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当前就读中学
181021301000144 卢潇阳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181021301000184 宿梓航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1000201 张听海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81021301000212 江林铮 男 湖南省 长沙市明达中学
181021301000229 肖远 男 贵州省 清镇市第一中学
181021301000316 刘汉文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181021301000356 孙博洋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1000373 刘一辰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泰兴中学
181021301000386 温见成 男 江西省 赣州市第三中学
181021301000405 靳钊 男 甘肃省 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
181021301000440 金岩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1000443 张若凡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1000485 唐新宇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兵团二中
181021301000494 姚子健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第九中学
181021301000508 李贞仪 女 湖北省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1000517 宋凯峰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1000558 刘一达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1000567 李淳一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1000608 叶得濠 男 甘肃省 民勤县第一中学
181021301000634 黄锦洋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181021301000638 寇阔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实验中学
181021301000678 周博文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2000220 付启蕴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181021302000227 肖瑾新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181021302000248 魏禹桐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259 宋晨浩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278 韩霄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287 张赫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359 李尔卓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2000361 闫瑞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375 刘心亿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379 邵琪彭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2000386 周宇杰 男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397 刘辰翔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0405 王泽飞 男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三中
181021302000412 武子辰 男 河北省 衡水志臻中学
181021302000439 王龙飞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45 赵家乐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447 罗子昂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58 隋浩然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60 李同欣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70 王泽华 男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76 马铭成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481 于泽华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485 王浩川 男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2000486 张嘉懿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0495 沈奥峰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97 王昕彤 女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0525 尹逊杰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528 杜淏霖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2000536 刘慧翀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539 赵康然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545 吉宸辉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569 田天戈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587 傅瑞玮 男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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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1302000594 邸颖浩 男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21302000602 陈煜 男 浙江省 乐清市乐成寄宿中学
181021302000607 胡千城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09 杜骏豪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619 郭茁宁 男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25 李庆龙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40 金开宇 男 湖南省 株洲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641 孙洪杰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42 李瀚宇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643 罗嗣汉邦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49 许珵淏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55 刘鹏宇 男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57 张嘉宁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0666 黄不了 女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667 林济舟 男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71 王皓存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676 姚江川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683 安泊宁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81021302000686 刘佳轩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91 李天 男 河北省 衡水志臻中学
181021302000693 刘源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704 尤新祥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705 杨雪滢 女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0717 邰雪峰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723 吴雨伦 男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181021302000724 朱彦铮 男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743 翟亦庄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753 李健垚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765 黄鹤鸣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770 贾晓冷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774 朱新锐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788 张文康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792 朱锐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2000799 夏天鑫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81021302000800 姜润智 男 山东省 临清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01 吕光正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803 高宇轩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805 张炜康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809 夏熙林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
181021302000813 张鑫宇 男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20 吴永森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827 欧阳昊 男 湖南省 长沙市明德中学
181021302000831 刘瀚文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33 王一豪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34 王雨辰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850 杨洋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870 陈振超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81021302000874 张凯凇 男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81 王辰扬 男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181021302000885 徐梓淇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889 王鸣杨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松山区红旗中学松山分校
181021302000892 姜宇泽 男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0900 朱奕宁 男 山东省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906 杜宗哲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918 李梦蝶 女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919 娄杰铭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2000925 徐克难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926 吴欢桐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2000947 曾欢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2000953 王英楠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181021302000956 张灵昊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2000965 朱显中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181021302000968 翁联发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2000969 张宇彤 女 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第二中学
