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RSC3）

预赛获奖名单

感谢大家参与 2017 至 2018 年度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此次挑战赛是由英国

皇家化学学会与北京化工大学、英国素质教育发展认证中心（ASDAN）中国办公室联合举办。

今年全国共设有华东、华北、华西、华南、华中 5 个不同的赛区。有来自全国 224 所国际学校和

重点中学的共计 1290 支队伍超过 5100 名同学参加了预赛。

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以团队号顺序排序）：

金奖（进入决赛名单）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1010086 盛嘉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6 蔡昊桓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6 周阅微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6 胡济远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6 张皓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6 李学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6 王宇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6 钱程亮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2 张华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2 张知闲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2 徐珑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2 黄天溢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6 许恒毓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6 张展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6 金凌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136 郭敏杰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191 沈久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91 胡诗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91 高文舒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91 樊灏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54 严瑞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54 权天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54 王铭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54 高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607 眭云皞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07 宦明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07 邵雨扬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07 潘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49 姚奕良 上海市大同中学 华东

101011049 钱佳怡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101011049 张芷晨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101011049 陈睿哲 上海市西中学 华东

101020039 邢可儿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39 邓宇洋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39 程珮雯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39 吕一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157 傅英杰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57 陈言楷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57 刘子沛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57 叶以恒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19 贺新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219 潘柏乐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219 岳立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219 陈淇琛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343 邱慧莹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43 王晓亮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480 吴宇珊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480 刘俊辰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480 吴浙宇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480 李思远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573 高颖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573 魏若蒙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573 赵浩辰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573 朱一波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30146 柴礼齐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46 吴松泽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46 贾昊义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46 赵子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48 罗纪泽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148 施惟明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148 邱梓峰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148 杨杰麟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211 程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11 宗孚耕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11 张健翔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11 金诗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56 孙浩宇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56 孙宇桥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56 曹炜昊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56 胡文博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32 许宇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2 徐驭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2 郝卓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2 朱子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5 刘若尘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35 黄亦菲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35 米文源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35 陶琪元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53 牛涵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53 许明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53 闫嘉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53 李汉达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615 陈浩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5 李文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5 于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5 王文韬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86 姜天行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686 孙伟轩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686 杜一凡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686 宋景玄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726 黄圣尧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726 王天佑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726 王铁鸥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726 侯一楠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733 谭弘睿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733 朱健维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733 陈泳佐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733 杨逸鹄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800 赵刘嘉毅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0 梁若凡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0 韩东宇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0 张泽腾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2 刘宇泰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2 孟闻涛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2 李木森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02 邵庥頔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41 吴奇桐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41 楚韩胤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41 王钊越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41 张梓扬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73 李伟尧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73 鲁心蕊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73 周泽汉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873 童亚楠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07 白赫瑞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7 刘翔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7 杨思源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7 李少元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4 陈怡然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4 张晗曦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4 李沛泓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4 李沛泽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6 黎楠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6 李培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6 陈佳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6 于搏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83 孟冠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3 汤尧钧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3 林子皓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3 丛圣卓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2 张昊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2 钟浩铭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2 牛媛影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2 李桐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8 何冰睿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8 孙天熙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8 王铭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8 李伊淇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330 金星辰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0 齐伟健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0 张骞颢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0 浦津滔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1 郭镇豪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1 项盛业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1 杨睿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1 李科霏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2 盖泊旭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2 史桐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2 李拉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2 孙艺航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3 邵浩纭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3 张添瑀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3 李昂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3 齐思贤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4 张茗雨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4 马郡泽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4 杨金弋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4 刘恩宇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40055 缪其跃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55 颜青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55 黄莞尔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55 杨文郁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73 黄雨馨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73 王乐骏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73 丁陈璐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073 钟天鸣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0102 李容与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2 邱雨原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2 刘泽涵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2 赵晚然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362 戴济宏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2 廖一心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2 孙旭剑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2 高小隽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453 周继尧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3 葛裕文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3 倪睿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3 刘博宇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82 蔡嘉成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2 李梓楷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2 曲翔瑞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2 龚诚欣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4 袁野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4 余家玮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4 王抒帆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4 谢逸飞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7 王恩溢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7 陈翔宇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7 虞得雨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7 方在旭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682 吴渊平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华西

