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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RSC3）

预赛成绩报告

各位参赛同学：

感谢大家参与 2016 至 2017年度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 今年全国

共设有华东、华北、华西、华南、华中 5个不同的赛区。有来自全国 142个国际学校

和重点中学的共计 679支队伍超过 2700 名同学参加了预赛。

本次考试共计 100道题目，总分为 145分，1-40题为简单题，分值为 1 分，41-70

题为中等题，分值为 1.5 分，71-100 题为难题，分值为 2 分。得分规则为答对加分，

答错扣分（扣除同等分值），不答不得分。

此次挑战赛是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赛事，同学们对竞赛的规则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团队配合有了更加合理的分配。本次比赛较第一届来说，

分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涌现出 100 分以上的高分团队，参赛团队的实力不容小觑。

图 1为预赛试卷 100道题每道题目的正确回答率。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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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为此次比赛各个团队的成绩分布图

图 2

总体来说简单题的平均正确回答率为 43.89%，中等题平均正确回答率为 30.56%，

难题的正确回答率为 22.05%。因此，往往被同学所忽视的就是中档题，如果可以提

高中档题的正确回答率，相信分数也一定有所提高。

此次比赛共有 60支队伍将进入决赛：来自全国 5 大赛区，每个赛区的前 6名队

伍；以及余下全国所有参赛队伍按照成绩统一排名的前 30名队伍。

此次预赛奖项设置如下：

 金奖：全国排名前 5%;

 银奖：全国排名前 15%；

 铜奖：全国排名前 30%。

 区域优秀奖：区域前 10名（不含全国奖牌获得者）

我们将在 12 月 21日-26 日正式公布预赛获奖名单和决赛入围名单并正式发送决

赛邀请函。

英国皇家化学会

英国素质教育发展认证中心 ASDAN中国

2016年 12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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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决赛名单

绿色为区域前 6名， 红色为除去区域前 6 名外全国排名前 30名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101000259 陈睿扬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潘思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吕汉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左云从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260 刘子沛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姚松辰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乔涵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王泽锟 深圳中学 华南

103000140 张家浚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刘雨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周太昶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董晋汐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2000080 疏畅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聂翊宸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张展睿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蒋文清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00019 林雨默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杨梦余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顾宋毓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邹林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刘子萌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马嘉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徐芷筠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孙浩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366 罗智麟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周智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陈言楷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王扬智 深圳中学 华南

104000184 邵世龙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徐盛榕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刘恩沛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王鼎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00180 马朝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张靖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李自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刘宇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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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280 尚子尧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80 郭开元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80 张一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80 刘伯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031 李博闻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阴可馨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盖思宇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刘宇熠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91 肖冠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安之达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牛雨丝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李隽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5000405 赵晚然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405 刘泽涵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405 晏子恒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05 杨语新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00204 濮涵霄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孙懿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陈怡嘉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周麟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2000495 霍永康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李炜均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韩凯欣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石天熠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00005 许元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汤煦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陈章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王熙存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5000525 于嘉卉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高楚鲲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胡雨绮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施嘉俊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077 张君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朱思邈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俞竹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陈龙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周蕴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周浩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殷寰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姚禹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庄济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郑灵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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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351 汤思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陈秭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306 陈博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柯皓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吴文森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杨亦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3000582 欧明晖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李嘉懋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徐增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王述冰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4000699 董博奥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朱虹羽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陶莹炫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王雨晴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00485 郑景耀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曹阳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郑雅岚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施展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121 吴安之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叶嘉琪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周泽希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虞享尔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79 沙君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袁雪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骆逸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张浩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18 田隆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何子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肖沐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赵之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5000523 肖智一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周子力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谢泽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杨宇菲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3000583 王言果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侯明昊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梁耀嘉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龙在上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4000244 熊唯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葛潼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徐道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宋泽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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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154 沈天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54 李安妮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54 阮常骁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54 马浩铭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2000380 张元键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宛彦明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段景翔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程梓杰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00529 欧飞飏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29 韩蕙琳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29 刘思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29 樊灏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365 肖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李思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孙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赵子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5000585 陈焕宇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陈润琪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胡鸿景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叶昆霖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4000104 万芳惠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杨益岩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孙宇辰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周新宇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17 方申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范文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王知宜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王少琛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00013 毕霁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吴劭隆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郑乐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范世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373 胡文博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刘静远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张铭皓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沈思中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吕浩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郝韵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刘馨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张钧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2000370 邓同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0 徐若川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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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0370 林子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0 肖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00018 董雪凝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朱天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王唱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孔闻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291 曹泽宇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文诗捷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刘望添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段江瑶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余弘毅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邱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曾友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廖浚含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00088 陈梦实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088 孙浚予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088 张君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088 祝世澳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48 申东周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申东瓒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Eric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Woong Gyu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33 杨润秋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许修远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夏彰特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陈宗孚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05 杜镇秦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俞美琳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马金辰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袁施阳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2000486 林思钦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邓智剑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蓝雨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朱一波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027 刘子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徐想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吕一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吉文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00145 孔翔飞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许子欣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陆亭廷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季鼎乔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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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189 王泽曦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Cameron Gan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崔樱琦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盖君佳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00110 祁康逸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刘畅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宣以腾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郭一诺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36 王泽华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吴启轩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谢薇潇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苗舒扬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5000337 杨子羿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337 王伯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337 张莘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337 吴静萱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017 仇嘉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刘佳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高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苏怡月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49 沈家宾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孙安南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孔玮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许嘉元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3000463 潘越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3 李浩铭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3 刘鉴辉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3 向劲雨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560 吴敌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杨安稷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范浩然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莫昊凌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5000034 张亦歌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石雨涵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王君婕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张羿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3000629 刘浩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9 傅珈琦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9 李昕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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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金牌