181021302000974 王长海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982 梁胜剑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990 赵宇轩 男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2000997 杨世哲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03 王宇奇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81021302001017 王之傲 男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018 江鹏博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019 朱恩佐 男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024 吕岸桐 男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037 彭冠文 男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41 田韵豪 男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51 李钊佚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57 陈博飞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061 王翰坤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063 彭景元 男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068 朱明志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083 岳宗言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85 黄振龙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094 李晴 女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02 王晓洋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117 吴逸帆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22 杨纳海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133 闫新宇 男 山西省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2001141 王宝千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2001143 王昊坤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44 黄潇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181021302001154 成天鹏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62 张涵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166 张悦扬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河子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67 潘泽华 男 甘肃省 天水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75 余羿辰 男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78 吉畅 男 黑龙江省 双城区兆麟中学
181021302001180 李扬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186 赵云晖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181021302001187 牛一龙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194 王隽伟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2001204 李响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206 郑竟屹 男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208 王子扬 男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16 连政辰 男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22 宾光正 男 湖北省 武汉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231 顾浩鹏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39 李东洋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42 汪家伟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181021302001243 李少坤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244 黄泊舰 男 福建省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45 孙浩辰 男 江苏省 常熟市中学
181021302001246 刘牧依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248 王为一 女 辽宁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49 廉云龙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50 翟睿阳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81 王天一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299 王晓东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20 董品君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21 陈晨 男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25 武晨洋 男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煤业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326 戚张扬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32 孙靖恺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345 肖炯辰 男 江苏省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348 王一涵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349 王丁子睿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63 魏孜谞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77 何子瞻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96 王文昶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02 赵浩翔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405 陈冠泽 男 黑龙江省 甘南县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408 梁成玺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181021302001414 陈啸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32 赵少源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45 赵浩楠 男 河南省 偃师市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456 牛子琦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457 赵泽龙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60 宋岩奇 男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63 马晓萱 女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70 赵奕喆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81 夏磊 男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88 徐嘉良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89 张宏如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21302001495 周济 女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503 于水益 男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513 李若琪 男 河南省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515 王嘉洛 男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2001516 孙铨浩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519 周浩震 男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联现代中学
181021302001526 曹文卿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528 方浩禧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2001529 信树辰 男 吉林省 抚松县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558 陈涛 男 福建省 漳州立人学校
181021303000013 张子健 男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3000022 吴雨桐 女 辽宁省 大连市第十二中学
181021303000025 王君杰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21303000045 巩宇新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061 吴昊 男 黑龙江省 勃利县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068 张玮泽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181021303000106 刘鹤冰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3000113 黄洛琪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133 刘佳旋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173 代博 男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187 贾鑫祺 男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211 宋明璐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225 李云凌 男 福建省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314 杜宣锐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347 任欣琪 女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358 毛瑞麟 男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377 田睿闻 男 天津市 天津市耀华中学
181021303000411 赵鑫然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77 韩君玮 女 安徽省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88 盛天辰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181021303000491 杨帅 男 辽宁省 阜新市实验中学
181021303000531 张云骐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34 姜宇轩 男 河北省 武邑宏达学校
181021303000545 张子琦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60 陈鹏飞 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75 司马雨辰 男 江苏省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181021303000587 王燚辰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89 蒋瑞泽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0662 由彬 男 山东省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181021303000672 单昊旻 男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181021303000675 裴润奇 男 山西省 山西省运城市运康中学校
181021303000737 杨欣雨 女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798 刘思洋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181021303000816 安昊晨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878 杜洋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895 袁夏昕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986 许关欣 女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45 余成龙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1 袁开宇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5 刘思远 男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7 王星阳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南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39 靳春昊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43 谢云际 男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50 薛忠一 男 黑龙江省 阿城区第一中学校
181021303001184 谢云天 男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1186 杨冬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181021303001199 盛智博 男 吉林省 长春市十一高中
181021303001206 姚怀锁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239 李雅琳 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3001255 薛子豪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265 左聪清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高安中学
181021303001283 肖子真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81021303001320 王春淇 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321 徐朝阳 男 山东省 诸城市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348 刘昊源 男 安徽省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381 付锌枘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395 孔潇祎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3001403 谢宇奇 男 安徽省 安庆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408 汪博文 男 安徽省 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校
181021303001409 周岩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高安中学
181021303001410 周幸 女 江苏省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35 王宇君 女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36 蔡博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3001444 黄海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3001470 鲁浩洋 男 吉林省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72 林泽炜 男 广东省 广州市协和中学