101040682 Ruijie Jiang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华西

101040682 张辰涛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华西

101040682 魏琳洋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华西

101040983 郑子晗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3 姚珂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3 赵志睿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3 胡若楠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4 赵晨夕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4 董宇轩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4 李璐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4 姚骁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5 钱骁旸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5 童峤岳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5 梅润韬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5 季涵毅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6 左世睿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6 史可一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6 周涵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6 郭和涛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7 马力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7 朱旗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7 鲍嘉翥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7 曾翼飞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8 汪酌今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8 古进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8 许庭铭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8 陶龙庆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1 高昊晨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1 杨纪同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1 戴伟睿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1 蔡旆伦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1115 夏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5 喻鹏飞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5 周奕航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5 李秋静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7 周庭孝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7 方傢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7 汤沦程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7 敖懿姿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77 姚采盈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7 时雨涵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7 王浩铭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7 白亦轩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99 刘锬睿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99 李静远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99 贾元辰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99 熊元恺 贵阳一中 华西



银奖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1010004 郑刘杰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4 于成诚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4 莫妮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4 丁维时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20 韩潇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101010020 方皓栋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101010020 季平安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101010020 莫婷婷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101010023 陈俊玮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3 蒋汪正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3 潘思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4 李润艺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4 柯欣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4 张浩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4 袁贝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6 张千一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6 邹嘉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6 刘语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6 钱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7 丁宇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7 凌姝蕴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7 王辰堃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7 郭艺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8 沈雨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8 温中豪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8 程雅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8 郭子承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45 周沛奕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45 杨昱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45 李郑浩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45 孟可以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1 朱添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61 倪蕴恒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61 康嵎琛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61 杨继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1 薛英好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81 李枢杰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81 谢敬原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81 黄栋豪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85 胡新雨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5 孙博文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1010085 钱韵茗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85 倪诗尧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88 陆芃宇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8 方旭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8 张梦斐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88 朱萸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090 王子牛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0 俞薛钖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0 方天漪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0 陆天奕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1 陈一驰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1 张钺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1 祝世澳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1 张君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2 张琳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2 吉浩然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2 丁正和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2 黄祺楠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4 叶启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94 柳宇轩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94 周正哲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94 池豪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95 吴雨遥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5 季子恒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5 王安南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95 徐政昊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07 丁昌德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07 陆洋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07 乐筱霖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07 卜懿蕾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09 杨闰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9 田乐琪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9 陈崔元秀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09 王索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16 陈婧怡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6 刘玥君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6 刘彦霖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6 孔维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33 马月骁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33 宋睿嘉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33 朱芊语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33 朱骊安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41 陶可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41 单佳铭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141 韩昊曈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141 Jacob Junqi Tian 上海市复旦附中国际部 华东

101010154 戴陈驹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4 赵天禹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4 丁纪元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4 方思溦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79 李婧怡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1010179 蔡壮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1010179 康允博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1010179 卢晨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08 朱勤丰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208 陈智勤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208 李安妮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208 沈煜恒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221 李听雨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221 Jerry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221 徐子安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221 曹克凡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237 王心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37 沈启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37 方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37 陈秭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2 周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2 杨贯廷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2 柯关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2 王熙存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4 沈䶮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4 陈雨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4 蒋毅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44 徐宁致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00 胡予希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00 朱兆晨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00 许乔智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00 孔闻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23 周舒洋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3 陆帆扬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3 顾冬儿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3 曹承扬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54 王沛南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54 李想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54 庞楷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54 李天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82 刘博涵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82 牛琨琬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82 王佳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382 林瑞希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28 陆靖源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28 王梓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28 李恺文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28 Yuanzhe Shi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94 毛嘉杰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494 亓宇轩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494 郁加橙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494 Alex Johnson Li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510 盛骁涵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10 张骏菁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10 杭圣棋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10 樊辰鸣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44 金海奕 上海中学 华东

101010544 王子骐 上海市建平中学 华东

101010544 李文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44 钱弘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3 张羽捷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3 张楚悦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3 陈看云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3 徐雨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91 周驰宇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91 宣弘毅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91 崔灿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91 江雪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632 喻成琢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632 马小珂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632 张嵘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632 何乐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700 季然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10700 李鸣橹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10700 浦正阳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10700 顾豪杰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10798 岳屹洲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798 偶佳晨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798 谭启玥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798 阮立言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40 陈彦瑾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840 钱可鸣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840 张海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050 袁媛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0 邵琦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0 杜泓熠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0 朱彦彬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173 吴超鸣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1173 黄之易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1173 黄思远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1173 缪嘉正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20122 陈镭丹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22 余峻彤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22 孙毓佳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122 梁炬燊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85 卢玥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85 张廷凯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85 王睿贤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85 黄格驰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30188 朱箫驰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88 陈骏龙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88 袁浩博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88 杨益岩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05 神嘉瑞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05 包萧瑞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05 孙宇轩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05 徐瀚林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0 赵立天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0 欧阳奕奕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0 胡妍林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0 强函滔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39 张怡凡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239 孟凡宇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239 马天驰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239 赵一飞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258 雷东岳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58 张宇成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58 李嘉艺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58 何欣洁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76 金亦菲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1030276 王哲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1030276 顾宜卿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1030276 唐喆浩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1030299 姜珂玥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99 赵峻达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99 马晓玥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99 冯世龙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337 陈瑛琦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337 孙寿增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337 李江鹏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337 魏兰沣 寿光一中 华北

