生 97 夏超越 学硕 135 陈贞蓉 专硕 

22 李晓静 直博生 60 盛夏 直博生 98 黄一伦 学硕 136 李瑶靓 专硕 

23 李欣雨 直博生 61 黄青城 直博生 99 孙馨宁 学硕 137 吕君 专硕 

24 杨翰伦 直博生 62 傅水萍 直博生 100 沈冲 学硕 138 胡欣怡 专硕 

25 丁子怡 直博生 63 石宇琪 直博生 101 叶锦方 学硕 139 刘晓妹 专硕 

26 王蓉 直博生 64 傅云涛 直博生 102 徐鑫 学硕 140 姜欣洋 专硕 

27 万轩 直博生 65 贾冰倩 学硕 103 程志伟 学硕 141 王馨 专硕 

28 姜伊 直博生 66 丁炳文 学硕 104 郭琦 学硕 142 王金婷 专硕 

29 闫文琪 直博生 67 徐星宇 学硕 105 章淼铖 学硕 143 张琦 专硕 

30 丁雅祺 直博生 68 兰文悦 学硕 106 柯嘉仪 学硕 144 洪慈清 专硕 

31 曹开娟 直博生 69 程紫建 学硕 107 张宝文 学硕 145 吕蓉蓉 专硕 

32 王嘉琪 直博生 70 蒋林洋 学硕 108 王天晨 学硕 146 郑苗 专硕 

33 黄鑫彤 直博生 71 夏煜岚 学硕 109 蔡颖 学硕 147 朱贵君 专硕 



34 张丽娟 直博生 72 尚鑫钰 学硕 110 郑钦文 学硕 148 毛蔡文 专硕 

35 李宁馨 直博生 73 吴蔚 学硕 111 高树 学硕 149 邓月婷 专硕 

36 张士林 直博生 74 王凯 学硕 112 张文晴 学硕 150 孙晓薇 专硕 

37 游孟可 直博生 75 张缤予 学硕 113 谢枝吟 学硕 151 蒋莞 专硕 

38 尹俊喆 直博生 76 赖雅莉 学硕 114 罗睿童 学硕 152 陈姝蓉 专硕 

 

 

公示时间：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8 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者请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教育处联系 

联系电话：021-68077902 

邮箱：zhaosheng@simm.ac.cn 

联系人：陈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