成绩排名前 5% 的团队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101000259 陈睿扬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潘思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吕汉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59 左云从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260 刘子沛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姚松辰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乔涵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60 王泽锟 深圳中学 华南

103000140 张家浚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刘雨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周太昶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3000140 董晋汐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102000080 疏畅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聂翊宸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张展睿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80 蒋文清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00019 林雨默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杨梦余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顾宋毓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9 邹林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刘子萌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马嘉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徐芷筠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7 孙浩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366 罗智麟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周智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陈言楷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66 王扬智 深圳中学 华南

104000184 邵世龙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徐盛榕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刘恩沛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84 王鼎 哈尔滨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1000180 马朝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张靖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李自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80 刘宇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80 尚子尧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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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280 郭开元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80 张一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80 刘伯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031 李博闻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阴可馨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盖思宇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31 刘宇熠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091 肖冠辰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安之达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牛雨丝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1 李隽仁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5000405 赵晚然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405 刘泽涵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405 晏子恒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05 杨语新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1000204 濮涵霄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孙懿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陈怡嘉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4 周麟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2000495 霍永康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李炜均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韩凯欣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5 石天熠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00005 许元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汤煦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陈章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5 王熙存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5000525 于嘉卉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高楚鲲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胡雨绮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5 施嘉俊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077 张君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朱思邈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俞竹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7 陈龙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周蕴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周浩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殷寰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3 姚禹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庄济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郑灵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51 汤思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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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351 陈秭昕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306 陈博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柯皓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吴文森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6 杨亦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3000582 欧明晖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李嘉懋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徐增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2 王述冰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4000699 董博奥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朱虹羽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陶莹炫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699 王雨晴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00485 郑景耀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曹阳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郑雅岚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5 施展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121 吴安之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叶嘉琪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周泽希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1 虞享尔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79 沙君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袁雪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骆逸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79 张浩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18 田隆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何子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肖沐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8 赵之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5000523 肖智一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周子力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谢泽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3 杨宇菲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3000583 王言果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侯明昊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梁耀嘉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83 龙在上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4000244 熊唯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葛潼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徐道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44 宋泽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00154 沈天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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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154 李安妮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54 阮常骁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54 马浩铭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2000380 张元键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宛彦明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段景翔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80 程梓杰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00529 欧飞飏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29 韩蕙琳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29 刘思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29 樊灏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365 肖博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李思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孙一凡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5 赵子渊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5000585 陈焕宇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陈润琪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胡鸿景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5 叶昆霖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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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银牌