101030339 王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9 付兴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9 高志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9 孔德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419 李一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19 宋俊泽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19 高泽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19 邱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43 杨贺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43 刘亦乔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43 卢文恒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43 冯赞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61 刘晓晰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1 王梓萌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1 陆智元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1 王梓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5 陈陶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5 耿泽宇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5 赵洪岩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5 杨鹏举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6 赵炳初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6 阿思汗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6 杨戬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6 李跃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7 孙波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7 刘子硕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7 陈羿冰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7 常家莉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8 娜琳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8 臧传奇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8 赵若彤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8 白力嘎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9 陈梓萁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9 陈汝一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9 李兆明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9 乔迪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5 单晟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5 张晓东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5 张可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5 张会祥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6 孙洋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6 王浩博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6 祝宇鑫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6 耿添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506 褚同正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6 田宗浩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6 张嘉宸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6 沈思中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17 张桐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7 曹宏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7 徐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7 马艺丹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8 田卓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8 郝亚茹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8 张文彬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8 陈乐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1 刘翔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1 高翔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1 孙渝航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1 王豪楠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42 郭逸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42 梁壹然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42 赵之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42 肖沐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57 董彦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57 李坚瑞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57 谭湘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57 王博文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59 张焘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59 刘晓颖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59 郝津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59 刘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80 赵嘉慧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1030580 张泽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1030580 潘虹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1030580 边惠龙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1030590 苏元龙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华北

101030590 马礼骞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华北

101030590 康智豪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1030590 岳桐同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623 张智雯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3 黄雪丽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3 李旭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3 郭子涵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5 梁文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5 刘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5 张珂闻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5 陈耐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8 谢亚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8 魏越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8 李乾栋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8 严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4 张昕岩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4 林芳羽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4 刘佳铭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4 樊力恒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8 丁煜凡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8 辛欣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8 许可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8 陈奇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2 程彦文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2 范书豪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2 李宇洁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2 田明月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72 孟炜棋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672 李聿多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672 刁伟航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672 吕博阳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679 杨子青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79 忻三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79 孙鑫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79 佟帅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1 张彦哲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1 师文洁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1 于东辉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1 付志衍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4 杨正一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694 孙星若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694 Max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694 付予杨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727 陈菲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727 白弘宇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727 郭超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727 赵海暄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877 贾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877 洪宇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877 毕云天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877 丁铂洋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963 齐俞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63 刘浩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63 王子曰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63 李赋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79 张誉严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79 蒋云舒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79 史悦冉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79 高宇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95 常泽雨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95 王佳妮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95 霍仲夷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95 赵伟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97 倪江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97 李唐自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97 陈琦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97 李涵妤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99 郑林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99 邵文骏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99 冯赫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99 郝博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3 刘宇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3 孙雨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3 黄嘉成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3 陈震林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34 朱贤睿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4 董福钰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4 司佳祎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4 刘家玮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41 廉鑫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1 门燕欢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1 张苒惠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1 景昕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3 廉磊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3 何皓月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3 程治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3 赵琰坤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5 邵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5 赵晨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5 谢耀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5 王程锦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8 贾泓娴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8 李振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8 孙德理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8 元晨旭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52 李鑫冉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52 李成颖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52 王驭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52 孙嘉豪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5 温家呈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5 杨国墉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5 张啸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5 徐智新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2 王艺润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2 刘哲睿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2 秦跃华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2 范翔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8 孙爱淼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8 刘涵冰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8 邢展彬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8 冯兰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0 郑申奥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0 邵楠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0 王熠若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0 薛亮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3 丛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3 黄本祺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3 姜润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3 马浩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4 王豪阳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4 孙彦元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4 王心怡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4 张博涵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39 王元灏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39 崔丰逸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39 付自然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39 于芯邑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335 于鑫泽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5 陈入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5 刘知翰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5 于镇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6 廖博雅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6 程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6 于展鹏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336 朱永祺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40356 孙文韬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6 陈冠帆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6 欧阳霖轩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6 谢全艺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8 张朋羽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8 李林虹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8 李佳丽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8 邹锐雯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0 马恩桥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0 张宇杨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0 熊敬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0 林麟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3 谢荣飞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3 蒋俞伟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3 陈德鑫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3 刘奕兰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4 李志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4 颜柯旭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4 罗茂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4 黎芳铭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9 陈凯俊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9 徐巾杭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9 唐圣钰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9 闫子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99 吴凯泽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399 张雪卿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399 谢泽佩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399 王子琪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488 李文浩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8 李乐祺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8 刘来仪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8 吴童语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9 余诗卉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9 王以宁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9 段隆超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9 汪川杰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0 汪婧伶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0 谢天新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0 徐俊杰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0 唐雨萧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2 吴冰涵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2 江靖雨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2 朱小雅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2 刘宇嘉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513 黄佳瑜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0513 陈博杰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0513 唐锐涛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0513 付宸天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0683 胡子涵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683 胡瑞峰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683 David Yuan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40683 潘钰明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974 张云淇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4 潘颖欣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4 刘浩宇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4 何洪森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89 冯思远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9 周子奇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9 田力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89 傅铜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2 洪健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2 冯清萍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2 赵雪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2 杨寰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3 马天朗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3 左琨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3 肖俊杰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3 任书培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4 郑浩诚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4 徐子涵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4 曹天健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4 张然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1110 岳诗扬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0 翁雪梅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0 张静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0 莫怀然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1 刘柏鳞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1 邵梦文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1 叶雨函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1 喻颜欢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3 熊雪梅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3 韩宇峰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3 罗章洲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3 郑浩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9 张浩然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9 周渝松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9 刘健杰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9 唐骊珠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75 菊可欣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5 薛子钰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5 陈清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5 张琪悦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58 周安然 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 华西

