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RSC3）

预赛获奖名单

感谢大家参与 2018 至 2019 年度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化学新星挑战赛，此次挑战赛是由英国

皇家化学学会与北京化工大学、英国素质教育发展认证中心（ASDAN）中国办公室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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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所国际学校和

重点中学的共计 1151 支队伍超过 4500 名同学参加了预赛。

获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以团队号顺序排序）：

金奖（进入决赛名单）

团队号 姓名/Name 学校 赛区

100000096 孙宇桥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96 张稼俊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96 李双瀚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96 张嘉宸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14 宗昊天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4 肖旭森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4 万昕玥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4 赵砚升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6 王子骏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46 韩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46 徐攸行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46 张瑞霖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47 严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7 赵真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7 张梦萱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7 杨亦丁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50 于芯邑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50 宋宇琛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50 周祖吉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50 汪杨贺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94 万宇翔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4 邓子轩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4 郑睿泽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4 姚杰妮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316 包小龙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6 郭铠旗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6 唐健祺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6 王思雨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0 赵泽华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0 李嘉玮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0 蔡嘉诚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0 王资越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0 刘家玮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10 王小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10 刘雅璇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10 张无忌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42 李原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42 叶清扬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542 李奕璇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42 朱贤睿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79 满来福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79 苏永恩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79 呼德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79 那日嘎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87 温博元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7 赵佳一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7 陈若涵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7 孔德熙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8 邵天语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8 王璐旸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8 董梓煜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8 苏劲威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6 陈润琦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6 孙雨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6 梁稽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6 王俊博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841 孙元琪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1 林和敬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1 杨嘉睿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1 胡文中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8 周天骢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8 刘海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8 艾丽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48 张语珊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093 曲伯识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3 王洛涵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3 李兆坤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3 杨秉东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4 朱健维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4 董一燊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4 张力文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4 刘泽凯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5 张子瑞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5 吕驷驹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5 王赫明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5 李若妍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134 古天骏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4 方安轩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4 朱茂隆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4 高彩荀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61 樊浩哲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1 刘广安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1 孙百慧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1 韩凯阳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200000001 黄翔庭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001 高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1 张心琪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1 施永清 南京市第一中学 华东

200000028 范梓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8 陈俊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8 惠晨原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8 吴亦非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9 ZHANG HAIPING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9 王艺喆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9 陈吉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9 王嘉月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8 童安泽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8 周彧轩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8 孙嘉恺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8 范子恺 杭州第二中学 华东

200000050 徐宁致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0 孙心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0 吕开颜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0 沈启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1 黄祺楠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1 季子恒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1 何芮芮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1 姚天芬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8 赵天禹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8 张宇杰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8 施严涵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68 黄皙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0 王怿尧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0 吴子境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0 杨铭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0 原靖安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97 潘恒凯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7 佘俊城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097 钟擎昊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7 肖国豪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8 娄轶喆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098 龚佳玥 江苏省常熟中学 华东

200000098 范宇浩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107 赵珺瑞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07 赵翰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07 朱况雲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07 李陈馨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48 杨闰轩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48 李程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48 戴逸清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48 高奕铭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62 刘牧昕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262 杨晴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262 顾之玮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262 贺雪怀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304 陈一驰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304 周诣超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304 陈祎楠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304 丁正和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414 周恭良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中学剑桥教育中心 华东

200000414 周郭文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中学剑桥教育中心 华东



200000414 徐襄元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华东

200000414 邵天成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华东

200000447 周啸騆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47 李京伦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47 陆郁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47 谈熙烨 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712 胡宇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2 巫畅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2 王雪瑄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2 陈嘉宁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916 顾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916 刘思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916 李汉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916 胡天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946 王家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6 杜佳杰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6 陈彦楷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6 张毅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1309 王天宇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09 杜嘉豪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09 尹腾骁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09 符茵翔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4 周若恒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4 张柏垄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4 钱正折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4 江逸群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6 王畅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6 张林杰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6 缪嘉正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6 姚彦亦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300000039 邱慧莹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39 黄宇欣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39 谈逸凡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39 刘依雨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162 陈博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2 黎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2 马思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2 卢宇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695 裴之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695 邬承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695 杜隽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695 余芷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890 陈镭丹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890 丁煦洋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890 李瑞桐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890 陈梓希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26 郭子瑄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926 王守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926 方圣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南

