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区 专业 录取标准 省市区 专业 录取标准 省市区 专业 录取标准 省市区 专业 录取标准
北京 化学 82.902 江苏 汉语言文学 79.747 山东 生物科学 84.093 广东 哲学 84.973
北京 生物科学 82.424 江苏 化学 80.764 山东 数学与应用数学 85.444 广西 化学 81.992
北京 物理学 83.085 江苏 历史学 80.289 山东 物理学 85.04 广西 生物科学 82.34
北京 信息与计算科学 82.185 江苏 生物科学 80.147 山东 信息与计算科学 85.601 广西 物理学 84.411
北京 哲学 78.015 江苏 数学与应用数学 82.593 山东 哲学 82.847 海南 化学 83.402
天津 化学 87.218 江苏 物理学 83.96 河南 汉语言文学 83.266 海南 物理学 82.617
天津 历史学 86.43 江苏 信息与计算科学 82.714 河南 化学 84.022 重庆 汉语言文学 84.345
天津 生物科学 85.549 江苏 哲学 79.876 河南 历史学 83.712 重庆 化学 86.236
天津 哲学 85.41 浙江 汉语言文学 88.203 河南 生物科学 84.515 重庆 数学与应用数学 87.506
河北 化学 83.918 浙江 化学 84.011 河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 88.327 重庆 物理学 88.758
河北 生物科学 85.291 浙江 生物科学 81.236 河南 物理学 88.698 重庆 信息与计算科学 86.655
河北 物理学 88.046 浙江 数学与应用数学 88.42 湖北 汉语言文学 82.366 四川 历史学 81.288
山西 化学 83.262 浙江 物理学 86.377 湖北 化学 83.178 四川 生物科学 83.196
山西 生物科学 81.557 浙江 信息与计算科学 86.593 湖北 历史学 83.584 四川 数学与应用数学 87.312
山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 83.678 安徽 汉语言文学 84.416 湖北 生物科学 85.877 四川 物理学 87.895
山西 物理学 87.244 安徽 化学 84.371 湖北 数学与应用数学 84.953 四川 信息与计算科学 86.001

内蒙古 化学 81.468 安徽 生物科学 84.641 湖北 物理学 86.069 四川 哲学 79.876
内蒙古 生物科学 79.988 安徽 物理学 85.523 湖北 信息与计算科学 87.441 贵州 化学 79.62
辽宁 化学 85.114 安徽 信息与计算科学 87.479 湖南 汉语言文学 79.127 贵州 生物科学 79.646
辽宁 生物科学 84.691 安徽 哲学 83.333 湖南 化学 83.641 贵州 数学与应用数学 80.3
辽宁 数学与应用数学 88.457 福建 汉语言文学 81.544 湖南 历史学 82.123 云南 历史学 83.35
辽宁 物理学 86.515 福建 化学 85.119 湖南 生物科学 82.331 云南 生物科学 82.267
辽宁 信息与计算科学 88.987 福建 生物科学 85.223 湖南 数学与应用数学 84.277 西藏 化学 81.938
吉林 化学 81.998 福建 数学与应用数学 85.004 湖南 物理学 85.599 陕西 汉语言文学 83.793
吉林 历史学 80.18 福建 物理学 84.208 湖南 信息与计算科学 83.978 陕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 86.889
吉林 物理学 82.037 福建 信息与计算科学 87.046 广东 汉语言文学 83.613 陕西 物理学 84.139

黑龙江 生物科学 83.547 江西 化学 83.715 广东 化学 88.877 陕西 信息与计算科学 84.65
黑龙江 物理学 84.124 江西 生物科学 84.466 广东 历史学 85.327 甘肃 化学 78.674
上海 化学 80.179 江西 数学与应用数学 86.157 广东 生物科学 89.13 甘肃 生物科学 80.808
上海 历史学 85.006 江西 物理学 84.729 广东 数学与应用数学 89.18 青海 化学 73.81
上海 数学与应用数学 83.538 山东 化学 84.499 广东 物理学 87.145 宁夏 生物科学 69.693
上海 哲学 83.63 山东 历史学 83.29 广东 信息与计算科学 89.398 新疆 化学 75.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