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省份 中学
181021302000320 蒋博韬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380 刘轩麟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181021302000432 杨子江 浙江省 苍南县嘉禾中学
181021302000439 王龙飞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60 李同欣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470 王泽华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502 闻闯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539 赵康然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2000595 孙文龙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2000619 郭茁宁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55 刘鹏宇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67 林济舟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668 朱子鸿 湖南省 长郡中学
181021302000683 安泊宁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181021302000723 吴雨伦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181021302000796 李怡良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799 夏天鑫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81021302000900 朱奕宁 山东省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0928 李衡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2000968 翁联发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2001003 王宇奇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181021302001019 朱恩佐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024 吕岸桐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2001037 彭冠文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41 田韵豪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2001061 王翰坤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22 杨纳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140 陈潇扬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75 余羿辰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194 王隽伟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2001208 王子扬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27 崔力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39 李东洋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246 刘牧依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2001345 肖炯辰 江苏省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181021302001349 王丁子睿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356 崔云从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13 李书乐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14 陈啸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60 宋岩奇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2001462 叶枫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181021302001470 赵奕喆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013 张子健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3000022 吴雨桐 辽宁省 大连市第十二中学
181021303000025 王君杰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21303000045 巩宇新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061 吴昊 黑龙江省 勃利县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068 张玮泽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181021303000077 王建树 黑龙江省 绥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106 刘鹤冰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3000113 黄洛琪 山东省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133 刘佳旋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173 代博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187 贾鑫祺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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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1303000194 吴子洋 浙江省 瑞安市上海新纪元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211 宋明璐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225 李云凌 福建省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248 朱彤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3000283 齐海林 安徽省 安庆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314 杜宣锐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330 王梓 山西省 忻州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3000347 任欣琪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358 毛瑞麟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360 谢禹 四川省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181021303000377 田睿闻 天津市 天津市耀华中学
181021303000401 杨浩泽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411 赵鑫然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46 魏辰帅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75 孙辰昊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77 韩君玮 安徽省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483 唐浩然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181021303000488 盛天辰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181021303000491 杨帅 辽宁省 阜新市实验中学
181021303000531 张云骐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34 姜宇轩 河北省 武邑宏达学校
181021303000545 张子琦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60 陈鹏飞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75 司马雨辰 江苏省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181021303000583 李来洋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587 王燚辰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589 蒋瑞泽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0640 张文光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662 由彬 山东省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181021303000672 单昊旻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181021303000675 裴润奇 山西省 山西省运城市运康中学校
181021303000692 贾燊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705 林文娟 安徽省 萧县鹏程中学
181021303000710 褚成超 浙江省 瓯海区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181021303000721 董浩然 河北省 河北正定中学
181021303000736 贾相淼 黑龙江省 绥棱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737 杨欣雨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760 谢天民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766 孟世龙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0798 刘思洋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181021303000816 安昊晨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842 赵心铭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81021303000850 殷寰宇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0878 杜洋 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第二中学
181021303000891 李臻 山西省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181021303000895 袁夏昕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910 杨易 天津市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
181021303000949 王哲宇 江苏省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81021303000986 许关欣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11 李卓洋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3001019 彭凯迪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3001030 廖浩澎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1035 朱雨晴 江西省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45 余成龙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1 袁开宇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5 刘思远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077 王星阳 安徽省 安徽省淮南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24 崔伟淞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3001139 靳春昊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43 谢云际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150 薛忠一 黑龙江省 阿城区第一中学校
181021303001184 谢云天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1186 杨冬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181021303001199 盛智博 吉林省 长春市十一高中
181021303001206 姚怀锁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215 叶鸿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239 李雅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3001255 薛子豪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265 左聪清 江西省 江西省高安中学
181021303001273 王博涵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276 陈逸俊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281 陈承志 江苏省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181021303001283 肖子真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81021303001320 王春淇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321 徐朝阳 山东省 诸城市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348 刘昊源 安徽省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381 付锌枘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395 孔潇祎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3001403 谢宇奇 安徽省 安庆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408 汪博文 安徽省 北京师范大学蚌埠附属学校