成绩排名前 15% 的团队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104000104 万芳惠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杨益岩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孙宇辰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04 周新宇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117 方申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范文楷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王知宜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7 王少琛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1000013 毕霁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吴劭隆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郑乐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3 范世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373 胡文博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刘静远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张铭皓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73 沈思中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吕浩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郝韵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刘馨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62 张钧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2000370 邓同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0 徐若川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0 林子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0 肖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00018 董雪凝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朱天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王唱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8 孔闻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291 曹泽宇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文诗捷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刘望添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1 段江瑶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余弘毅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邱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曾友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1 廖浚含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00088 陈梦实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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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088 孙浚予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088 张君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088 祝世澳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48 申东周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申东瓒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Eric 上海市上海中学 华东

101000148 Woong Gyu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33 杨润秋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许修远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夏彰特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3 陈宗孚 无锡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05 杜镇秦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俞美琳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马金辰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205 袁施阳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2000486 林思钦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邓智剑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蓝雨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486 朱一波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102000027 刘子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徐想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吕一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027 吉文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1000145 孔翔飞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许子欣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陆亭廷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1000145 季鼎乔 句容碧桂园学校 华东

104000189 王泽曦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Cameron Gan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崔樱琦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89 盖君佳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00110 祁康逸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刘畅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宣以腾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0 郭一诺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36 王泽华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吴启轩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谢薇潇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1000136 苗舒扬 杭州第十四中学 华东

105000337 杨子羿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337 王伯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337 张莘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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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337 吴静萱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017 仇嘉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刘佳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高彤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7 苏怡月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49 沈家宾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孙安南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孔玮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9 许嘉元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73 周怡含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3 林冰慧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3 楼凌霄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3 陶烨敏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2000020 潘采荧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20 JANGDONGWOOK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20 戴楚璠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20 肖诗凡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1000220 许云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220 张诗曼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220 薛飞扬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220 方辰洋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17 Eric Tang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7 InYoung Park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7 Michael Cheng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7 Karin Dyer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71 张兆诣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1 牛艺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1 孙嘉伟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1 朱康韬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4000703 Emily Li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3 Shenyi Cui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3 Soomin Hwang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3 Andrew Park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1000165 朱芷馨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65 陈睿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65 蒋汶萱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65 徐家诚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4000258 樊萱萱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58 张东瑾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58 杨世瑞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58 胡泽鋆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3000463 潘越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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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463 李浩铭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3 刘鉴辉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3 向劲雨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2000076 夏凌钰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76 任竹卉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76 陈迪菲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076 赖佳鸿 深圳中学 华南

103000560 吴敌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杨安稷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范浩然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60 莫昊凌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1000208 陆景宜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08 任睿骞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08 惠嘉皓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08 庞楷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4000325 曲胜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25 张松昕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25 周泽奇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325 于博彦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139 张嘉为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139 孙浩越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139 王皓石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139 薛沐晴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00053 NEAL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53 MARK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53 STANLEY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53 Rick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81 张秦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81 李孜聪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81 朱昀彤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81 徐赛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5000034 张亦歌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石雨涵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王君婕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34 张羿天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079 吴正洵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9 黄飞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9 郭艺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79 钮睿泽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92 赵晓宇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192 张淞越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192 何皓怡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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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192 严越岑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472 张致臻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2 谢馨怡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2 虞咏杰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72 骆可依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06 周涌舜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06 王译桦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506 金世鸣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506 彭琅烨 上海市复旦附中 华东

101000520 张逸晨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20 蒋轶凡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20 姚汝成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20 管奕杭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3000629 刘浩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9 傅珈琦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9 李昕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9 王艺琢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032 王百川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2 金凌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2 张雨晴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2 康嵎琛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3000335 包雨晴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3000335 丁菁杉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3000335 曾美怡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3000335 郭思瑞·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4000492 盛云鹏 东北育才学校 华北

104000492 王龄壹 大连英领国际学校沈阳分校 华北

104000492 谢林峰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492 陈歆怿 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00311 朱哲浩 United World College, Changshu China 华东

101000311 孙瑛 United World College, Changshu China 华东

101000311 洪瑀阳 United World College, Changshu China 华东

101000311 郭金仪 United World College, Changshu China 华东

104000701 Ashley Wong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1 Yi Wen Lee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1 Melinda Li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1 Qin Yi Wang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1000002 钱程亮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2 黄天溢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2 徐珑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2 汤昊唯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13 胡嘉佶 宁波外国语学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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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213 冯瑞昕 宁波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13 杨刚 宁波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13 仇培丞 宁波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64 朱俭成 WLSA复旦附中国际高中课程班 华东