300000926 肖友健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1167 蔡蕴瑜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67 张倪尔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67 柯乔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67 覃子豪 珠海一中附属实验学校 华南

400000313 匡伟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华西

400000313 万林坤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 华西

400000313 陈亦逍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华西

400000313 孟煜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 华西

400000748 常育豪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8 冯秋阳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8 盛夏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8 孙祎晨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804 刘柯良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4 尹嘉伟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4 柴俊熙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4 李欣雨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929 武信聪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400000929 刘畅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400000929 丁宏力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400000929 唐靖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锦江校区） 华西

400001072 王骏澎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2 张铱池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2 刘益辰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2 苏子翔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6 林瑞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6 郭紫韵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6 杨丁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6 陈旭阳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500000005 李睿扬 江西省萍乡市中学 华中

500000005 王宇鑫 江西省萍乡市中学 华中

500000005 黄亦杭 江西省萍乡市中学 华中

500000005 任宇轩 江西省萍乡市中学 华中

500000221 Dasheng Bi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21 许小泥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21 丁雯琪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21 Charles Wang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548 钟子旭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548 武志天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548 张子陶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548 彭子涵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64 罗坚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4 刘瑞涛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4 杨启航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4 罗添豪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1057 虞文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057 万佳钰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057 吴佳诺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057 蒋美龄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00 蔡旆伦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100 汪宇航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100 汪恒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100 朱冉 铜陵一中 华中



银奖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0000002 Daniel Tao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002 贺汀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002 李明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002 李婧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064 刘家诚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064 李昱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064 朱明帅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064 杨天河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115 于镜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5 王英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5 王卉颖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5 徐嘉烨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35 张嘉祺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35 孟垣辰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35 李想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35 刘乘丞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44 孙德理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4 邵译萱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4 谢小丫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4 元悦天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4 史一帆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4 李睿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4 张嘉骏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4 宋怡汕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1 郭明烨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1 王熠若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1 王羽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1 张晓夏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95 王劭格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5 何书翰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5 邓思月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5 张恒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269 冯兰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269 刘知涵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269 于佳鑫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269 王瑞琳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270 王宗鼎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70 尹启霖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70 李晨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70 宏欣桐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88 贺梓源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288 张美昭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288 邢轩琪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288 王凤来仪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292 戴云初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292 魏梓霖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292 侯晓禹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292 于海逸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18 XU LIN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8 高润南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8 张铭榉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18 马菩遥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28 范子翊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28 刘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28 程春扬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28 孙涵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32

杨宇新/Yang Yu

Xin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32 程志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32 王佳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32 张晓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61 郭逸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1 林思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1 邓艺萱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1 张展赫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84 苑沛科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84 段博巍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84 陈钟禹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384 黄杉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37 项宇鸣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37 门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37 盖文卓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37 金柏慧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84 朱紫轩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484 庄仕弘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484 张智泰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84 杨凯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86 陈琦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86 倪江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86 薛力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86 车文亮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91 薛梓涵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491 Jinyi Fan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491 刘涵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491 冯舒萌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498 齐俞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98 张钰妍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98 吴雪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98 钟浩铭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03 金予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03 王中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03 张文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03 柴晋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05 刘子楠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05 孙铭晨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05 丛嘉舒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05 邹佳辰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4 官丹伟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4 郭雨桐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4 蒋智傑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4 宋昂芙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41 张乐缘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41 李雯忻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41 马绍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41 刘子潇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6 高帆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6 于昊池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6 刘俊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6 张睿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0 张骏鹏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0 陈子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0 姜安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0 徐嘉鸿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3 米冬满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3 李蓉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3 曹蕴韬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3 孟繁希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4 纪嘉禾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4 王永硕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4 马禹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4 宋昕格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60 孙美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660 夏天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660 李沛瑶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660 刘紫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680 Selena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680 李润昌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680 靳栋宇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680 褚昭媛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698 张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98 李炤甫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98 纪晓德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698 李佳澄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834 刘明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华北

