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3000023 毛敏 女 辽宁 丹东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033 张之瑞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046 白金龙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070 吴诤凌云 男 安徽 安徽省滁州中学
171021303000080 张嘉任 男 吉林 敦化市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102 吴浩玮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松北校区
171021303000107 王浩宇 男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171021303000110 么拓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115 曹庆博 男 山东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116 肖月 男 黑龙江 勃利县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152 韩东阳 男 山西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0167 刘荣哲 男 山西 山西省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170 李睿豪 男 河北 邯郸市致远中学
171021303000173 于航 男 吉林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
171021303000182 彭毅涛 女 湖北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206 杨雨民 男 山东 淄博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209 杨新宇 男 黑龙江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218 张冕 男 辽宁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252 范长浩 男 山东 费县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260 邢恺中 男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71021303000275 耿琛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279 陈文韬 男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283 周道宁 男 河北 河北辛集中学
171021303000285 潘钊滢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71021303000294 武子凡 男 江苏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308 蒋世阳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321 苏钰尧 男 四川 四川省绵阳中学
171021303000332 王一帆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3000369 迟润秋 女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3000386 史海东 男 浙江 宁波市鄞州中学
171021303000387 张越士 男 广东 汕头市聿怀中学
171021303000390 郭冠辰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0399 李天宇 男 山东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04 刘延东 男 山东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07 贾云逸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20 郭训孜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科学高中部
171021303000436 杨若岩 男 河南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71021303000438 王睿琦 男 黑龙江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56 高榕志 男 山西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71021303000461 张皓明 男 山西 阳城县第一中学校
171021303000468 韩津年 男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76 陈宇轩 男 江西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171021303000481 刘敬祥 男 山东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485 王佳宁 男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494 张烜铭 男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0508 徐建航 男 安徽 安徽省宁国中学
171021303000512 韩宜达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523 王乾驰 男 黑龙江 大庆市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531 王硕 男 山东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548 张洋 男 广东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0552 林源 男 山东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555 叶千澳 男 湖南 醴陵市第四中学
171021303000557 李新萌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577 王雨朦 女 山东 齐河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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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21303000579 惠涌 男 山东 诸城繁华中学
171021303000582 姜照宁 女 山东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71021303000584 王岩松 男 山东 东营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606 朱怡学 女 内蒙古 宁城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607 陈家鑫 男 江苏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622 侯子龙 男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0637 周浩 男 辽宁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647 杨婕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3000660 祝昊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666 刘航宇 男 河南 郑州市回民中学
171021303000679 张馨月 女 山东 寿光现代中学
171021303000684 付娆 女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690 尹伟业 男 江苏 常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691 孙文举 男 河北 泊头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697 周华宝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3000698 张栋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700 王健宇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3000715 程一泽 男 山东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721 董俊廷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727 胡荣洋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729 王佳腾 男 山东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763 邵清浩 男 山东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777 胡安祺 女 辽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71021303000789 李优 男 广东 深圳中学
171021303000804 万佳元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3000820 贺思清 男 山西 太原成成中学校
171021303000830 王一 男 安徽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858 宋睿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871 朱烨琦 女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878 姚弘毅 男 湖南 湖南省桃源县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879 左越晟 男 江西 南昌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881 王新宇 男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882 叶子琦 男 江西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171021303000895 魏宇泽 男 黑龙江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896 常振飞 男 安徽 安徽省宿州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909 张淳钊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3000915 李梓生 男 湖南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171021303000921 刘琳 女 山东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927 于靖麟 男 四川 四川省绵阳中学
171021303000946 巴思然 男 吉林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71021303000964 苗润晗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970 李子靖 男 江苏 江苏省泰州中学
171021303000978 张力凡 男 河北 沧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0981 贡超凡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171021303000989 孟繁泽 男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171021303000992 李鸿飞 女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3000998 朱家明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3001014 裴景胤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016 张杞宁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1036 黄笑冰 男 江西 九江市第三中学
171021303001081 池奕锟 男 河南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1106 张泽平 女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1108 张奥林 男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109 席赫岐 男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115 郭冠伟 男 安徽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171021303001127 卓之丰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171021303001135 王竟豪 男 辽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3001138 张臻博 女 江苏 江苏省扬州中学