181021303001409 周岩 江西省 江西省高安中学
181021303001410 周幸 江苏省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35 王宇君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36 蔡博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3001440 周伟杰 安徽省 巢湖市第四中学
181021303001444 黄海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3001470 鲁浩洋 吉林省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472 林泽炜 广东省 广州市协和中学
181021303001478 王华 江西省 江西省会昌中学
181021303001480 郭炎明 山东省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530 解福林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541 孙川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三中学
181021303001546 高俊恒 黑龙江省 双城区兆麟中学
181021303001558 张文超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562 单子成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571 王灏然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3001573 武冠南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181021303001598 杨子欣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601 毛浩雨 江西省 萍乡中学
181021303001617 雷鹏宇 湖南省 茶陵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635 陈奕然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651 彭渤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181021303001656 史毅 安徽省 霍邱县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694 王眸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181021303001713 邬鹏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722 陈仟越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1729 成林 黑龙江省 林口县第四中学
181021303001731 张晋豪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181021303001732 郭成城 山西省 祁县中学校
181021303001762 黄笑冰 江西省 九江市第三中学
181021303001771 李泽禹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781 孙玉齐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786 魏驰原 河南省 郑州龙湖一中
181021303001809 张健晖 天津市 天津市新华中学
181021303001814 李卓越 山东省 新泰中学
181021303001817 杨皓庭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20 杜威澎 吉林省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21 代一泓 山东省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21303001823 李佳朋 辽宁省 丹东市第二中学
181021303001824 韩鑫洋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181021303001833 赵世纪 吉林省 扶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839 秦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181021303001845 王潇涵 河南省 焦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3001846 朱一尘 江苏省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55 王斯腾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3001871 卢锐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高级中学
181021303001898 黄育庆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013 刘水音 山东省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21304000014 王逸航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038 陈思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4000077 王辰霈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181021304000088 张轩溥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校
181021304000108 康琪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132 韩世维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168 王惠 山东省 威海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170 张清舒 山西省 怀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192 高党华 河南省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4000262 李笑来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272 马迪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311 薛宇泓阳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181021304000343 王乐田 山东省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479 张泷文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21304000521 刘汇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556 徐雅宣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4000577 段雪靓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586 吕希萌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81021304000597 王泽岳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610 郭奕辰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617 丁飞宇 安徽省 当涂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0685 王清 浙江省 湖州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737 邵韵霏 安徽省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181021304000763 刘一凡 山东省 邹平双语学校
181021304000780 王端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795 许颖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4000881 邓雨抒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4000975 张玉凤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21304001056 吕郢歌 辽宁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130 杨博涵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141 王宇琦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4001237 吝志鹏 河北省 河北峰峰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304 唐海瑜 江苏省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329 范雨涵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489 马钰 山西省 汾阳中学校
181021304001490 王位 河南省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541 杨晓玮 山东省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561 王浥燊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181021304001573 冯硕 陕西省 耀州中学
181021304001614 肖涵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615 束畅 江苏省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181021304001637 郭榕 河南省 许昌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640 郑楚阳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01 林家雪 安徽省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33 常浩泽 河北省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34 褚楚 辽宁省 大连市第三十六中学



181021304001757 崔家豪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772 张雅琪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804 姜宇昭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181021304001813 李汐淼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4001840 王传伟 山东省 平阴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1856 汪柬 安徽省 巢湖市第二中学
181021304001951 薛舒程 山西省 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976 杨艺 江苏省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181021304001988 张博宁 辽宁省 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024 段三鹤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4002033 冯源 江苏省 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070 于纾懿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4002073 董晋宏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074 蒋依霏 河南省 永城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076 曹淑婷 安徽省 红星中学
181021304002077 王煜祺 辽宁省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181021304002090 李祎辰 山西省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4002147 任明昕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239 邓好然 河南省 永城市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296 吴启欣 江西省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181021304002319 葛一帆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359 韩雨凝 河北省 保定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370 刘冰瑾 湖南省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181021304002395 王彦冰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4002409 张晓涵 山东省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481 宋琛 河南省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4002489 王悠悠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81021304002540 王乐瑶 甘肃省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原兰炼一中）
181021304002555 陈香凝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81021304002565 吴承澳 山东省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575 袁大明 河北省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03 刘一蒙 黑龙江省 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24 李希泽 黑龙江省 大庆外国语学校
181021304002670 刘鹏程 山东省 莒县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71 朱静文 安徽省 安徽省界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79 李思雨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4002692 王斐璠 安徽省 红星中学