181021303001530 解福林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541 孙川 男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三中学
181021303001546 高俊恒 男 黑龙江省 双城区兆麟中学
181021303001571 王灏然 女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1573 武冠南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81021303001598 杨子欣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601 毛浩雨 男 江西省 萍乡中学
181021303001635 陈奕然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651 彭渤 男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181021303001694 王眸 女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181021303001713 邬鹏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729 成林 男 黑龙江省 林口县第四中学
181021303001762 黄笑冰 男 江西省 九江市第三中学
181021303001786 魏驰原 男 河南省 郑州龙湖一中



181021303001809 张健晖 男 天津市 天津市新华中学
181021303001817 杨皓庭 男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21 代一泓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21303001823 李佳朋 男 辽宁省 丹东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1824 韩鑫洋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839 秦辰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81021303001845 王潇涵 男 河南省 焦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846 朱一尘 男 江苏省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55 王斯腾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4000014 王逸航 女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038 陈思璇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4000088 张轩溥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校
181021304000132 韩世维 男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168 王惠 女 山东省 威海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262 李笑来 女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272 马迪 女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311 薛宇泓阳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181021304000479 张泷文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21304000556 徐雅宣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4000577 段雪靓 女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597 王泽岳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610 郭奕辰 女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617 丁飞宇 男 安徽省 当涂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737 邵韵霏 女 安徽省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780 王端 女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795 许颖 女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4000975 张玉凤 女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21304001056 吕郢歌 女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130 杨博涵 女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304 唐海瑜 女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490 王位 女 河南省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541 杨晓玮 女 山东省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561 王浥燊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181021304001614 肖涵 女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615 束畅 男 江苏省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181021304001640 郑楚阳 男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33 常浩泽 男 河北省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57 崔家豪 男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72 张雅琪 女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804 姜宇昭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181021304001813 李汐淼 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4001856 汪柬 女 安徽省 巢湖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1976 杨艺 女 江苏省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988 张博宁 女 辽宁省 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024 段三鹤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4002033 冯源 女 江苏省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070 于纾懿 女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4002073 董晋宏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077 王煜祺 女 辽宁省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181021304002090 李祎辰 女 山西省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4002147 任明昕 女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359 韩雨凝 女 河北省 保定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395 王彦冰 女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4002489 王悠悠 女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81021304002565 吴承澳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575 袁大明 男 河北省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03 刘一蒙 女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70 刘鹏程 男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79 李思雨 女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92 王斐璠 女 安徽省 红星中学
181021305000023 张睿哲 男 黑龙江省 大庆铁人中学
181021305000052 王宇峰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062 周靖淳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5000070 徐鑫垚 男 云南省 昆明钟惠培训学校
181021305000073 蒲子涵 男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181021305000099 王涵 男 辽宁省 锦州市锦州中学
181021305000104 王纪元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111 李羕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121 萧博成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顺迈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131 郭乐凡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167 陈炫玮 男 广东省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174 王云天 男 广东省 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181021305000181 赵梓辰 男 山东省 威海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211 陈睿 男 福建省 厦门外国语学校
181021305000225 闵锐 男 山东省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233 陈宇昕 男 河南省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243 范正源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262 李语桐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5000263 郑旭飞 男 陕西省 西安市第三十中学
181021305000282 高建伟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283 贺天辰 男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294 陈世轩 男 四川省 成都市华阳中学
181021305000298 董宇轩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81021305000320 严友希 女 江西省 赣州中学
181021305000324 吴泽辰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5000356 李玮琦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5000357 杨嘉灏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181021305000361 蒋涵睿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181021305000365 马逸暄 男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181021305000376 朱凯嵩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5000383 夏海育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5000389 周洋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181021305000410 马一鸣 男 陕西省 宝鸡中学
181021305000415 张延松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181021305000419 陈星熠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5000433 金子旭 男 北京市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5000450 佟福晨 男 辽宁省 沈阳市外国语学校
181021305000489 宋林涛 男 浙江省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5000510 李安然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5000555 贾鸿飞 女 广东省 深圳科学高中
181021305000562 唐晋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5000578 邹佳运 女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81021305000585 李松浩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5000587 付郑语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181021305000595 杨轶桥 男 辽宁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599 连若绮 女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81021305000608 孙嘉陶 男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181021305000613 郝翰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181021305000618 张思佳 女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81021305000620 田锦牧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623 杨玉涵 女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633 宋晓琳 女 山东省 威海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635 王子涵 男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646 谢朋洋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181021305000654 范子琦 男 河南省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5000690 陶冶 男 江苏省 江苏省高邮中学



181021305000692 侯芯宇 女 吉林省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
181021305000694 吴柏辰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5000704 朱瑞泰 男 山东省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707 苏睿斌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181021305000716 袁昕喆 男 安徽省 红星中学