171021303001141 龚俊鹏 男 湖南 株洲市南方中学
171021303001147 张啸威 男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71021303001158 陈东 男 山东 莒县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162 徐子奕 男 山东 新泰中学
171021303001194 李秉韩 男 江苏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171021303001202 李傲阳 男 河南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3001203 朱一尘 男 江苏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1204 崔冠军 男 山东 东平高级中学
171021303001208 陈利谷 男 浙江 浙江省温州中学
171021303001209 尹梓航 女 辽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216 涂丰迪 男 江西 江西省高安中学
171021303001247 林彬 男 贵州 贵州省纳雍县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273 魏衍乐 男 山东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280 张振国 男 内蒙古 包钢第一中学
171021303001286 姚琨鹏 男 江苏 江苏省镇江中学
171021303001290 许文韬 男 安徽 东至县第二中学
171021303001291 刘元瑞 男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3001299 徐佳冲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030 钱诚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4000039 肖迪文 女 黑龙江 大庆市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040 郭金含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4000042 陈胜楠 女 山东 东平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043 林长滋 女 辽宁 大连市第八中学
171021304000053 魏宇辰 男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71021304000059 方艺霖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中学
171021304000061 郑永琦 男 陕西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062 孟辰 男 辽宁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072 庄园 女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21304000077 张钰宁 女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080 尹青青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71021304000091 张耀丹 女 山东 临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095 丛远锦 男 山东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096 张云龙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71021304000109 岳一恒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111 马心茹 女 安徽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171021304000115 张逸群 女 山东 东平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116 代佳伟 女 河南 河南省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121 邵仕荣 男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4000122 许诗琳 女 山东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171021304000128 杜巧宜 女 四川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71021304000134 刘筱筱 女 湖南 娄底市第三中学
171021304000141 王依然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4000143 贾宇博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4000151 阴鸿泽 男 山西 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171021304000152 陈秋晓 女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153 杜奎章 男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155 郭恩昊 男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71021304000172 霍冠男 女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4000183 何兴婕 女 辽宁 沈阳市第九中学
171021304000184 赵梓杉 女 辽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194 王晨羽 女 河南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202 匡高远 男 山东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203 刘子悠 女 山东 临沭县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209 刘芯熠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4000212 王瑶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4000249 王嘉玮 男 河北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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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21304000256 葛诗意 女 山东 曹县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262 程光蕊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4000271 门皓雪 女 山东 寿光现代中学
171021304000273 朱珊珊 女 安徽 安徽省濉溪中学
171021304000275 管文白 男 江苏 江苏省高邮中学
171021304000284 赵辛迪 女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4000286 黎烜麟 男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71021304000291 张悦妍 女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中学
171021304000295 薄荣静 女 山东 临沭县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296 于鹏东 男 山东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71021304000319 孔妍之 女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320 刘家林 女 河南 开封市开封高中实验学校
171021304000327 李度 女 安徽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71021304000330 卢西婧 女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331 洪昕 女 安徽 安庆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334 刘铱帆 男 山东 山东省北镇中学
171021304000339 王子鸣 男 江苏 江苏省兴化中学
171021304000341 张玉琪 男 山东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71021304000350 齐莹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4000355 赵文璇 女 山东 东阿县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358 彭昀迪 女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71021304000359 徐同炀 男 山东 枣庄市实验中学
171021304000360 马闯 男 山东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71021304000365 赵丰年 女 山东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21304000368 马一啸 男 江苏 江苏省泰兴中学
171021306000003 何宇锋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171021306000072 王译楼 男 辽宁 阜新市实验中学
171021306000117 韩镇谦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6000123 龙灵 男 湖北 红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158 徐苏洋 男 北京 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169 卫祎岑 女 辽宁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171021306000174 宿玉康 男 山东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01 宋启航 男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07 陈平 男 湖北 武汉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208 冀贞昊 男 山东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71021306000210 吴玉龙 男 安徽 蚌埠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215 何宇峰 男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20 郑一凡 女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52 李玥璘 女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259 孟嘉铭 男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71021306000261 刘欢 男 江西 江西省吉水县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275 张泽坤 男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93 杜佩阳 女 河南 安阳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294 付佳鑫 女 吉林 舒兰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0323 白铂 女 黑龙江 大庆铁人中学
171021306000337 李相君 男 辽宁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171021306000343 王佳勒 女 四川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71021306000379 胡吉祥 男 山东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171021306000407 王毓乾 男 山东 昌邑市文山中学
171021306000413 黄启诚 男 安徽 安徽省怀宁中学
171021306000466 高靖明 男 河北 邯郸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479 苑子琦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6000482 王若宁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0485 毛会策 男 山东 临沂第七中学