101041258 汤擎天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8 周昊吉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8 蔡懿昭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9 章恒闻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9 朱恒祎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9 龙锦阳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59 穆思宇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93 刘思洋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293 肖陈凯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293 龙嘉训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293 全禹同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铜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1010009 司严明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09 王涌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09 杨梦余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09 秦辰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18 余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18 徐潇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18 徐之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18 韩思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8 万欣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8 牛月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8 李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28 李嘉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0 陆伊人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0 丁雨阳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0 朱康韬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0 Spock 孙嘉伟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1 惠晨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1 孟浩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1 钮睿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1 邹林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36 黄原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6 邓雅心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6 林冰慧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6 马国栋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0 王珩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0 顾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0 黄逸菲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0 周欣言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2 张宸豪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2 刘彦丞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2 洪政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2 徐祥东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3 董青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3 蒋逸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3 姜语婕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53 徐之凡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0 华若琪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60 卢舟扬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60 刘子淳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60 范晓凝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10065 宋思源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5 王腾霄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5 余宗颖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5 章嘉一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69 王怿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69 陈宇轩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69 陈卓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69 吴子境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087 茅佳雯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87 顾天予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87 纪人杰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87 柴子茜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99 Zhaojing Liu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99 董子涵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99 张浩臣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099 周安琪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24 单光霁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4 顾之玮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4 白承安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4 陈晓儒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35 倪欣培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135 胡启航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135 邓陶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101010153 冒健骐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3 王天泽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3 吴雨函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3 张棫珺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5 钱子亮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5 张婧怡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5 姚俊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55 刘金石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10175 仲寒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75 顾馨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75 嵇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75 陈天易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187 曾雪儿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187 单佳宁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187 吴建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187 俞浩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189 戚翊宸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189 孙一帆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189 钱俊伊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189 孙思嘉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215 周善民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215 司宸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15 陈家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215 韩睿翔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61 唐睿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61 狄乐媛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61 蔡旭冉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61 Ikol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68 徐卢杰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68 曹乐天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68 张智恒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68 嘉伟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72 朱怿萌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72 乐文豪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72 王雪霖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72 陆轶凡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101010283 程逸飞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83 陈思越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83 陆思羽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283 黄羽霄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306 李许涵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06 何子墨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06 陈涤非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06 周兆希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14 周辰晓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14 周渊涛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14 于哲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14 叶骐志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1 谢欧冉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1 陆沐天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1 刘国辉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1 龙家煜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5 程章清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5 段鹏远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5 郭一诺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5 徐家诚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10328 於宜霖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28 徐思仪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28 江昕桐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328 沈天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0404 马毅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4 胡嘉骏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4 肖泽宜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4 黄克峰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7 谢欣陶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7 鲁麦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7 吴玥羲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07 杨宇辰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101010421 胡贵林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101010421 刘诗喆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101010421 娄轶喆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101010421 毕一航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101010460 朱云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60 陈子飏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60 庄栎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460 张靖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6 朱泽远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6 李天啸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6 周一枫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6 王笑妍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9 刘泽旭 常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9 李方睿 常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9 杨璐菲 常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589 顾尹茜 常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0593 堵瀚文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593 崔乐瑶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593 申辰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593 季千枫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619 孙晨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19 吴骋骏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19 胡宇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19 徐安泽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636 仇稼玮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华东