101000264 刘静以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64 顾辰欣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264 奚涵祺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4000574 周舒杨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104000574 杨天润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104000574 居洋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104000574 路云帆 北京第四中学国际校区 华北

102000304 罗兆壹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04 孙天洋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04 吉语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04 Ruoqi Zhang 深圳中学 华南

104000173 王嘉禾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4000173 张泽辰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4000173 刘碧涵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4000173 郭天择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5000456 吕墨钰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56 张笑弈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56 段至朴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56 胡博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1000354 Yi Fan Zhang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354 Youngju Kim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354 William Xu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354 Cincia Tsai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4000372 程含章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72 何瑞麟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72 陶安喆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72 浦媛媛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2000462 梁元琦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462 张睿涵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462 蒋沛奇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462 陈澳华 深圳高级中学 华南

104000101 张澳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01 徐畅言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01 何远薇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01 卢欣然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2000517 黄劲帆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17 汪一舟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17 文世源 深圳中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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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004 陆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4 王宇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4 王瑞霖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4 黄梦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147 滕锦霏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47 黄鑫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47 马艺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47 李泽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534 熊浩源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4000534 刘橦橦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4000534 韩若嘉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4000534 邢瀚中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1000109 武沁怡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09 余潇潇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09 殷周昊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09 潘伯辰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5000185 张晨曦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185 李俊成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185 张嘉旭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185 陈劲廷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4000507 郝广桦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507 杨玺霖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507 宋博文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507 董可轶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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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铜牌

成绩排名前 30% 的团队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104000003 刘云鹏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03 陆启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03 李晟祺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03 朱睿琪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217 李嘉宁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7 李樊雨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7 范子晨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7 徐嘉阳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1000482 马国栋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2 陈昊舒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2 张贝忞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82 朱宇洁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90 张恒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490 丁灏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490 李俊宏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490 王子懿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050 王子彦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50 王千祐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50 饶天民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50 方楚越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150 杨雨笛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150 Wang wenchao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150 陆奕琳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150 华诗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172 黄佳怡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72 李龙宇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72 毛逸凡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72 邱星宇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16 周兆希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16 沈煜恒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16 朱敏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216 陈恺忞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438 董晋豪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38 徐展鸿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38 周悦锦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38 陈万真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94 王昱杰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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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494 黄郅昊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94 刘思铭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494 梅敬标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5000680 张笑昀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0 向景璇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0 桂语嫣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0 刘纬琦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1000127 姚熙腾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27 李岱璇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27 吴佶睿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27 叶文霄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419 Xiaokun Dong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9 Jonathan Liu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9 Yuta Kobayashi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419 Mitchell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PUDONG 华东

101000573 毛杰琪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573 李逸群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573 何安舟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1000573 刘溢恺 无锡市第一中学 华东

103000652 陶若嘉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2 沈君泽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2 陈清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2 史沐可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226 孙邹纳川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226 冯悦玲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226 杨心远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226 James Cai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4000557 谢春光 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557 饶雲辉 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557 陈子扬 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557 赵鸣鑫 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1000001 王昕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1 刘宇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1 王月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1 武润欣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60 OWEN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60 SARAH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60 STEVE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60 BOBBY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164 高天颖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101000164 马宇轩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1000164 周云柯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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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164 吕士洋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103000625 乔心怡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5 贾雨萱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5 施雨薇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25 邢文洁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277 龚泽宇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77 苏添易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77 陆雨辰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77 倪洛彬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3000465 巨帔昀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5 王梓婕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5 李美麒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3000465 吴沛东 重庆一中国际实验分校 华西

105000678 马泊远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78 胡韩昦喆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78 吴思绮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78 柳乐之 宜昌市第一中学 华中

104000078 李汉达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078 冯赞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078 李思颀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078 孙语默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1000099 郭锐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99 傅韵琳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99 林虹彤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99 钱昱好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2000141 Angie Wong 广州英国人学校 华南