171021306000510 黄欣宇 男 安徽 当涂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517 张凌飞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537 赵天琦 女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0539 闫志尧 男 河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542 姜治邦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6000553 丁惠钊 男 山东 临沂第七中学
171021306000561 吴琦 男 湖北 武汉市第六中学
171021306000575 窦伟智 男 河南 河南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0600 马义轩 男 河南 郑州市第四中学
171021306000618 高铭遥 男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0638 武文奇 男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643 王梓丞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0645 高博 男 河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665 李姝玥 女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671 王鋆 男 北京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0690 鲁伟航 男 河南 郑州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707 宋泊瑶 女 黑龙江 宁安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0709 苏麟力 男 广东 广州市铁一中学
171021306000720 田轲 男 河南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71021306000723 于煊 女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0724 肖湛 男 湖南 长郡中学
171021306000747 唐元博 男 黑龙江 林口县第四中学
171021306000771 李其蓝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0785 付望骏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794 梁柏瀚 男 四川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0804 尹骞 男 山东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71021306000811 石恒维 男 辽宁 鞍山市第八中学
171021306000817 刘昀昊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71021306000871 王锦鹏 男 黑龙江 宁安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0892 张航铭 男 浙江 浙江省丽水中学
171021306000912 李明哲 男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71021306000918 张轶超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923 燕云飞 男 山东 东营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0939 王逸君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171021306000957 唐誉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21306000988 姜梦帆 男 河北 石家庄精英中学
171021306000998 王瑞琦 男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000 吴环宇 男 安徽 安徽省淮南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003 王树鹏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1014 黄贺飞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070 徐奥文 男 安徽 安庆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100 李冠睿 男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123 范昕彤 女 黑龙江 大庆铁人中学
171021306001130 刘啸天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144 解沸以 男 江西 江西省吉水中学
171021306001155 郭致远 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171021306001157 张明洋 男 河南 新乡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170 杨青 女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177 郝加欣 男 山东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21306001187 张东帅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194 周俊海 男 广东 广州市第六中学
171021306001195 王天霖 男 山东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203 刘斯瑜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1208 张冠泽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231 张添凯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1232 孙东航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1242 黄子函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71021306001261 莫继杭 男 黑龙江 林口县第四中学
171021306001269 左东昇 男 黑龙江 七台河新一中
171021306001277 杨皓然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1278 耿睿彤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71021306001282 马靖康 男 河北 河北望都中学
171021306001305 苗健 男 山东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307 王艺丹 女 河南 郑州市第七中学
171021306001311 王浩宇 男 黑龙江 集贤县第四中学
171021306001333 何昊南 男 四川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171021306001341 祝富星 男 山东 陵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366 李恒阳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6001406 苏靖淞 男 云南 玉溪市民族中学
171021306001418 孟涛 男 安徽 霍邱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423 刘姜枫 男 江西 江西省余干中学
171021306001443 邝燚 男 湖南 长郡梅溪湖中学
171021306001445 赵博扬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1457 马振威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458 王浩宇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459 刘畅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469 王怡格 女 河南 郑州市第九中学
171021306001504 曲贺诗 男 黑龙江 大庆铁人中学
171021306001508 由煜法 男 山东 邹平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511 熊壮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71021306001526 王睿盛 男 江西 金溪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543 张懿铭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1551 杨晓萌 女 山东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569 李政洋 男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1573 沙哲一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576 崔博涵 男 山东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21306001595 郭铭宇 男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1600 李雪菲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1603 俞云潇 男 浙江 嘉兴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07 赵英杰 男 黑龙江 七台河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15 李孟灏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71021306001630 许丽萍 女 河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33 童泽昊 男 江苏 徐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44 张砚博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70 张振宇 男 山东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71 秦明源 男 黑龙江 七台河新一中
171021306001680 王少凡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88 赵致嘉 男 广东 深圳市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696 栗镛涵 男 河北 邯郸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697 汪洋 男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171021306001712 黄章昊 男 浙江 浙江省瑞安中学
171021306001720 万子义 男 四川 四川省绵阳中学
171021306001721 谢凝 女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1739 李开宇 男 安徽 合肥一六八中学