181021306000003 丁子瀛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005 王天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0022 裴东浩 黑龙江省 宝清县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026 张奥凯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0041 杨清玥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81021306000183 姜宇昊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188 马冠群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218 尤子豪 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226 梁鹤鸣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0233 王宇杨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0257 冯元宬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353 丁昕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363 张俊峰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181021306000388 马树斌 山东省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396 郑国辉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6000398 徐龙轩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402 姜宇哲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0439 吴天宇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449 郄占飞 河北省 邢台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494 吴光顺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495 牛文杰 山东省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498 张洪源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517 梁琼文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181021306000528 邹越千 黑龙江省 望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529 王军杰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542 刘春驰 河北省 深州市中学
181021306000570 金秋宇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
181021306000591 刘浩成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617 马可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0625 杨泓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6000660 白志豪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681 刘澈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706 曹书豪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181021306000712 李梦飞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746 罗清源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中学
181021306000756 陈雨辰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0757 宋书田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0790 王泽坤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0805 薛皓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0819 王阳明 河南省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828 彭展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0844 金胤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852 李炜栋 河北省 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
181021306000865 赵嘉龙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0885 李语焓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0886 朱昌瑞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892 韦辰龙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34 郭承钰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0948 谭宏昊 山东省 潍坊中学
181021306000951 陆群山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54 袁晨浩 河南省 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0965 闫安 河北省 南宫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0984 姜水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016 张宇祥 山西省 柳林县联盛中学
181021306001018 李耀基 河南省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049 迟彦杰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054 刘晓蕾 河南省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066 朱禹州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6001069 赵浩江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079 唐开元 四川省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141 闫冠中 山西省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181021306001153 孙谦睿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高中部
181021306001164 许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1175 周时雨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177 赵浩辰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196 李晨 湖南省 长郡梅溪湖中学
181021306001199 王天博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1209 郭相志 山东省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240 潘越麒 黑龙江省 大庆铁人中学
181021306001242 陈浩杰 安徽省 安徽省宁国中学
181021306001248 李潇彤 山东省 兰陵县第四中学
181021306001300 魏翔宇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310 勾泱然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181021306001327 彭睿阳 湖南省 湖南师大附中
181021306001359 卢亦豪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373 赵梓焱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378 陈海鹏 重庆市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181021306001394 唐郅博 黑龙江省 鸡西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407 李雪焓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1414 刘泓辰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1425 马佳玮 山西省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1437 王若凡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81021306001443 杨浩政 浙江省 浙江省瓯海中学
181021306001486 艾家玉 吉林省 吉林油田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487 闫庆宇 安徽省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490 陈昊 四川省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181021306001501 徐光华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543 谢天霖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1546 金泓达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562 王业腾 山东省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568 申博文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1572 林昕蕾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181021306001588 张子栋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591 穆永琦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1617 冯文烁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51 杜予平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52 王岩 山东省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21306001663 张锦淼 河北省 武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673 唐一争 湖南省 湖南省永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701 赵权博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05 肖阳 福建省 霞浦县第七中学
181021306001706 李帅锋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719 席泽洋 河南省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726 冷李佳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30 钱梦哲 河北省 沧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747 祁振宇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52 张展维 福建省 漳州实验中学
181021306001780 张津浩 山东省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797 接煜恒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801 魏昕辰 山东省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818 周钰泽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852 邵文城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1872 王鑫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中学
181021306001874 张新宇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878 崔岱同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松北校区
181021306001893 王冰 辽宁省 献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898 王智宇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918 李龙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21306001936 侯欣村 山东省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81021306001947 宫子杰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50 黄衡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181021306001970 李泽群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74 夏亦凡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181021306001979 冯冠翔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87 费汉露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1994 牛嘉晖 河南省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023 张东超 山东省 莱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027 万世缘 湖北省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028 赵家湉 山东省 德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084 韩岭 河北省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090 闫慕格 河南省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07 周杰烜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132 朱乾玺 辽宁省 朝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133 罗睿韬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44 要卓然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70 刘成洋 河南省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180 沈正中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206 李天逸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215 侯俊琪 山东省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81021306002216 刘子祺 安徽省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249 杨孝鹏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6002256 张迎希 福建省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273 马世驭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6002276 赵献辉 河南省 河南省杞县高中