100000834 杨艳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华北

100000834 高靖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华北

100000834 陈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华北

100000894 邱远方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894 纪汉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894 巨子旸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894 孙健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05 郭镇宇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05 张逸帆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05 尉恒嘉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05 徐卓涵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54 袁悦茗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954 王思涵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954 彭一珅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54 杜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78 高乃翔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8 刘一萌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8 马泽涵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8 闫赵之琳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32 刘廷昊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2 张贵瑜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2 张泽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2 张怡然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3 于天浩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3 林昱含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3 翟乃堃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3 贾昊琛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83 宋乐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3 闫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3 褚明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3 刘睿珏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6 LI WENKAI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6 李文锦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6 张锦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86 刘晓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0 倪嘉欣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0 姚雪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0 张紫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0 朱宇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1 宋扬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1 冯如曦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1 赵心儒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1 杜佳静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0 姜佳琪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0 韩星凤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0 李嘉明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0 李思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0 满向东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0 赵栩达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0 付媛媛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0 白家兴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7 马广才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7 高云朔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7 满晨阳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7 魏孝文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91 单一玮 太原十二中 华北

100001291 王浩然 太原五中 华北

200000003 王心怡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3 王茁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3 陆奕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3 蒋毅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06 马璟泽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006 张宇萱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006 徐睿晨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006 舒景鸿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010 崔灿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0 周驰宇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0 霍然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0 陈一哲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4 凌姝蕴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4 管飞扬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4 罗培荣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4 王辰堃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0 华贞皓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20 李明睿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20 陈祈冰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20 徐鞠霄萌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23

TINA

MENGTING LIU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23 王大卫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23 杨羽振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23 檀佳欣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26 钟分秒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6 PEI ZHOU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6 杨湛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26 李忻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3 徐学强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3 陈子康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3 毛宇杰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3 邬宗锦 杭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5 陈铭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5 潘弘毅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5 戴文希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035 李徐扬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6 陈张驰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6 李翰宸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6 Sun Yixiang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36 黄冠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2 陈岳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2 杨皓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2 宦子航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52 戚家瑞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0 柯关关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0 汪晨雨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0 刘若童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0 顾馨悦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5 杨知雨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5 潘杨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5 陈之琳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5 颜哲锐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72 杨含章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072 王华扬 上海市延安中学 华东

200000072 沈一婧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华东

200000072 马昕岳 上海市延安中学 华东

200000081 李雨宸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1 邱馨怡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1 魏兰珺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1

Chua Ryan Jia

Jun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5 袁天蔡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5 韩宝黄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5 戴仕钰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5 钱子亮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7 王婧蕾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7 俞亦涵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7 倪鹏飞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7 葛骁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88 倪蕴恒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8 朱添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8 陈誉元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88 吕行健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9 钱思睿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9 赵子歆 上海中学 华东

200000099 葛亦清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099 王怡婷 上海中学 华东

200000109 马梓萌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109 周张琛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09 解云舟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09 喻泽汉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137 陈珈迩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37 王宇晖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37 郭奕涵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37 付睿哲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52 陆芃宇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2 蒋靖哲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2 徐亦宁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2 李明康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66 朱洵以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166 陆以恒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166 阎琨然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166 吴蔚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203 于哲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3 谢澜涛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3 刘人恺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3 枣晨峰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354 王子骐 上海市建平中学 华东

200000354 李文迪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4 陈希哲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4 张若芊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8 张予安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8 罗一川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8 樊宛莹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358 陈雨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427 邹学海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27 李心怡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27 李品一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27 诸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96 袁婉妍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496 肖行健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496 何沁钰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496 曹家纶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570 顾锐杰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70 孙颢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70 赵子捷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70 曹文豪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633 陈铭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3 朱自远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3 宋思仪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3 於宜霖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49 景潇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649 沈亦潇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649 谭启玥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649 秦嘉彤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663 杭圣棋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663 张健 江苏省海门中学 华东

200000663 陈睿杰 江苏省海门中学 华东

200000663 樊辰鸣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709 邵雨扬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09 李至开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09 刘澎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09 朱天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0 吴骋骏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0 范云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0 张奕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0 费啸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948 蔡逸晖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8 施乐轩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8 毛亦周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8 朱一帆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1203 黄克峰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1203 彭王阳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1203 胡楠楠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1203 包学垚 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0 李苏洋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0 邹雨航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0 高雨源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0 瞿子陆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5 杨筱悦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5 周博旸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5 吴超鸣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5 赖铖阳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20 蒋承君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20 郭浩晨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20 沙星辰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20 钱禾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300000042 张华玥 深圳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42 李楚鹏 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岗）国际部 华南