101010636 黄序伦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华东

101010636 朱奕辰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华东

101010748 赵迪阳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华东

101010748 林赛依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华东

101010748 李圆融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华东

101010748 潘诚焕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华东

101010830 蒋璐杨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10830 易楷皓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30 祝漪茜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10830 傅新宇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32 王志翔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32 吴佳豪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32 徐景阳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832 赵昕怡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921 沈子维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921 俞珂菡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921 徐灵睿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0980 Yun-Chieh Tsai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10980 Jonathan Liu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10980 Advait Sridhar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10980 William Xu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11055 高博喻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5 谢天富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5 王晨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5 朱嘉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6 王子骏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6 成子豪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6 张昊楠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6 王飞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7 胡飞云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7 范云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7 华宇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7 蒋束恒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8 徐沛然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8 周彦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8 巫畅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9 刘冠宏 宁波效实中学国际中心 华东

101011059 张远 宁波效实中学国际中心 华东

101011059 滕予蔚 宁波效实中学国际中心 华东

101011059 姜智元 宁波效实中学国际中心 华东

101011217 陈慧翔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1217 孙浩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1217 张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1217 薛辰昊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11226 王舒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226 郭旻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226 贾秋旸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1226 王逸凡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1289 曾帅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289 张仕杰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289 丁一凡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289 陈思远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11322 朱振博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101011322 钱霖帆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101011322 徐淇奥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101011322 寿书涯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101020103 王心玥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103 胡云骢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103 曾劲源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103 曹泽宇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297 吕禾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97 杨灵灿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97 文世源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97 黄劲帆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395 张世纪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101020395 郭晨翀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101020395 江镇瑶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101020395 李凯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101020418 黄乐天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418 XIANG HERAULT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418 徐跃宜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418 胡浩伟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635 林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20635 施培诚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20635 俞婉青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20635 林子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20765 钟之乔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5 樊梓睿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5 李乐诗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5 卢泳君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0 李政洋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0 庄怡雅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0 李炜均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0 高笑天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1 霍鸿钧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1 罗啟燊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1 陈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71 韩凯欣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939 黄悦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939 黄哲亨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939 林芯竹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0939 陈敬聪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1021084 张充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4 李致远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4 林旭滔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4 赵倩怡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7 邓卓熙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7 洪铭志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7 苏育德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7 胡荣东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156 曾子涵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1156 叶家欣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1156 詹安琪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1156 贾若然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1219 崔熙纹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101021219 郭子逍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101021219 曾铭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101021219 朱凯莉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101021231 刘晓一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1231 黄嘉曦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1231 李雪莹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30007 刘碧涵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007 王嘉禾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007 宗昊天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007 鞠昀彤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022 陶昀泽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022 曹子梦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022 周琰凯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022 陈怡轩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076 许承芃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076 殷乐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076 吴天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076 孙元琪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093 路昀松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093 杨金煜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093 杨宇晨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093 王潇昱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127 王英皓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27 王枞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27 郭欣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27 刘馨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29 周语钧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129 刘婧雯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29 高润南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129 史记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0138 纪嘉禾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138 解文嘉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138 温博元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138 付瓅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139 刘岩松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1030139 李忻桐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1030139 李昱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1030139 刘家诚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1030174 李涵秋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74 范昊毅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74 尤瀚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74 刘孔新锐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77 杨靖怡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177 俞美琳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177 赵砚明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177 杜镇秦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1030180 陈橾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80 陈玥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80 林辰浩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80 于宗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195 刘嘉润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95 李东峰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95 于博彦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95 周泽奇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198 刘一朵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8 温雨蘅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8 Xiangyu Ai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8 张啸龙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9 鲍嘉艺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9 韩畅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9 赵永旭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199 丁天一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6 王振宇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6 郎雅迪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6 张雨轩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6 高雪飞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217 Luci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7 闫梓晋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7 刘涛闻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17 李依璘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235 王子骏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35 姚润泽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35 杨子潇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35 于泽蕙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40 王琪珑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240 宋翔宇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240 刘子琛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240 陈典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281 李熙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81 许芃威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81 韩天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81 贾景颐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285 董若彤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85 万宇翔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85 庞宇阳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85 王劭格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298 胡欣悦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101030298 Xiong Ruotong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101030298 孙思扬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101030298 龚倩 北京市第四中学 华北