181021306002289 宋亦宸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290 陶正祺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2293 赵龙腾 山东省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307 严天洋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320 钱库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181021306002327 孙云帆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331 秦天祎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363 李馨蕾 江西省 新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383 王嘉琦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391 闫秦政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398 陈宇辉 广东省 广东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419 陈李田 河南省 范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430 沙子豪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453 马铭睿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468 高国维 辽宁省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499 可奕滢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2541 杨传敏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594 蒙睿 江西省 江西省南康中学
181021306002617 刘涛榕 湖南省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618 康凯 河北省 廊坊一中
181021306002660 王岩磊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701 张栋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710 曹昆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738 张智琦 河南省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741 胡云帆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769 苏祺龙 山东省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812 祝素欣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2822 李东桀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824 万龙竟 四川省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181021306002849 白雨欣 吉林省 吉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2854 杨浩城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2873 曹菁哲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2875 吝伟 河北省 河北峰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06 阮奕捷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24 刘帅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2925 刘艺明 安徽省 安徽省无为中学
181021306002926 潘凌霄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2935 孙雨晨 黑龙江省 大庆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37 王鑫 山东省 东平高级中学
181021306002947 李易真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56 刘启琪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181021306002968 孙浩铭 山东省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2983 周昊 广东省 广州市执信中学
181021306002992 张志林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81021306002993 王一帆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08 祁天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3026 吴政燠 黑龙江省 绥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35 毛文宇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36 郭东鑫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3069 孙赫南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073 张铭豪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181021306003093 王云龙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04 王思涵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06 王帅 河南省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117 周思岐 河北省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125 陈佳宜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38 袁夏龙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181021306003142 商建航 山东省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160 丛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175 牟文超 山东省 山东省北镇中学
181021306003195 黄端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181021306003199 杨帆 湖北省 武汉中学
181021306003214 刘子隽 河南省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222 王琦清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243 张溢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247 台汉辰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6003254 付子熠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256 武世源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257 王梓旭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3258 张政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181021306003272 陈耔雨 河南省 许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292 刘睿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181021306003294 夏志禹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郑蒲港分校
181021306003297 邵春雨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3327 王文龙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3340 刘一帆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东戴河分校
181021306003348 姜铁薇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3368 于亮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3388 马彦哲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397 柴凯昕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3410 时俊睿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21306003411 陈雨晨 安徽省 安徽省定远中学
181021306003415 柴华 黑龙江省 海伦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424 谭启成 山东省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21306003425 邢若瑄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439 吴梓豪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440 潘宇腾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3460 朱铭浩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464 崔晓蝶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181021306003465 张轲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477 李政萱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3488 赵泊尧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3501 庞博一 河南省 开封市开封高中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511 苗壮志 山东省 即墨市萃英中学
181021306003530 胡至祎 湖北省 武汉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566 韩志成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577 姜博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3618 陈乙龙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181021306003637 甘明轩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660 许重锴 福建省 晋江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674 王泽源 山东省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695 杨智伟 山东省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14 司想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16 周渲明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26 王俊喆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
181021306003754 李育 天津市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791 靳伟哲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809 王佳政 黑龙江省 大庆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813 卜珑原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181021306003815 唐博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827 吴涵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三中
181021306003854 蒋梓洪 江苏省 江苏省阜宁中学
181021306003869 寿彤晖 河南省 焦作市宇华实验学校
181021306003883 于卓宁 山东省 威海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910 王浩然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11 杨畅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3918 曹铭一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3936 高敬淳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58 刘昀曦 上海市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181021306003968 曹正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78 赵文琦 山东省 邹平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82 袁梓杰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3993 贺永刚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181021306004003 魏正瑞 河南省 偃师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017 周天喆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058 黄清旸 湖北省 武汉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4076 詹祺雨 浙江省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084 乔淑楠 河南省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112 肖冠延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6004129 王浩宇 安徽省 安徽省无为中学