300000042 冯旭涛 深圳贝赛思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042 Li Junliang 深圳贝赛思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078 邓景文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8 姚雨桐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8 陈昱天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8 黄证誉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95 黄嘉树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95 陈芷鸥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95 刘雯菁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095 任忆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21 李嘉骅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21 胡景豪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21 黄艺贤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21 邹丽珊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1143 胡齐进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43 陈逸庭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43 黄本皓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143 曾耔建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1229 陈逸朗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29 梁诚轩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29 何睿姿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29 高笑天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400000729 周旭东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9 余响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9 陈柯融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9 王欣杨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30 李佳阳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30 吴霖峰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30 刘杰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30 龚正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71 杨加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1 赵伟杰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1 李志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1 杨雨茹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8 黄鉴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8 林佳皓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8 李岳隆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8 胥清波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4 陈思州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4 何鑫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4 董诗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4 刘倞州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1000 薛子钰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0 王敏琪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0 王若萌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0 袁子涵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8 王怡清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8 刘梓煜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8 张玥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8 王一博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62 李睿豪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2 蒋萱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2 程显杨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2 何洪森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3 阎子骞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3 郑迦心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3 段泓羽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3 彭啸天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500000234 姜雨辰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34 郭芝涵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34 辛乐天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34 周泽林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85 黄莞尔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85 张天意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85 邢丝璐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85 宋卓芸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305 尹致远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0305 李熙晨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0305 zekai xue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0305 徐浩远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0554 施文昊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4 刘来仪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4 余晟芃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4 胡启亮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609 浦婧仪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609 黄帅方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609 张沛霖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609 朱学麟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61 李昱民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1 吴云翔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1 刘宥良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1 陈俊杰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5 王鹏程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5 刘佳卉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5 周妍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5 蔡一婧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991 万名恺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华中

500000991 刘思莹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华中

500000991 张航诚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华中

500000991 潘美健 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 华中

500001067 邓宇航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099 任书培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099 曹天健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099 朱宇荛 铜陵一中 华中

500001137 倪睿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7 ZHANG AO XU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7 魏宇航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7 李佳译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铜奖

考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0000011 杨宇煊 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0000011 樊天怡 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0000011 王奕桥 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0000011 何泽欣 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 华北

100000016 刘嘉润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16 刘棋文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16 王婧瑶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16 尹文诺 山东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054 范师振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054 刘一诺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054 王心怡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054 宋旺霖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12 刘璟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2 王上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2 刘苏庆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12 许文馨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26 修健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26 李星剑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26 张仁启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26 黄俊硕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36 王飒湲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36 马曲泽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36 王舜正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36 张云翔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49 王执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9 吕承远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9 王泽华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49 蒲海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1 于佳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1 苗佳裕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1 郭文凯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1 刘一宁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8 杨丰瑞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8 高梓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8 李代政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68 姜润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0 迟方铭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0 隋方仪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0 姜宇涵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0 宫正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72 韩畅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72 郎雅迪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72 张志扬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72 孙雨涵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180 冯帆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0 张涛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0 董依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0 张曜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2 马天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2 李畅怡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2 刘尹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2 郭荇威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184 王奕博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184 萧粟云 天津市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184 邵彬城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184 WANGMINGBO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193 张艺霏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3 金文萱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3 许凌霄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193 尹思源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0240 陶昀泽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40 关志浩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40 谢冰晴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40 刘咏佳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272 盖子萱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272 马源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272 XUZHIPENG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272 ZHANG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321 唐国龙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321 逯俊亨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321 花丹阳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346 周红亮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346 刘锦怡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346 欧阳子睿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346 栗业 领科教育北京校区 华北



100000348 王皓扬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8 李欣儒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8 刘泽泰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48 苏治 北京一零一中学 华北