171021306001746 李耀 男 山西 左云县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750 衣正元 男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754 王宇思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1784 陈子衡 男 浙江 嘉兴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793 陈阳 男 河南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800 赵楠楠 女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801 邢骁泽 男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804 张乾志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1805 吴止竞 男 浙江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171021306001806 王振宇 男 山西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1815 刘瀚池 男 浙江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820 施欣冶 男 浙江 杭州市余杭区英特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825 刘小睿 女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1826 李彪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848 陈子昱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1849 徐同乐 男 山东 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1901 唐可欣 女 河南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919 张笑颜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936 曹婧玟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1943 刘桐枫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1962 钟意 女 北京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171021306001966 刘宸玮 男 河南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71021306001971 印鸣珂 男 重庆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71021306001974 黄子康 男 江西 新余市第四中学
171021306001998 赵琪润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001 束魏琦 男 安徽 安徽省舒城中学
171021306002015 罗浩文 男 湖北 湖北省鄂州高中
171021306002016 于钊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2036 宋韬 女 黑龙江 双城区兆麟中学
171021306002040 沈宪琨 男 辽宁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064 吴丹阳 女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2110 马金骥 男 河北 河北郑口中学
171021306002134 周昱坤 男 安徽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148 刘天任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171021306002159 向治桦 男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2166 高嘉翾 男 河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177 田宇欣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2218 周奕雯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中学
171021306002237 白岩可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241 徐艺博 男 甘肃 会宁县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271 周蓓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2325 施敬轩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2328 冯子宁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2331 王春唯 男 安徽 合肥市第六中学
171021306002334 解凌峰 男 河北 河北昌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339 刘安宁 女 山东 新泰中学
171021306002346 陈孟琦 男 山东 齐河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359 门家豪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71021306002360 傅云杉 男 安徽 蚌埠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373 李子雅 女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376 孙鹏远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71021306002414 王怡健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424 付佳正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71021306002428 李梓涵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2430 张铭伟 男 河北 邯郸市致远中学
171021306002434 谢文茜 女 河南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457 王公岳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487 丁锐 男 江苏 江苏省天一中学
171021306002496 党振林 男 河北 河北昌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513 刘国庆 男 黑龙江 尚志市尚志中学
171021306002525 李诗惠 女 安徽 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528 张玉才 男 河北 武邑宏达学校
171021306002532 何恒洋 男 四川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2541 李任哲 男 福建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171021306002545 邵方璇 女 山东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546 吴蔷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2549 祁彭薇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中学
171021306002558 师雪玮 男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565 刘烁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2569 陈鑫昊 男 黑龙江 绥化市第一中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2570 邓云峰 男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583 王佳宁 女 山东 新泰中学
171021306002596 王鹏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2604 赵腾元 男 河北 河北辛集中学
171021306002607 张帅毅 男 安徽 合肥市第八中学
171021306002623 刘雪菲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71021306002638 陈世晖 男 辽宁 丹东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671 邵帅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2681 朱庭跃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
171021306002688 张久宁 男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705 尚子奇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2714 王乾 男 河北 河北昌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716 郭海天 男 辽宁 北镇市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759 郑培远 男 河南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762 周朔锋 男 河北 河北昌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793 吴国澳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796 张驰 男 河北 廊坊一中
171021306002825 贾昊宸 男 重庆 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
171021306002830 孙文静 女 山东 济宁市实验中学
171021306002836 宫泽 男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848 左璐巍 男 河北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872 陈鹏博 男 浙江 永嘉中学
171021306002889 陈思齐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2896 王开正 男 辽宁 辽阳石油化纤公司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900 江芷若 女 山东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04 生浩然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2907 古志明 男 河南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71021306002908 王哲昊 男 福建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15 王心博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6002925 陈奎宇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27 郭英凡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29 刘靖宇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36 刘一霖 女 山东 威海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37 韩国庆 男 山西 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
171021306002946 闫锦华 男 山西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2951 孙怡宁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2973 崔尚卿 男 安徽 合肥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76 朱效宏 男 山东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78 张淳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21306002979 闫温馨 男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2996 葛毅飞 女 河南 郑州外国语中学
171021306003014 张鑫 男 河南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3050 阳宽 男 四川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3055 刘心怡 女 河北 沧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064 李奕萱 女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070 曹新宇 男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095 石雅婷 女 山西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171021306003105 张淏然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71021306003109 张劲松 男 河北 邯郸市第四中学
171021306003122 陈苡淇 男 江西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樟树中学
171021306003123 胡钧淏 男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133 陈文星 男 河南 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138 刘力沛 男 山西 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140 李镕岐 男 山东 潍坊滨海中学
171021306003149 赵浩威 男 河南 郑州龙湖一中