101030336 杨艳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6 刘家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6 钱丙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8 罗志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8 司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8 刘颖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38 袁东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45 胡正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345 金艳霞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345 李建姝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345 马乐群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352 李昂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352 郑至诚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52 李子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52 胡子蔚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93 边婧 海拉尔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393 张悦 海拉尔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393 刘晏东 海拉尔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393 程洋 海拉尔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0397 梁家琛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97 万彗一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97 李想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97 吴天勤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44 孔祥越 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444 马国豪 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444 倪静 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444 张鑫磊 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0462 高宏宇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2 刘家林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2 包梓源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2 姜云飞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3 李佳运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3 杜耐日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3 刘炀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3 石冰欣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4 温馨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4 齐忆宁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4 刘爽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64 冯汇琳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0 高瑞松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0 范真地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0 杨凌冲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0 葛蓉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2 王顺雷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2 马响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2 解德山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2 雨田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3 吕函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3 刘沐晨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3 王煜堃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3 于淼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4 肖奕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4 袁冰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4 马纪昕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474 于涵 海拉尔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509 沈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9 李知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9 刘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09 邵沐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15 王欣茹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5 张潆月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5 张越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15 庞嘉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22 Cherin Yoon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522 Lin Yin Tan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522 Kevin Yao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522 Ashley Wong 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532 刘清音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2 王淳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2 刘建成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2 李志远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4 朱俊文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4 逄睿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4 姜宇亭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4 张蘭蘭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5 林义轩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5 翟树荣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5 王雨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5 姜萌萌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8 刘子豪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8 张倚龙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8 张申申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8 肖旸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9 刘俊萌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9 林瀚奇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9 王斌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39 邢国晶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40 曲韵竹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40 张哲文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40 潘迁平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40 邹佳明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58 王思琢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558 李珩周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558 董佳盈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558 王子屏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560 牛建毅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60 王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60 李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60 倪凯月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79 王勒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79 李密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79 王晓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79 霍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84 王彦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84 郝小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84 杭焱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84 王颖慧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594 季雨琪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94 朱星颐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94 马欣瑶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594 李越千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605 王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5 宋卓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5 董艺珈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5 张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6 岳洋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6 贾燕鹏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6 王凯迪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06 于艳红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2 申恩累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2 王子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2 李睿琦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12 高京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2 崔凯元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2 马一岘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2 马维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2 吉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4 宗桓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4 韩宇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4 赵临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4 李学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7 李毅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7 姚静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7 陈仕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7 李昊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9 刘雨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9 孔晓旭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9 王晓帅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29 刘雪飞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1 郑佳一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1 刘鹏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1 徐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1 许延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7 王煜尧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7 孔维宸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7 秦海龙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7 郭佳辉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9 陈苏凡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9 李垚垣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9 崔笑文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49 陈孟尧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0 石伟华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0 秦基尧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0 杨清凡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50 谢睿琪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67 姜雨辰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67 司哲溦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67 陈劲廷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67 张嘉旭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71 张子悦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71 吴昊烨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71 周济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71 赵晨希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685 李昊怡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85 李馨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85 李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85 常丽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3 赵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3 郝元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3 毛嗣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3 王元坤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698 张颢葶 郑州市第七中学 华中

101030698 刘浩然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698 史其诺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698 刘文媛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101030793 胡朕源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3 张馨月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3 周沫帆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3 李佳洋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831 杨杰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831 郝欣昱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831 刘辰宇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831 乔丹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842 孙昊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2 吕筱田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2 李浩然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2 王泽华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3 孙一翔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3 张峻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3 宫正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43 隋方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53 陈雨恬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1030853 白牧卿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1030853 俞蔼毕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1030853 郝客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1030872 徐浩霖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72 刘璟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872 谢小丫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4 王奕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4 夏金泽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4 顾雨翔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4 傅元蓬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5 赵健磊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5 唐圣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5 林乐赓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35 修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42 吕永熠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42 于嘉轩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42 谢知冉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42 黄瑞祺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0943 于洋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43 张雨晴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43 王奥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43 赵思淼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944 于泽祎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44 孙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44 王安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0944 刘垲秀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00 赵佳一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0 张一鸣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0 周霄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0 郑玉洁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1 刘昊鑫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1 薛明哲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1 宫淏元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1 王禹然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2 张莞莹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2 宋昊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2 李秭昕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2 徐秋颖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4 常克霄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4 李承霖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4 丰睿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4 左一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5 吴滟宸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5 朱俊儒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5 罗艺鑫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5 吴梓萌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9 董笑坤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9 包小龙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9 陈熙隆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09 屠宏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3 王端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3 白旭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3 王旭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3 冯琪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18 朱晓瑞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8 庞怡然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8 张津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18 郭昉秋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40 官学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0 曲琳凯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0 付佳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40 裴振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3 贺文迪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3 马浩凯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3 徐睿煊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3 徐法政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4 王祖印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4 黄志恒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4 王若桐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4 杨子涵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7 王艺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7 孙永豪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7 韩皓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7 秦新程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8 陈怡然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8 刘丰硕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8 刘凡嘉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8 苏嘉祺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9 邹和君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9 张耀东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9 李晨鸣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69 陈晓仪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0 王心怡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0 孔潇艺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0 孙浩源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0 朱子萌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1 肖旌羽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1 董简厚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1 李文浩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1 于欣禾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4 颜志炫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4 鹿晓麟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4 刘宜静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4 鞠心怡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5 田依健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5 杜晓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5 孙铭晨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5 代元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6 涂竞方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6 王肇军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6 戈天怡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6 王思齐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7 颜嘉琪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7 陈元兴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7 杨文昌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77 王可莹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0 李政翰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0 张晓静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0 孙浩哲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80 田纯语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7 刘隽宜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7 于利浩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7 于镜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7 王英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9 吴佳美美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9 王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9 王陈阳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099 高雨凡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1 曹榕倩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1 王维涓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1 郑昱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01 戚译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142 齐赛扬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2 朱泰祺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2 国湘钰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2 李静雯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215 赵砚升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15 曹传溥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15 曹一诺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15 肖集虹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1031228 裴瑾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228 宋吉如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228 于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228 焦春绚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238 章程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华北