100000365 金若琪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5 马紫鑫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5 李奥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9 赵博锌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9 杨嘉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9 何书忱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69 王醇逸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78 曾子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78 邓睿萱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78 王一然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78 王芊霖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382 刘霄阳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382 陈梓萌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382 潘胤辰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382 汪诚毅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1308 Harryzihan Liu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452 何千屿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52 朱玄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52 王维谦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52 马国阳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63 惠佳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63 夏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63 徐雅慧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63 齐齐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466 吴雨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6 闫若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6 夏雪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6 王宇涵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8 刘雨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8 高小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68 张芷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474 王量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474 李梦洁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474 崔居中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474 王博略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0478 武洋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78 李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78 石萱妮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78 乔子杨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497 邱怡宸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497 索斯琦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497 周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497 罗雨涵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11 白建立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1 陈子骏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1 周子尧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1 赵宇森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18 王泽宏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8 崔向恩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8 董炜龙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18 安之禹 北京爱迪学校 华北

100000529 王艺儒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529 刘博桢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529 陶熙佳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0529 王子萌 大连育明高中 华北

100000530 牟雨阳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530 周木子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530 王天艅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530 张砚文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539 傅元蓬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39 顾雨翔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39 刘峻男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39 许艺瀚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44 乌素盖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44 罗英善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44 旭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44 额尔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581 颜子逸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81 贺培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81 赵元祥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81 姚博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589 周怡静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9 田骥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9 王子钊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89 张媛媛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7 张莞莹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7 崔依萌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7 刘玥琳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7 张奕辰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8 胡杨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8 李彦栋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8 陈佳玥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8 崔晓雪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0 章思哲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0 许昊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0 李帆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0 邵执之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2 戴明祎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2 马千惠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2 王淮杨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2 王亭轩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35 纪林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35 魏婧冬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35 任学敏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35 韵宇婷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58 LUO ZHICHENG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658 张美佳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658 张岩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658 胡智维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664 刘丹妮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64 邱梓峰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64 吴思越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64 高依诺 北京市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683 塔拉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683 包苏雅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683 乌尔力克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683 查海日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708 胡雁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708 丁可怿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708 于小淇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708 严非寒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0850 杨咏诺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50 于明钰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50 江文涛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50 王曦琳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854 周子浩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854 张梓瑶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854 林珈音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854 梁昕竹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892 于泽祎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892 冯奕鸣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892 王佳和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0892 姜政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928 张恺宁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28 高卓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28 高嘉梓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28 张景宸 济南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62 龙赟博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62 朱珠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62 周雨时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62 张齐显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70 王柬禾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70 林洋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70 李挚天芯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70 罗曼榕 北京第三十五中国际部 华北

100000973 罗一鹏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100000973 苑楚婕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100000973 高通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100000973 何逸 北京王府学校 华北

100000977 王馨悦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7 赵宇洋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7 史静雯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0977 高胜豪 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092 潘虹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92 关然蔚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92 李妍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92 陈麒云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96 吕可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6 王森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6 邳笠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6 朱博涵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华北

100001097 丁佳鑫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1097 孙晗语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1097 丁士烜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1097 高鑫祥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国际部 华北

100001111 孟繁琛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1111 刘晓泉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1111 丁一楠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1111 王子谦 青岛二中 华北

100001114 杨青城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14 王蕴琪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14 陈纳川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14 王抒润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20 苏晓溪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0 薛皓元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0 许嘉彧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0 董家齐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3 王昭荃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3 焦孟莎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3 王天琪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23 王昊成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5 胡骏涛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5 徐煜舜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5 展睿廷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35 张钛然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147 杨培钰 衡水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47 苏紫莹 衡水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47 马亚硕 衡水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47 祁一帆 衡水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53 郑维康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3 何禹田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3 王澍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3 任鑫宇 天津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54 张子千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4 朱清岫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4 孙广岩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4 张嘉琪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155 李思睿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5 卢彦哲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5 马国未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5 陶国澍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62 孟祥毅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2 程奕博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2 李丞良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2 임태형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6 刘峻豪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6 梁静宜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6 曹原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66 梁伊歌 青岛墨尔文中学 华北

100001199 吴双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99 王旖旎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99 成佳雨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199 宋宇翔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9 王露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9 李若菡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9 高弘烨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09 郑泰乐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1 卓智健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1211 郝沐喆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1211 丰笛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1211 李宗阳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华北

100001212 王建伟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2 耿政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2 李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2 贾冉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6 刘杭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6 卜飞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6 王文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6 王科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20 杜雨轩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20 徐远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20 穆浩然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20 马仕铭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32 王芊祥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32 郄祎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32 刘品哲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32 迟涵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44 仉子奥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44 辛浩然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44 戴智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44 蔡至诚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45 刘怡静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45 邱伟艺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45 王昊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45 施瑞鹏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56 高炳蔚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256 邹欣安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256 吴兆轩 大连市英领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259 周培鑫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59 刘杨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59 杨鹏程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59 赵翼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华北