102000141 TaeOh Kim 广州英国人学校 华南

102000141 Rikke Ronnow 广州英国人学校 华南

102000141 Lijia Yang 广州英国人学校 华南

101000207 张雨泽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7 周运彤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7 刁永琪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07 吴嘉欣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243 曾炜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43 江泓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43 黄觉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43 王力行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1000074 ROWENA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74 CECILIA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74 ROSE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1000074 ALLEN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103000651 李尚霖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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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651 李昊东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1 贾子昂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1 李梓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035 孙桐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5 郁涵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5 朱萸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5 张梦斐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101000097 俞宙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7 吴清怡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7 王呈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7 陈祎荃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12 仇俊鹏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2 陆忆诚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2 张顾俍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2 黄轶尘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4000124 徐添 大连育明高中 华北

104000124 曲瀚辰 大连育明高中 华北

104000124 张哲闻 大连育明高中 华北

104000124 贾嘉 大连育明高中 华北

101000424 刘裕铁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4 卜子格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4 胡炀炀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4 钱路兮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6 席艺柠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6 杨晨昊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6 周燚露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6 潘嘉怡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556 贾静怡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56 李卓奇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56 刘艳俐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56 孙浩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009 陶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9 丁宇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9 李成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9 刘国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155 高鸿杰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55 程思汉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55 张益青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55 张家瑞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215 乔向荃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5 黄逍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4000215 谢子麒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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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215 张惠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2000290 张永睿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0 曾君怡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0 邓宇洋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90 蔡尚君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383 吴言非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3 朱靖仪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3 关心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3 何贞洁 优联教育 华南

101000513 沈凡暄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13 张凌玮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13 欧佳乐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1000513 戴凯逸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104000039 赵海坤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39 杨守拙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39 于宗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39 刘冰雅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2000120 左笑童 深圳(南山)中加 华南

102000120 凌 深圳(南山)中加 华南

102000120 袁勋 深圳(南山)中加 华南

102000120 李晨曦 深圳(南山)中加 华南

102000191 卢雅男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191 徐玮鸿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191 任泽宇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5000474 朱欣怡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74 印君妍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74 韩林静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74 熊睿滢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2000497 杨杰森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7 丁皓南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7 余昊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7 颜泽龙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1000561 石宇璐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61 吴高辰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61 陈祎平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561 焦杰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4000212 刘韬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212 王笛帆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212 边惠龙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212 Qingyang Wang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249 金颖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4000249 国文锐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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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249 李引之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4000249 葛睿特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2000307 黄之国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7 徐竟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7 梁天鹤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07 罗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3000654 李海博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4 李浩南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4 车宇轩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4 申佳一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2000296 林奕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96 陈传烨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96 王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3000333 舒思壹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3000333 李星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3000333 林青佳妮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3000333 唐尔强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 华西

104000378 孟子超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378 梁耀天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378 梁裕舜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378 易行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1000118 葛云池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8 常永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8 徐政昊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118 方思溦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101000318 陆昕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18 孔繁睛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18 刘政通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318 雍喆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2000369 何嘉禧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69 平安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69 张弛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69 Rosary Yao 优联教育 华南

104000202 温一博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华北

104000202 梁锦泷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华北

104000202 胡煜博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华北

104000202 吕东澍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华北

102000347 梁子凌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47 王晓亮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47 王天瑞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47 王泽鹏 深圳中学 华南

101000455 高馨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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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455 施嘉诚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华东

101000455 沈逸青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华东

101000455 高玉腾 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 华东

101000616 沈正邦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616 邹仪 Zoe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616 施普瑞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616 Edwina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5000030 韩昕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30 周敬之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30 肖文栩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30 张振昕 合肥八中 华中

101000041 李紫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41 卞厚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41 汪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41 承峥元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3000631 吴宇童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1 王彦如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1 赵音格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1 白亦轩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037 陈旸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7 潘锦豪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7 胡一啸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37 邹嘉懿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090 洪蕴菁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0 全玉龙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0 罗伊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90 潘炳乾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2000178 张晋菡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178 石芯瑜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178 张子黎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178 曹之 深圳中学 华南

105000298 陈星语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298 赵泾均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298 范哲睿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298 姜逸帆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319 胥孟含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19 张添仪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19 王鲍轩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19 杨亦珂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3000451 杨宇昂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1 刘馨儿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1 李由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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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451 周翔宇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4000505 冯禹昂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505 CHIU TSZ HO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505 胡慜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4000505 杨靖怡 北京师范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3000630 王瑞琛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0 肖浩哲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0 唐阅天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30 王诗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1000010 朱潇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0 何天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0 陈嘉骏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10 顾泊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5000029 徐昊天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9 王天辰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9 陈汉东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9 张亦弛 合肥八中 华中