101031238 杨溢航 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1031238 罗乙荐 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1031238 於芮洋 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1031239 田雯涛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39 袁典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39 廉鸿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39 张乐缘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7 陈于思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7 苗佳裕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7 于文洁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7 闫思源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1249 岳正源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华北

101031249 张子琦 哈尔滨顺迈华美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1249 何思诺 哈尔滨顺迈华美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1249 郝敏惠 哈尔滨顺迈华美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31318 刘一樯 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1318 贾浩宇 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1318 骆霁阳 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 华北

101031318 李稼成 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 华北

101040035 沈翰闻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35 胡景澄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35 胡博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35 张笑弈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5 李浩铭 重庆第一双语学校 华西

101040105 雷力 重庆第一双语学校 华西

101040105 樊一丁 重庆第一双语学校 华西

101040214 严婧玮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214 郑一聃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14 谢可勤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14 田贝宁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38 徐博华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38 冯鹏翊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38 张恒语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38 贺达真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77 肖凯夫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77 张子睿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77 游南嘉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77 肖书杨 武汉六中 华中

101040284 钟文星 南昌市第三中学 华中

101040284 彭思颖 南昌市第三中学 华中

101040284 高行健 南昌市第三中学 华中

101040284 谢睿泽 南昌市第三中学 华中

101040357 林义东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7 伍烊进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7 黄星阳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57 陈柏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6 雷一涵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6 黄锦天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6 邓海燕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6 赵思贤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0 胡鑫鹏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0 于世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0 彭键琳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0 陈露霄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2 谢淳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2 税洋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2 李晨漪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2 马静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7 汪芮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7 周雯韵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7 任柯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7 罗炜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455 赵博源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5 孙嘉庆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5 Tyrion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55 王思琪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486 施文昊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6 吴正昊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6 徐庆文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6 刘淇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521 陈诺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521 张晨璐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521 戴胡璇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521 陶致远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101040574 李婧雯 青海湟川中学第一分校 华西

101040574 家农博 青海湟川中学第一分校 华西

101040574 王张同博 青海湟川中学第一分校 华西

101040574 王渤为 青海湟川中学第一分校 华西

101040597 熊紫竹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597 何竹漪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597 王婧薇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40597 张羿天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971 卢伊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1 李钛航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1 卿祺昊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1 梁家乔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2 冯兰诗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2 蒋傲雪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2 许耘浩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2 刘颂慈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3 向丹桐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3 雷佳欣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3 蒋佩希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3 唐英格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5 蔡炎希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5 徐东来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5 王丹曼琪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75 李俊松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0990 舒杨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0 余天航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0 汪宇航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0990 徐子 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1041112 高宾婕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2 陈亮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2 陈潼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2 张靖敏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6 骆铜林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6 杨懿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6 孟无恙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16 汤海涛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20 鲁佳昊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1041120 陈玄玥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1041120 马煜昊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1041120 郭紫韵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1041179 刘玥儿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9 田欣瑞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9 郭真睿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9 唐阅天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80 蔡天嫄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80 何林睿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80 刘明非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80 李昕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61 赵文润 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 华西

101041261 宋冰洁 贵阳一中新世界国际学校 华西

101041261 金国泽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1 徐凡淇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3 戚朗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3 李昊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3 高培森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3 汤力恺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8 王少文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8 李艺科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8 田之秋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268 姚骏奕 贵阳一中 华西

