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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69904000009 向胜强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21069904000013 陈金健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

221069904000015 高山河 男 陕西省 西安市育才中学

221069904000017 计懿轩 女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学校

221069904000022 陈博林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21069904000023 朱姝蓓 女 江西省 赣州中学

221069904000029 尹健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梅溪湖中学

221069904000030 张杨思宇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 正定县乒乓球职业学校

221069904000035 沈汇毅 男 山东省 枣庄市第三中学

221069904000044 刘丹妮 女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047 常宇彤 女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221069904000048 王立坤 男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221069904000050 梁佳栋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054 史景宇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221069904000057 杨新浩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上海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221069904000070 白尚青 男 辽宁省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071 刘慈琦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221069904000074 燕子春 男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076 刘旭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078 林子乔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学校

221069904000079 闫旭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221069904000083 付海旭 男 山东省 金乡县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087 陈硕安 男 河北省 第十五中学

221069904000089 焦翔宇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21069904000102 张榕奥 男 河南省 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

221069904000104 贾思喆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221069904000105 杨天洋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221069904000106 何天逸 男 福建省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114 周惠一 男 陕西省 西安市长安区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16 翟秋童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20 陈咏欣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27 张郭鑫 男 陕西省 王益中学

221069904000128 刘唯一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33 王梓旭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34 徐奕翔 男 广东省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221069904000138 党前超 男 陕西省 王益中学

221069904000145 左家源 男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149 王国钰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221069904000158 李紫睿婷 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十一中学

221069904000160 王鹤瑾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62 李浩天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63 王昱超 男 陕西省 铜川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65 任轩东 男 陕西省 高新一中南校区

221069904000167 王也 男 甘肃省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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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69904000168 张毅伟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173 李明辉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175 熊文秋 男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221069904000180 曾伟 男 湖北省 武汉为明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184 李思源 女 河北省 河北省体育局运动技术学校

221069904000191 梁偲铖 男 广东省 广东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195 陈凌志 男 山东省 蒙阴县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198 张亮羽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199 马梓涵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221069904000200 任天宇 男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221069904000201 张开源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221069904000207 张子汐 女 河北省 第十五中学

221069904000209 董岳昊 男 河北省 河北辛集中学

221069904000211 席浩诚 男 广东省 东莞市光明中学

221069904000214 黄晨阳 男 黑龙江省 大庆铁人中学

221069904000219 李喆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221069904000220 杨子涵 男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225 邱玥 女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221069904000226 时鸿远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221069904000227 祝昱坤 女 浙江省 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

221069904000229 詹宏祥 男 甘肃省 永登县第六中学

221069904000230 许芸魁 男 山西省 临汾市尧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221069904000235 赵铭璇 男 山东省 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236 吴昊达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221069904000237 张宝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校

221069904000242 麦宇柏 男 广东省 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

221069904000244 沈义杰 男 江苏省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246 张泽璞 男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248 王颢凯 男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221069904000249 董蓝汐 女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221069904000250 郭禹泽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221069904000253 谭志炜 男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256 王逸伟 男 陕西省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221069904000259 朱一鸣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260 谢古瑞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21069904000264 张智博 男 黑龙江省 大庆铁人中学

221069904000265 古佩奇 女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266 王沛泽 男 陕西省 咸阳育才中学

221069904000267 陈文凯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270 张翔禹 男 河南省 新乡市红旗区职业教育中心

221069904000271 于小航 男 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275 郭大宝 男 陕西省 陕西省米脂中学

221069904000281 苏坦 男 河南省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221069904000283 牛叶康 男 山西省 太原市育英中学校

221069904000285 成思达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221069904000292 刘宇航 男 陕西省 汉滨区黄冈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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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69904000293 苗喻淇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296 李啉源 女 云南省 云南省个旧市第一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297 李正威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221069904000298 穆姝凝 女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300 李雨舟 男 山东省 临沂外国语学校

221069904000302 邵天增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五家渠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304 彭涛 男 湖南省 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308 刘禹呈 男 河北省 第十五中学

221069904000312 杨皓然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313 田小雨 男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七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314 王宇杰 男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221069904000316 崔明昊 男 陕西省 高新一中南校区

221069904000317 刘戴尔 男 广东省 广州市玉岩中学

221069904000318 张小丁 女 陕西省 西安市第十九中学

221069904000321 张格琳 女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学校

221069904000330 黄宇泽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332 张皓翔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铁路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339 杨泽霖 男 天津市 天津市蓟县燕山中学

221069904000340 张展赫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342 姬凯文 男 山东省 枣庄市第三中学

221069904000347 王笑笑 女 山东省 临沭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348 王雯雯 女 陕西省 高新一中南校区

221069904000352 张钊荣 男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221069904000354 黄奕帆 女 河南省 洛阳市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355 王昱欢 女 辽宁省 锦州市锦阳高中

221069904000357 郭陈弘飞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21069904000360 王明星 男 山东省 蒙阴县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65 张宇珩 男 广东省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221069904000367 何海冬 男 陕西省 咸阳彩虹学校

221069904000370 王解闻达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221069904000374 董启航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75 高乾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76 周晗帅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81 张天恩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田家炳中学

221069904000383 李健华 男 吉林省 吉林省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84 肖瑞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386 许高高 男 云南省 度假区衡水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89 王彩瑜 女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21069904000392 李海琪 男 河南省 明天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394 周永琎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21069904000397 刘嘉琪 男 甘肃省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402 张书琦 女 山东省 方城县机电信息中等职业学校

221069904000406 胡家辉 男 陕西省 渭南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07 刘溢坤 男 陕西省 渭南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08 史俊熙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09 萧弋博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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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69904000410 王雨佳 女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417 王建霖 男 黑龙江省 逊克县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18 加勒卡斯·哈里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19 娄思雨 女 浙江省 浙江省柯桥中学

221069904000423 张子琦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24 杨舒珺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21069904000426 魏子越 男 辽宁省 大连市教育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30 李诚 男 河北省 正定县第七中学

221069904000432 徐银浩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柯桥中学

221069904000435 胡津德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221069904000437 阴潘博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38 胡绮晨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钢铁公司第四中学

221069904000439 金伯洋 男 浙江省 绍兴市稽山中学

221069904000440 刘新宇 男 河南省 固始县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41 尹永祥 男 陕西省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42 娄逸飞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221069904000443 张益铭 男 陕西省 武功县普集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45 赵汗青 男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221069904000446 掌心 女 江苏省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48 吴福甜 女 山东省 临沭第二中学

221069904000449 汤正楠 男 浙江省 缙云中学

221069904000450 赖婧雯 女 浙江省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55 陈新宇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221069904000461 朱家辉 男 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221069904000462 黄祥轩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221069904000463 危雨晴 女 湖南省 浏阳市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64 李毅 男 湖南省 慈利县第一中学

221069904000465 周泽阳 男 湖南省 长郡浏阳实验学校

221069904000466 洪金豪 男 重庆市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221069904000467 毛程 女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21069904000469 张文天 男 云南省 昆明市第八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