100001264 孙江天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4 汪天奕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9 桂一鸣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9 杨帆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9 韩欣悦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9 夏艺菲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74 张展赫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华北

100001274 郭子赟 山西现代双语学校 华北

100001274 宋泽威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华北

100001277 杨璐宁 太原五中 华北

100001277 苗宇阳 山西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77 王鹏超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79 王褀轩 晋城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79 徐一仝 太原外国语凤凰双语学校 华北

100001279 朱远图 山西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81 雷馥榕 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81 赵文博 太原市令德中学 华北

100001281 仇亦昕 太原五中 华北

100001284 黄柯影 太原五中 华北

100001284 郭梦媛 太原五中 华北

100001284 田振东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84 侯政君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85 郑灏健 太原市实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85 李墨轩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285 程永伟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86 吴浩源 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文兴路校区） 华北

100001286 高虹羽 清徐县徐沟中学 华北



100001286 赵泰懿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87 王苗苗 太原市尖草坪一中 华北

100001287 武春江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90 赵光远 太原市师苑中学校 华北

100001290 杨乐琪 山西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90 郑力豪 山西省实验中学 华北

100001293 张恒瑞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293 孙誉诚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华北

100001293 宗家玮 太原成才中学 华北

100001305 彭嘉澍 太原第二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305 梁诗皎 孝义市第二中学校 华北

100001305 杜依娜 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 华北

100001308 惠颢宇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308 竺天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308 胡景涵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华北

100001328 张家诚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8 于慧源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8 李俊儒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8 徐箫桐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9 慕童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9 吴佳芮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29 都筱桐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329 张哲铭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31 张家瑞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31 王子元 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 华北

100001331 孙昊林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331 吕熙楠 威海市第一中学 华北

200000008 钱韵茗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08 巴叶鸣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08 俞果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08 朱清哲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013 李栎然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3 胡星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3 司严明睿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3 王嘉成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8 张知为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18 朱凌啸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018 戚威洁 江苏省泰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18 许多 江苏省泰州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0 彭莉俐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0 Charlie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0 古直易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30 陈宜庭 上海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040 胡新雨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40 马若晗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40 WU CHUYANG 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0040 浦津 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华东

200000048 钱宗昊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048 汤宇宸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048 王嘉仪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048 孙笑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063 陈映舟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63 高浩鸣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63 巫璁熠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63 潘锦安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66 房致远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6 盛心怡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6 杨泽寰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66 应昊 镇海中学剑桥 A-Level 中心 华东

200000074 程馨谊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4 施怀之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4 杜欣雨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4 李涵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7 朱陶宸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77 蒋文韬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77 pujiacheng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77 沈熙晨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92 黄骁恒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92 葛晨曦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92 徐捷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92 樊家明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100 高仲奇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100 朱雯菁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100 张正欣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100 杜雨丹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102 郑靖霖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102 陈天戈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102 张文翰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102 XU TIANCHENG 江苏省扬州中学 华东

200000131 杨霏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31 李小佳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31 顾晨霁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131 施珺珮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05 谢欧冉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5 徐知怿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5 孙心宇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5 吴尤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8 胡津旗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8 段鹏远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8 郁智祺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08 余俏蓉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236 秦灏言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236 杨静涵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236 陈项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236 David H Yang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246 杨依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246 龙袁沐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246 张煜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246 陈聃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250 闫景涵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50 许愿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50 彭俊豪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50 杨朕壹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268 洪政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0000268 周骋乐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0000268 姜语婕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0000268 刘莹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 华东

200000309 李若弘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309 周子凌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309 胡拂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309 张靖涵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393 Jenny Cui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3 Angel Yuan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3 Owen X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3 Bobby P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9 Yanze Zhong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9 Rex Tan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9 Connie Zho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9 Yvonne Xie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4 Leonardo Ren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4 Dongming Piao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4 Tony Zo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4 Sam Guo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7 Sam Tian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7 Yolanda Zhao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7 Melody X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7 Jim Zhao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33 冯越来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33 冯桢仪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33 唐才凡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33 周禹丰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457 罗薇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457 叶枫林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457 朱珉晔 南京市金陵中学 华东