181021306004137 何凯杰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152 胡欣硕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181021306004162 杨世旗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165 郝惟啟 辽宁省 盘锦市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170 王浩宇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198 翁经鹏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245 王效建 山东省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276 陈思远 安徽省 安徽省铜陵中学
181021306004291 费新千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299 茹天翔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181021306004315 苏隽石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181021306004324 刘孟龙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336 陈胤廷 湖北省 武汉市第六中学
181021306004374 白世林 河南省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375 梅婷 黑龙江省 鹤岗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376 梁思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181021306004405 施永平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181021306004410 张腾文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412 吴思炜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414 胡天宇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4425 裴祖祎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509 赵子鸣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511 孙俊昆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4535 王文杰 山东省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21306004547 张雪莹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181021306004566 李庆新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581 王婷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590 刘伟业 黑龙江省 甘南县第二中学
181021306004599 王方宇 山东省 新泰中学
181021306004612 任奕铭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628 董诣博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4633 陈一鸣 湖北省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635 王暄 山东省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636 韩江波 河北省 定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640 韩爽 山东省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647 王麒儒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651 王昶 湖北省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696 王龙骥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4715 杨弋 浙江省 宁波市兴宁中学（民办）
181021306004724 苏字龙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4734 孟繁奇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40 晏浩瀚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744 万闯 黑龙江省 桦南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53 郭书浩 河南省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4762 潘逸帆 浙江省 永嘉中学
181021306004763 郁坚彦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4766 陈昊宇 山东省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768 钱宇卿 安徽省 铜陵市第三中学
181021306004805 洪焱明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4808 王田珂 陕西省 西安市铁一中学
181021306004843 曹一凡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874 郑至云 四川省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893 何造辉 广东省 佛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896 孙思源 山东省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919 齐昕宇 河北省 南宫市南宫中学
181021306004931 贾玉格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181021306004935 刘闯 黑龙江省 尚志市尚志中学
181021306004945 张一 山东省 单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954 全纭霄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181021306004955 宋乃坤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4992 苏俊洁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181021306005006 张旺 江西省 新余市第四中学
181021306005021 安雨凌 山东省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21306005023 张佳乐 山东省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26 唐家齐 山东省 费县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029 李骋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21306005066 胡月 湖北省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080 李佳童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81 白鹭影 山东省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087 邓沄飞 四川省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096 高嘉泽 黑龙江省 庆安县第三中学
181021306005131 赵鲁豪 山东省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136 朱慧明 黑龙江省 林口县第四中学
181021306005138 冯渝棠 江西省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181021306005173 朱锴宇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181021306005174 孟令江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181021306005176 严义斐 山东省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181021306005188 刘勇志 江苏省 江苏省运河中学
181021306005191 邓力铭 江西省 江西省丰城中学
181021306005192 杜仲宇 河南省 长垣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209 张瑞辰 江西省 新余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213 汪宇豪 江西省 浮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225 吕亮成 四川省 四川省什邡中学
181021306005257 陈冠勇 河北省 邢台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295 陈铎 黑龙江省 大庆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297 王文琦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303 孙朔辰 河北省 唐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308 段北华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5309 赵思睿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319 郭嘉逸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27 王宁坤 江西省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32 刘昊泓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5342 周择贤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21306005349 贾敬哲 山东省 莘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56 杨皓天 湖南省 常德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68 陈佳语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375 吴懿霖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181021306005383 樊绪锦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393 胡志源 山东省 汶上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06 鞠玮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伊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11 刘璐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420 吴启龙 山东省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45 田佩丙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466 赵晗宇 河南省 郸城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474 徐婧格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481 陈子健 山东省 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492 郝冠达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81021306005494 刘畅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516 高旭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523 陶何杰 江西省 江西省乐平中学
181021306005526 赵林 山西省 晋城市第二中学校
181021306005534 邱云飞 江苏省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181021306005536 刘虹志 重庆市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181021306005538 梁欣琰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546 任博琰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七中学
181021306005553 周毅 河南省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181021306005563 田雨森 四川省 四川省江油中学
181021306005612 高汇东 山东省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615 张宗斌 河南省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5656 张奥 山东省 山东省枣庄市第二中学
181021306005664 崔乐祺 河北省 南宫市南宫中学
181021306005681 隋子洋 黑龙江省 海伦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682 王馨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181021306005683 杨程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04 秦旭昆 河南省 新乡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33 苏辰田 浙江省 浙江省平阳中学
181021306005762 徐铭阳 江苏省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181021306005763 王思博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80 陈锴嘉 河南省 河南省南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83 余乾 湖南省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181021306005786 袁希尔 江西省 浮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97 王梦原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799 王启程 江西省 浮梁县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802 解瑞辰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21306005810 吴波汲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181021306005842 宋春阳 河北省 南宫市南宫中学
181021306005855 陈泓宇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松北校区
181021306005905 陈鹏 湖南省 怀化市铁路第一中学
181021306005928 魏家龙 安徽省 涡阳县第四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