101041302 袁凯雄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302 宋闯峰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302 黄嘉宇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101041302 蔡一婧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区域优秀奖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1010005 吴佳彧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5 Aria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5 吴应染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05 毛赟轶 上海位育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10033 刘莹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3 章文韬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3 王忻楠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033 管奕杭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10113 张知行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3 张桐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3 张云帆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13 金曼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3 林逸辰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3 陈思和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3 顾辰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123 郭彧敏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10201 王亚存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201 李明康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201 何杨博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201 顾辰欣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220 姚俊语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220 蔡姝婕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220 赵炳浩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220 金辰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101010329 王丰玮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329 高乐敏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329 Shawn 华天择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329 濮涵霄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10642 王恩宁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101010642 蔡怡然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101010642 莫文杰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101010642 陈旸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高中 华东

101011053 陆嘉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3 唐宁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3 李辰喆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053 王昊哲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101011338 刘珺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11338 杨心昊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11338 朱一帆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11338 徐达平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20017 丁一鸣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17 曾家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17 刘信章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17 余弘毅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21 张舒行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21 周文扬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21 李雨祺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21 梁歆越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49 郭曦萌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49 李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49
Charles Wei 魏匡

亿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049 杨惠博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20280 曾雨珊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80 朱铭宇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280 郭雅婷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20478
Gomzyakova

Elena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华南

101020478 陈嘉雯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华南

101020478 陈碧岚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华南

101020478 徐悦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 华南

101020767 何睿姿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7 彭楚玥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7 刘婧琦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767 张冠颖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20885 黄婧萱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885 黄忆洲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885 邹朗坚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885 林凌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1020910 蔡梓元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0 何嘉禧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0 黄芷琪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0 赵雨菲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3 朱奕盈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3 李佳盈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3 赵博琨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0913 王怡丹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21086 谢安家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6 蔡鹏泽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6 吴熠量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21086 吴芯宜 广东省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剑桥国际中心 华南

101030121 马崇尧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121 侯博瀚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121 李享儒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121 范文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30158 曹雨康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1030158 陈甍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1030158 宋明泽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1030158 姜文昊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1030288 李佳睿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88 王贝怩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88 高昂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88 侯斯瑞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30290 王岳轩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90 赵安喆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90 关浩然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290 王博凝 北京市第五中学 华北

101030381 李封翘楚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381 关键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381 王泽龙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381 蔡季潼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30389 安鸿旭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89 肖嘉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89 柳竞驰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389 程骏枫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01 厉雨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01 赵博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01 金若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401 刘家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75 高睿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75 王芊霖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75 刘伯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575 徐道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30763 梁睿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763 孙可歆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763 徐超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763 沈琦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1030799 刘雨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9 孙涛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9 苏凯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0799 何可欣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华北

101031032 冯奕鸣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2 姜政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2 李克钰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032 王思涵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1031140 李翰青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0 韩旭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0 张络维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140 庞建雄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31255 窦宇轩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255 韩昕航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255 于嘉轩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31255 陈雨菲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40082 Felix Yifei Zong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82 刘策天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82 唐子轩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082 岳宗扬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8 邹佳颖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8 赵子琦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8 于嘉卉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108 张亦歌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365 林芯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5 吴峻苹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5 刘亚霖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65 罗清松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1 刘天驰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1 吴博宇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1 唐婧卓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1 张雅宜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3 王雨龙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3 周思竹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3 谢文浩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373 吴婧雯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101040485 敖瑞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5 胡雅雯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5 余典昱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85 蒋泽文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3 王溢恒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3 于睿果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3 苏天元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493 龚浩轩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101040729 涂顺鑫 武汉光谷优联海外教育专修学校 华中

101040729 邱忆瑶 武汉光谷优联海外教育专修学校 华中

101040729 舒思楠 武汉光谷优联海外教育专修学校 华中

101040729 池光宇 武汉光谷优联海外教育专修学校 华中

101040804 孙佳奇 西安市西光中学 华西

101040804 卢子轩 西安市西光中学 华西

101040804 陈欣玉 西安市西光中学 华西

101040804 朱文宇 西安市西光中学 华西

101040846 许天砾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846 金以理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846 陈润琪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846 叶昆霖 武外英中学校 华中

101040956 杨怡欣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1040956 邱潍翔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1040956 杜佳航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1040956 舒思壹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1041015 查卉妍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1015 陈宇熙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1015 彭千舒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1015 方颖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41107 甄柯欣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07 黄爱茵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07 李双君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07 杨清云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华西

101041126 魏子航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6 贾茜淇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6 王陈陈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6 覃卓雅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8 潘博维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8 谈简意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8 吴祎然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28 李劲宽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41178 陈千卉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8 刘芮含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8 牛奕涵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78 雷沐林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95 张旭杨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95 杨子逸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95 沙永基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195 东乐平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00 邵亮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00 王涵晓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00 郑浩然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00 史炤南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41275 徐笑衍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1275 CARL WILLIS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1275 马煊城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41275 杨佳雨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