200000457 葛文一 南京市金陵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512 金昊扬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512 金佳楠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512 余灿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512 陶思翰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光华剑桥） 华东

200000568 彭羽鑫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68 张芷芊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68 冯旺华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68 朱奕棋 苏州工业园区领科海外教育学校 华东

200000577 李建融 海亮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577 刘明月 海亮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577 周梓隆 海亮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577 何晓 海亮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13

Veronica

Chintapalli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0000613 jeffery huang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0000613 kate lee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0000613 Eun Hee Ha 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 华东

200000624 王楚歌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4 葛佳航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4 王沛南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4 李想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6 凌楠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6 黄子韬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6 陈泰铭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6 李许涵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7 密晴川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7 陆鹏然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7 叶聆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7 徐嘉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9 刘笑岑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9 黄佳涵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9 朱奕安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9 陈慧翔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0 曹宇轩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0 徐远韬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0 孙艺文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0 黄一军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2 罗苏华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2 黄钰翔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2 朱勤丰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32 陈智勤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52 陈欣 上海市协和双语高级中学古北校区 华东

200000652 Miles Hu 上海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652

Michael Jinhuan

Cui 上海市协和双语高级中学古北校区 华东

200000652 Yu Han Eng 上海协和双语高级中学古北校区 华东

200000667 牟子笛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667 杨婕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667 许晔文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667 陈芊卉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1 陆立行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1 Lee Kai Wen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1

MA JULIA

RUOLAN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1 赵纯熙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92 邓一凡 南京第三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692 王闰民 南京第三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692 张声时 南京第三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692 瞿张然 南京第三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0693 王钰洁 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93 张紫单 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93 朱璐涵 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93

SHAKHMAKHM

UD ARMAN 义乌市群星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706 冯靖 宁波效实中学 华东

200000706 颜克寒 宁波效实中学 华东

200000706 庄子诺 宁波效实中学 华东

200000706 孙涵 宁波效实中学 华东

200000713 步欣洁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3 陈萱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3 陈超钧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3 朱敏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6 欧阳益璋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6 田峥辉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6 方言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6 张昱扬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7 吴家恒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7 黄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7 张常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7 殷翔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9 贺子仰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9 黄雯乐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9 张佳昊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19 唐岩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21 周新强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21 张帅帅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21 潘怡锦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721 巢俊韬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华东

200000860 沈锶瑶 上海金苹果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860 田金秋 上海金苹果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860 徐西楠 上海市民办金苹果学校 华东

200000860 陈昱晔 上海市民办金苹果学校 华东

200000944 江晨瑞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4 陈紫怡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4 王天晴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4 郑武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9 应晓汶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9 张佳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9 赵亦鸣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49 姜乐淼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50 丁珂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50 徐诗灿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50 赵俊哲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0950 蔡婧秀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

200001311 陈李畅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1 姜陆彦宁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1 黄思远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1 陆英明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2 曹钰科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2 宋天翔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2 陈瞿鼎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2 宣言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7 闻博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7 陈杨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7 张昊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7 张洱丫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8 蒋承轩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8 邱学勇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8 陈洁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18 郑佳磊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国际部 华东

200001323 王浛语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3 杨佳懿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3 费诗钰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3 倪易凡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300000133 赖沐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南

300000133 陈映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33 刘付孟展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33 黎思睿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39 张廷凯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139 范一然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139 张博涵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163 钟辉恩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3 谭林睿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3 Chenrui Zhang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163 谈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 华南

300000319 应卓良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319 陈昱树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319 潘浩然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319 李雨祺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320 邓铂千 深圳高级中学（集团） 华南

300000320 任文安 深圳高级中学（集团） 华南

300000320 王子铭 深圳高级中学（集团） 华南

300000499 刘峻榕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499 关骏熙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499 焦炜哲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499 彭钇森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522 卫博雅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0522 罗文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0522 颜鑫灏 珠海市第一中学 华南

300000522 李昕晟 珠海一中附属实验学校 华南

300000523 李静茹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523 郑传晖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523 毛钧禾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523 何叶晓露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540 洪艺铨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540 钟佳延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540 杨芮琳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540 陈章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623 欧阳文建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华南