181021305000721 钟显睿 男 四川省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181021305000724 高伟淇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734 张睿 男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738 刘翔宇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742 韩明轩 男 吉林省 白城市第一中学
181021305000755 马诗韬 男 辽宁省 阜新市实验中学
181021305000757 景润韬 男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003 丁子瀛 男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005 王天晨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0022 裴东浩 男 黑龙江省 宝清县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183 姜宇昊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188 马冠群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218 尤子豪 男 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226 梁鹤鸣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0257 冯元宬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363 张俊峰 男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181021306000388 马树斌 男 山东省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396 郑国辉 男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6000398 徐龙轩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439 吴天宇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449 郄占飞 男 河北省 邢台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494 吴光顺 男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498 张洪源 男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517 梁琼文 女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181021306000528 邹越千 女 黑龙江省 望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542 刘春驰 男 河北省 深州市中学
181021306000591 刘浩成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617 马可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0625 杨泓 男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6000660 白志豪 男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681 刘澈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712 李梦飞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746 罗清源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中学
181021306000756 陈雨辰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0757 宋书田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0790 王泽坤 男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0805 薛皓康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0819 王阳明 男 河南省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828 彭展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0844 金胤廷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885 李语焓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0886 朱昌瑞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34 郭承钰 男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948 谭宏昊 男 山东省 潍坊中学
181021306000951 陆群山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65 闫安 男 河北省 南宫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84 姜水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016 张宇祥 男 山西省 柳林县联盛中学
181021306001054 刘晓蕾 女 河南省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069 赵浩江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079 唐开元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141 闫冠中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181021306001153 孙谦睿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81021306001164 许馨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1175 周时雨 男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177 赵浩辰 女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199 王天博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1209 郭相志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242 陈浩杰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宁国中学
181021306001300 魏翔宇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310 勾泱然 男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181021306001373 赵梓焱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378 陈海鹏 男 重庆市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181021306001407 李雪焓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1414 刘泓辰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1425 马佳玮 男 山西省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1437 王若凡 女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81021306001443 杨浩政 男 浙江省 浙江省瓯海中学
181021306001486 艾家玉 男 吉林省 吉林油田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487 闫庆宇 男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490 陈昊 男 四川省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181021306001543 谢天霖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1546 金泓达 男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562 王业腾 男 山东省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568 申博文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1588 张子栋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17 冯文烁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51 杜予平 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63 张锦淼 男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701 赵权博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05 肖阳 男 福建省 霞浦县第七中学
181021306001706 李帅锋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726 冷李佳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47 祁振宇 男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52 张展维 男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80 张津浩 男 山东省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801 魏昕辰 男 山东省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818 周钰泽 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852 邵文城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872 王鑫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181021306001874 张新宇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878 崔岱同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松北校区
181021306001898 王智宇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918 李龙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950 黄衡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970 李泽群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74 夏亦凡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181021306001987 费汉露 男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94 牛嘉晖 男 河南省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027 万世缘 男 湖北省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028 赵家湉 女 山东省 德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084 韩岭 男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133 罗睿韬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44 要卓然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70 刘成洋 男 河南省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80 沈正中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206 李天逸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216 刘子祺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249 杨孝鹏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6002256 张迎希 男 福建省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273 马世驭 女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6002276 赵献辉 男 河南省 河南省杞县高中
181021306002289 宋亦宸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290 陶正祺 男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2293 赵龙腾 男 山东省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307 严天洋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331 秦天祎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391 闫秦政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398 陈宇辉 男 广东省 广东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419 陈李田 男 河南省 范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430 沙子豪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453 马铭睿 男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468 高国维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499 可奕滢 女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541 杨传敏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594 蒙睿 男 江西省 江西省南康中学
181021306002617 刘涛榕 男 湖南省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660 王岩磊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738 张智琦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741 胡云帆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769 苏祺龙 男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812 祝素欣 女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854 杨浩城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875 吝伟 男 河北省 河北峰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06 阮奕捷 男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24 刘帅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2926 潘凌霄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935 孙雨晨 男 黑龙江省 大庆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37 王鑫 男 山东省 东平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947 李易真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56 刘启琪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181021306002968 孙浩铭 男 山东省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83 周昊 男 广东省 广州市执信中学