104000314 张嫣妮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4 荆浩榕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4 伊晓彤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4 董家旭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46 刘子霖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46 闫昊达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46 石赵鑫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346 曹嘉祺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3000593 龚圣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93 刘林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93 蒲沅东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593 古乾佑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640 王德亨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0 KONG LINGKAI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0 KONG LINGXUAN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0 Shi Yishuai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2000044 张艺缤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44 吴金田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44 青山菱子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2000044 刘云峰 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 华南

101000048 曹思恒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8 俞辰浩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8 袁孝涵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048 金曼清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3000265 黄一弘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29

103000265 陈则霖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3000265 张馨予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3000265 Yunzhang Hu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华西

102000496 麦佩铭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6 王珂玥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6 陈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6 严若涵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1 戴杰璋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1 罗修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1 曹有卫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1 霍鸿钧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5000581 彭汇珉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1 王子琪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1 方洋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81 付飘雪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4000704 Darren Lu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4 Leyton Zhang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4 Oliver Schamp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4000704 Matthew Crooks Dulwich College Beijing 华北

101000008 陈子馨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8 徐隽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8 胡锦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08 陈家立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5000045 许小泥 合肥一中 华中

105000045 付宇微 合肥一中 华中

105000045 王一鸣 合肥一中 华中

105000045 王维祯 合肥一中 华中

101000138 刘泽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8 朱炫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8 潘昱陆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38 苏裕民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4000214 林羿泽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4 张紫原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4 张煜琦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4000214 王艺奇 大庆一中剑桥国际中心 华北

103000257 高江树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学校英中学校 华西

103000257 毕涵育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学校英中学校 华西

103000257 王奕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学校英中学校 华西

103000257 黄思哲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学校英中学校 华西

103000565 胡严元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3000565 林家欣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3000565 李事真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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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565 肖力川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00602 潘家懿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00602 邱泯彰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00602 徐达平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1000602 张涵婷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 华东

103000638 程楚涵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8 Cai Yiyi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8 Feng Yingzhe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8 Wang Yan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4000190 郭小汀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90 尹锐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90 刘思齐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4000190 Francisca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5000348 涂惟玉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48 刘昱池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48 李雪晴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5000348 岳皓泽 ULC武汉光谷剑桥国际高中 华中

101000427 严清源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7 鄢子琪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7 丁静文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27 宋皓龙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3000564 陈劲宇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3000564 周之棋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3000564 潘颖欣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3000564 彭宸聪 重庆外国语学校 华西

101000569 朱维尊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69 陶西铭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69 潘知宽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69 毛国雷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77 李一如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77 倪好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77 徐灵睿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77 胡扬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3000639 蔡嘉骏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9 徐若萱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9 Huang Zihe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39 Xu Haotian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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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区域优秀奖

每个区域前 10 名团队（不含全国奖牌得主）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区域

104000040 乔瑞琳 南开中学 华北

104000040 杨金龙 南开中学 华北

104000040 王天怡 南开中学 华北

104000040 吴迪 南开中学 华北

104000161 姚宇昕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61 金烨楠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61 姚语嫣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161 聂澄 人大附中朝阳分校 华北

104000339 王万蕊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339 翟召丞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339 李睿昕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339 张丹妍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402 宋子归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402 马思琪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402 Ji Yuxin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402 陈诗凝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541 梁致源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4000541 霍佳熠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4000541 韩杨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4000541 董是非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华北

104000454 万杨宇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454 谢元媛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454 侯艺闻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454 吕佳鹭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4000316 贾田琪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6 张琳涵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6 马钰泷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16 于云淑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4000389 葛洪瑜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89 张子洋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89 魏子雄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389 马欣瑶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113 陈雨芃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13 张天正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13 胡文中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113 孙元琪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4000024 陈泠西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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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00024 麻诗雨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4000297 武柏丞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97 王律翕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97 蔡季潼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4000297 吴迪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1000223 徐邢茵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23 陶辰玥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23 张奕晗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23 沈彬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093 查秋羽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3 张砚辰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3 洪亦宁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093 施昊辰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101000129 潘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9 谢逸少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9 钱俊伊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9 孙一帆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30 颜纤纤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30 徐姝涵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30 李天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30 陈涤非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440 邵思聪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40 马格尔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40 刘韵洁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40 王星又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571 董立秋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71 朱弘基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71 朱正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71 胡忻知 北外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594 周子皓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94 陈薏如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94 Wu ShiYang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594 李子翔 上海七宝德怀特高级中学 华东

