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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69904000004 王心宇 女 江苏省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008 张小丁 女 陕西省 西安市第十九中学

231069904000009 熊文秋 男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231069904000012 姚雨昂 男 陕西省 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15 赵鋆龙 男 辽宁省 鞍钢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018 丁欣楠 女 江苏省 上海市上海中学

231069904000021 黄瀚 男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023 赵晨 男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231069904000026 郝益晨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027 严臣玮 男 陕西省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231069904000028 夏睿琪 女 湖北省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231069904000033 刘康达 男 海南省 海南华侨中学

231069904000036 朱欣宇 男 山东省 单县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38 邹金鸣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39 赵昊雯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231069904000041 王奕权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43 王燏晨 男 山西省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231069904000045 张继翔 男 山东省 单县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46 曾子航 男 陕西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047 张杰皓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31069904000050 于滨阳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八中学

231069904000053 杨瑷羽 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56 龙一帆 女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231069904000059 姚博瀚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五中学

231069904000060 常馨月 女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231069904000064 郭家维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231069904000066 王泽轩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五中学

231069904000067 彭思涵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068 张方舟 男 甘肃省 兰州市第四中学

231069904000069 张鑫睿 男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72 张培姿 女 上海市 上海市上海中学

231069904000073 李烁 女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077 薛金峰 男 甘肃省 兰州市第十八中学

231069904000078 吴宇瀚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231069904000079 李丹墨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外国语实验学校

231069904000082 胡晓辉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83 杨治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回民中学

231069904000086 吴昌昊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089 薄皓丞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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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69904000091 郭小帆 女 上海市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096 刘涛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097 张格琳 女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231069904000098 杨怡然 女 山东省 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231069904000101 陈怡静 女 浙江省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中学

231069904000113 向胜强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231069904000115 党前超 男 陕西省 铜川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117 梁芬扬 女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231069904000119 王露冉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第四中学

231069904000120 娄思雨 女 浙江省 浙江省柯桥中学

231069904000123 刘迪 男 山东省 临沭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125 潘紫仪 女 湖南省 长沙市南雅中学

231069904000127 郭昊 男 湖北省 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

231069904000129 李紫睿婷 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十一中学

231069904000131 张亦晗 女 江苏省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143 仉贝宁 女 河北省 河北省体育局运动技术学校

231069904000149 吴佳欣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150 马伟成 男 湖北省 襄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231069904000152 霍信丞 男 陕西省 安塞县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158 冯蓝漪 女 甘肃省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原兰炼一中）

231069904000159 汤景越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161 尚梁钰 女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231069904000162 马涛 男 陕西省 西安博爱国际学校

231069904000165 邢立彬 男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167 张博轩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168 魏顺海 男 甘肃省 定西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173 梁万策 男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180 刘彦希 女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231069904000182 陈昕怡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188 黄雅然 女 四川省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189 周晗帅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190 陈洋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231069904000191 袁宇桐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五中学

231069904000195 罗昌明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洋湖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199 李欣雨 女 重庆市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231069904000203 韦迎妮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铁二中学

231069904000208 张书涵 女 陕西省 渭南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212 闵晴 女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216 姬凯文 男 山东省 滕州市第十一中学

231069904000217 尚煜涵 男 山西省 太原成成中学校

231069904000218 吴心怡 女 四川省 德阳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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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69904000222 吴昊燃 男 重庆市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231069904000224 张璟皓 男 江苏省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231069904000227 李泽鹏 男 河南省 新乡市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228 李馥丞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31069904000232 罗仁溢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兴柳学校

231069904000234 焦威畅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236 王天璞 男 黑龙江省 大庆铁人中学

231069904000237 康仲明 男 甘肃省 嘉峪关市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239 万里 男 湖南省 益阳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40 姚昱良 男 甘肃省 定西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43 周翔 男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231069904000245 韩普彦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231069904000248 张琛奇 男 甘肃省 定西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49 王振宇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231069904000252 许瑞 女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55 师涵林 女 甘肃省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原兰炼一中）

231069904000257 杨思嘉 女 北京市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231069904000260 张皓雯 女 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262 李若菲 女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

231069904000266 左鑫睿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九中学

231069904000267 刘子萱 女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231069904000274 张智翔 男 江苏省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275 谭振宇 男 广东省 东莞市丰泰外国语实验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231069904000281 肖雨洁 女 山东省 巨野县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82 刘雯瑞 女 山东省 淄博中学

231069904000283 周子城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兴柳学校

231069904000285 张涵茵 女 湖南省 益阳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86 崔博超 男 河北省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世纪中学

231069904000288 宗佳艺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91 蔡雅琪 女 湖南省 益阳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292 王陈静 女 安徽省 安徽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293 罗晶晶 女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三中学

231069904000294 王纪宪 男 河南省 商水县第二高中

231069904000295 李静男 女 陕西省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231069904000299 蔡熠杨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31069904000300 樊天政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01 张津铭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06 李冠廷 男 河南省 许昌市第三高级中学

231069904000308 张祖豪 男 吉林省 长春市十一高中

231069904000310 李龙舟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柯桥中学

231069904000311 莫承欢 男 广东省 肇庆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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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69904000313 陈美彤 女 辽宁省 鞍山市新世纪实验学校

231069904000314 张天宬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20 丛文司青 女 山西省 阳泉市体育运动学校

231069904000321 贾柏一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231069904000322 侯润莹 女 河南省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24 范文珊 女 陕西省 咸阳彩虹学校

231069904000325 黄虎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231069904000326 刘俊希 男 重庆市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

231069904000327 赵海轩 男 陕西省 陕西咸阳中学

231069904000329 于焱坤 男 山东省 东营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30 王宏杰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31 王禹淞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

231069904000333 张依炫 女 浙江省 桐乡市茅盾中学

231069904000335 施亚纯 女 浙江省 浙江省萧山中学

231069904000336 额尔齐斯 男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蒙古族中学

231069904000339 朱婧怡 女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231069904000341 陈虹亦 男 湖南省 岳阳市第四中学

231069904000342 马小丫 女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43 谢天意 男 湖南省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子弟中学

231069904000345 杨博 男 广东省 广州市花都区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47 陈朝磊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50 薛扬 女 山东省 蒙阴县职业教育中心

231069904000351 李季桐 男 黑龙江省 瀚睿艺术中学

231069904000352 张俊逸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54 林诗泽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一百二十中学

231069904000355 李紫涵 女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57 王梓硕 男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58 王元睿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63 蔡雨娟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犍为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64 李依峰 男 吉林省 长春市第一五○中学

231069904000366 莫典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68 李欣熠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宏名中学

231069904000370 杨力铭 男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231069904000372 王子涵 女 陕西省 西安市第八十五中学

231069904000374 毕钰坤 男 陕西省 陕西省榆林林业学校

231069904000375 唐启添 男 湖南省 怀化市第三中学

231069904000380 张晋榕 男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231069904000381 赵非炀 男 浙江省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231069904000384 文杨雅 女 陕西省 三原县北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