171021306003185 杨子慕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200 侯岳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3214 曾浩洋 男 四川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71021306003229 王麒硕 男 河南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237 贾浩霖 男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238 刘腾飞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247 刘子绮 女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71021306003250 周书磊 男 安徽 安徽省广德中学
171021306003264 郑越尹 女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171021306003267 吴昊 女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279 李劲玮 男 湖北 宜昌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294 杨明昊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3333 余远征 男 西藏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171021306003345 胡新怡 女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348 王宁 男 山西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171021306003359 秦健峰 男 青海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3369 孙萌 女 黑龙江 绥棱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374 荣健睿 男 北京 北京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378 原浩宸 男 山西 山西省实验中学
171021306003394 王子安 男 贵州 贵阳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408 孙昕 女 山西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3431 张靖宇 男 山东 寿光现代中学
171021306003436 宋哲正 男 安徽 合肥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449 董博文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3456 王鹏宇 男 河南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466 马旭冉 男 河南 郑州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472 蔡天澍 女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171021306003479 杨子煜 男 安徽 蚌埠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496 王虹崴 男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502 景子奇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524 赵明哲 男 河南 西平县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528 顾瑜恒 男 浙江 绍兴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534 蒋润嵩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551 郭佳俊 女 河南 郑州市第一0一中学
171021306003563 刘旭晨 女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566 张楚 女 河北 唐山海港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575 韩睿宇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3582 张云霄 男 山东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171021306003584 杨万达 男 吉林 辉南县第六中学
171021306003595 张继辰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3599 梁桂硕 男 河北 河北郑口中学
171021306003608 李宗鹏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611 付琳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3613 陈欣蕾 女 山东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615 林予暄 女 福建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625 郭艺军 男 福建 漳州实验中学
171021306003631 高祥 男 江苏 江苏省宿迁中学
171021306003644 陈佳宇 男 黑龙江 肇州县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712 刘鑫琦 男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744 周研 女 安徽 安徽省舒城中学
171021306003755 高睿 男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763 韩雪莹 女 河南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768 贝晨杰 男 浙江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772 曹千雪 女 湖南 郴州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780 祝志洋 男 福建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171021306003799 刘之畅 男 湖北 武汉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3824 梅晓萌 男 河南 遂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829 程思陶 男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3843 王哲 男 安徽 当涂县第一中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
171021306003855 李世焱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71021306003856 邱勿 男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171021306003857 郭嘉伟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861 刘子渭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3879 丁通 男 湖北 武汉市第六中学
171021306003944 曲畅生 男 河南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3946 史振喆 男 安徽 合肥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948 李俊廷 男 黑龙江 大庆市实验中学
171021306003950 廖梅玲 女 江西 江西省宁都中学
171021306003966 吴委键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71021306003971 刘士龙 男 山东 巨野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984 郑长昊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3994 熊星宇 男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71021306004000 李益琛 男 安徽 当涂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005 王卓君 男 河北 武邑宏达学校
171021306004009 孙浩 男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171021306004023 赵雨田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4040 张泽涛 男 浙江 宁波市鄞州中学
171021306004058 杨羿乐 男 四川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71021306004064 蒋雨多 男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71021306004065 闫善超 男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071 王钦粤 男 辽宁 东北育才学校科学高中部
171021306004076 张展豪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4082 张博飞 男 黑龙江 绥芬河市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089 朱南西 女 湖北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096 孙思瀚 男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102 陈旭鹏 男 湖北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116 孟钰昊 男 陕西 神木中学
171021306004127 王雪纯 女 安徽 蒙城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137 李益宗 男 广西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
171021306004138 郭海华 男 广西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
171021306004139 张达 男 河南 新乡市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143 郭怡业 男 海南 海南华侨中学
171021306004147 张鑫 男 黑龙江 拜泉县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148 王泽林 男 内蒙古 通辽实验中学
171021306004149 吴洋 男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71021306004160 郑云 女 河南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181 张中昊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171021306004186 冉东升 男 河南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209 曾理 男 江苏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221 王维汉 男 北京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171021306004249 单正君 男 辽宁 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257 迟惠源 女 山东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71021306004277 段晨婕 女 湖南 长沙市雅礼中学
171021306004286 杨慧琳 女 河南 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
171021306004288 王森 男 黑龙江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294 李隆基 男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实验中学
171021306004298 江林鑫 男 浙江 浙江省温岭中学
171021306004309 侯凯元 男 河南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325 张惟嘉 男 安徽 安徽省萧县中学
171021306004331 李净峰 男 江苏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171021306004336 白昊昕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71021306004351 陈薇薇 女 安徽 灵璧中学
171021306004361 赵沛霖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