181021306002992 张志林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81021306002993 王一帆 女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08 祁天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3026 吴政燠 男 黑龙江省 绥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35 毛文宇 男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36 郭东鑫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3069 孙赫南 男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93 王云龙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04 王思涵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17 周思岐 女 河北省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138 袁夏龙 男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81021306003160 丛镇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214 刘子隽 男 河南省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222 王琦清 男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243 张溢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254 付子熠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272 陈耔雨 女 河南省 许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292 刘睿 男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181021306003297 邵春雨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340 刘一帆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181021306003348 姜铁薇 女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3368 于亮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3388 马彦哲 男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424 谭启成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21306003425 邢若瑄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460 朱铭浩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465 张轲 男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501 庞博一 男 河南省 开封市开封高中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511 苗壮志 男 山东省 即墨市萃英中学
181021306003577 姜博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3618 陈乙龙 男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181021306003660 许重锴 男 福建省 晋江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14 司想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16 周渲明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26 王俊喆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
181021306003754 李育 女 天津市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91 靳伟哲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827 吴涵 男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三中
181021306003854 蒋梓洪 男 江苏省 江苏省阜宁中学
181021306003869 寿彤晖 男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910 王浩然 男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11 杨畅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3918 曹铭一 女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936 高敬淳 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58 刘昀曦 女 上海市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3968 曹正 男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82 袁梓杰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003 魏正瑞 男 河南省 偃师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017 周天喆 男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058 黄清旸 男 湖北省 武汉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4084 乔淑楠 女 河南省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112 肖冠延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6004129 王浩宇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无为中学
181021306004152 胡欣硕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181021306004165 郝惟啟 男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245 王效建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276 陈思远 男 安徽省 安徽省铜陵中学
181021306004299 茹天翔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181021306004336 陈胤廷 男 湖北省 武汉市第六中学
181021306004375 梅婷 女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405 施永平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6004412 吴思炜 男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414 胡天宇 男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4511 孙俊昆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4547 张雪莹 女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181021306004566 李庆新 男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581 王婷 女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590 刘伟业 男 黑龙江省 甘南县第二中学
181021306004599 王方宇 男 山东省 新泰中学
181021306004635 王暄 男 山东省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640 韩爽 男 山东省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696 王龙骥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4715 杨弋 男 浙江省 宁波市兴宁中学（民办）
181021306004724 苏字龙 女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4734 孟繁奇 男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44 万闯 男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62 潘逸帆 男 浙江省 永嘉中学
181021306004763 郁坚彦 男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766 陈昊宇 男 山东省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68 钱宇卿 男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三中学
181021306004874 郑至云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893 何造辉 男 广东省 佛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896 孙思源 女 山东省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919 齐昕宇 男 河北省 南宫市南宫中学



181021306004945 张一 男 山东省 单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954 全纭霄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181021306004992 苏俊洁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5006 张旺 男 江西省 新余市第四中学
181021306005023 张佳乐 男 山东省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29 李骋 男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21306005066 胡月 女 湖北省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080 李佳童 女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81 白鹭影 女 山东省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87 邓沄飞 男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131 赵鲁豪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136 朱慧明 女 黑龙江省 林口县第四中学
181021306005138 冯渝棠 男 江西省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181021306005174 孟令江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5176 严义斐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181021306005188 刘勇志 男 江苏省 江苏省运河中学
181021306005191 邓力铭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丰城中学
181021306005192 杜仲宇 男 河南省 长垣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297 王文琦 女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308 段北华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5309 赵思睿 女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319 郭嘉逸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32 刘昊泓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5342 周择贤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349 贾敬哲 男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56 杨皓天 男 湖南省 常德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68 陈佳语 女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375 吴懿霖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81021306005383 樊绪锦 女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06 鞠玮 女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11 刘璐婷 女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445 田佩丙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492 郝冠达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5516 高旭 男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526 赵林 男 山西省 晋城市第二中学校
181021306005534 邱云飞 男 江苏省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181021306005536 刘虹志 男 重庆市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553 周毅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181021306005563 田雨森 男 四川省 四川省江油中学
181021306005612 高汇东 男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615 张宗斌 男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5664 崔乐祺 女 河北省 南宫市南宫中学
181021306005681 隋子洋 男 黑龙江省 海伦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682 王馨平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5683 杨程 男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04 秦旭昆 男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33 苏辰田 男 浙江省 浙江省平阳中学
181021306005763 王思博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97 王梦原 女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802 解瑞辰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5928 魏家龙 男 安徽省 涡阳县第四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