101000286 徐辰健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86 周亦馨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86 王业泰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286 杨世萌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101000123 金晨皓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3 江昕桐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3 姜雨欣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123 钱嘉睿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101000434 章闻珊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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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434 林艺航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34 王芷宜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1000434 张煜欣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 华东

102000281 姚沐垠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81 陈菲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81 梁晓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281 青田蔚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102000371 乔小洋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71 黎美诗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71 高睿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71 石靖雨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498 区静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8 陈子迅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8 杨振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498 何昊泓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352 陈泽廷 广州执信中学 华南

102000352 甘子熙 广州执信中学 华南

102000352 谢碧彦 广州执信中学 华南

102000352 姚泽林 广州执信中学 华南

102000355 黄沛尧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55 张天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55 罗佳琪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355 赵唯翔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51 高昱洋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551 李沛来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551 林郁青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551 谭诗芹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387 蔡梓元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7 张心田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7 朱昱东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387 李婧雯 优联教育 华南

102000518 徐康乔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18 黄晓宇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18 贺紫宸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18 夏小琢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35 曾可盈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35 胡云骢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35 何蓁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35 王思澄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102000200 顾疏桐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00 蒋闻笛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200 柳辉阳 深圳中学 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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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0200 武海健 深圳中学 华南

102000503 周宇佳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3 郑狄致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3 杨颜铭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503 尹俊杰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102000611 朱炬南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611 陈锐泽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611 陈敬聪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2000611 徐尧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103000656 王烁东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6 巨乐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6 杨晧雯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6 杜嘉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42 王耀隆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2 古丽菲亚·哈力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2 黄馨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642 Ye Jing 新疆乌鲁木齐众志公学国际剑桥高中 华西

103000447 李沁儒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街校区 华西

103000447 王一杰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街校区 华西

103000447 吴亦晨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街校区 华西

103000447 白之玉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华西

103000450 周唯湛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0 王子泓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0 张薰之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0 彭渤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70 胥志宇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70 丛琳芸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70 黄培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70 兰天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134 周宸立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134 何意涛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134 钟景良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134 贾杨懿嘉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288 钟志为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288 李卓咏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288 陈昭如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288 王雪霓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103000453 李艾月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3 李玥杉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3 卓楚凡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53 焦傲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530 LURUNPENG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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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530 Bond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530 Qiuli Chen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530 KEXIN CUI 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 华西

103000448 Leo Qi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48 曾嘉祺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48 蒲子豪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448 廖小萌 成都树德中学 华西

103000655 蒋智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5 张郗钊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5 王蒙蒙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3000655 闫家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105000023 杨司悦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3 陶何一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3 余夏广睿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3 汪子涵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323 张高歌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323 朱振宇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323 黄奥格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323 倪广 武汉二中国际部 华中

105000522 张蓓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2 骆宇飞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2 魏清扬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2 陈迩涵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021 周宇哲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1 叶煜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1 张欣媛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21 田皓冬 合肥八中 华中

103000445 彭庞 宁乡碧桂园国际学校 华中

103000445 马牧洲 宁乡碧桂园国际学校 华中

103000445 蔡贤森 宁乡碧桂园国际学校 华中

105000521 张旭玥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1 付美雯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1 陈逸安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21 蒋子懿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83 雷博涵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83 喻健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83 岳宗扬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483 樊雨萌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681 闫敖翔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1 章瀚宇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1 聂冰玉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105000681 李晓文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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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042 朱舜祺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42 李元翰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42 黄帅雯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042 张思阳 合肥八中 华中

105000527 毕楷栋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527 李定坤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527 柯昌黎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105000553 姜宇昕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53 周赫奕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53 聂松澜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105000553 潘钰明 武外英中(培训) 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