300000623 周春滨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华南

300000623 陈梓民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华南

300000623 尹晗璋 广州耀华国际教育学校 华南

300000647 张帆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300000647 林辉艺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300000647 夏浚哲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300000647 张充 深大师范学院国际高中 华南

300000707 余峻彤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707 雷骁霆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707 Tianyi Sun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707 张博涵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19 崔熙纹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19 黄子恒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19 彭安蕾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19 邓俊航 美伦国际学校 华南

300000933 雷璐瑶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33 焦清源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33 邱炜靖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933 顾疏桐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1231 黄文龙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1 吴蔓兮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1 赵星然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1 王若昀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9 张世纪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39 张凯旋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39 许嘉豪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39 刘少杰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400000562 荣睿康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0562 王宇豪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0562 张笑与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0562 马煊城 重庆德普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0728 苟峥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8 李毓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8 杨钦智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28 唐皓宇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华西

400000749 张晋臻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9 陈星合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9 周震雨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49 李晨晰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50 苏若琪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50 董玥辰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50 贾程铄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50 王俊琪 西安铁一中 华西

400000772 曾相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2 杨思程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2 廖俊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2 熊敬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3 刘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3 杨昊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3 董力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3 彭键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4 彭雪花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4 张恒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4 刘玥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4 万俊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5 陈学云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5 张露丹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5 柴德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5 李堂源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7 龚远翔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7 舒悦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7 李康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7 叶小雨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0 陈春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0 邓力才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0 周鑫慧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0 刘泱妤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1 李泽君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1 万一心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1 郭宜锴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1 蒋思凡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2 何佳芮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2 钟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2 李则含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2 刘宁柯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3 陈一帆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3 陈一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3 聂千皓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3 张津伟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7 石贵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7 杨远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7 姜前川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7 王健翔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8 邵一峰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8 刘雨函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8 刘怡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8 罗鑫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0 张雅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0 钟成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0 刘靖元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0 杨其钲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7 蒋婷婷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7 何佳黛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7 黄晓玲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07 钟雨茜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4 冯培杰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4 李彦儒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4 张桂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4 张凯泠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1 贺于易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1 胡韵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1 吴羽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1 赵家鸿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3 田明民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3 胡霄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3 马雨伶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23 郑贵钰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1001 时雨涵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1 张轩维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1 金煜晗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1 程梓益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2 沈子超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2 方元一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2 潘靖涵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2 李漠霏扬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3 蔡天嫄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3 韩嘉雯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3 曹亦舒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03 高远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2 胡加牧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2 盛子雨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2 孙博洋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2 巩兆钧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7 吕明宇 新疆众志国际学校 华西

400001017 樊启轩 新疆众志国际学校 华西

400001017 程楚涵 新疆众志国际学校 华西

400001017 鱼瀚翔 新疆众志国际学校 华西

400001029 雷星航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29 张锦程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29 霍睿远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29 李佳鑫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0 叶浩博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0 吴泓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0 白尚佳一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0 田博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1 安梦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1 杨楠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1 庞家乐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1 王康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2 张月莹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2 温凯旋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2 袁朦朦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2 高文涛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6 贺凯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6 王翔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6 张恒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6 崔帆帆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7 张嘉兴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7 郭航铭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7 柴冉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7 高宇洁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8 郭欣畅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8 马嘉忆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8 刘艳兵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8 姬睿杰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0 尚茹娜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0 任嘉路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0 刘宇轩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0 崔芮彰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3 钱王佳禾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3 梁家荣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3 冯玉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3 谢庆韬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66 何思璇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6 周珈亿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6 周子榆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6 李佳芮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西

400001068 叶濮华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68 马思睿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68 周彤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68 滕江怡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5 高基润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5 马曾骐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5 陈泓宇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1075 康宇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500000076 李容与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076 周芷安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076 胡一夫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076 邱雨原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091 马平川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091 邹咏哲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091 王志杰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091 钱由夫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132 李良宇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32 李舟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32 何骏廷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32 陶庭雨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43 张恒语 武汉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43 赵欣妍 武汉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43 袁政泽 武汉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43 雷梓康 武汉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90 邱靖耀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90 陶应智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90 杨子涵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90 郑清耀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227 任亚婷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7 王俊涛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7 张东远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7 刘理佳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8 岳旸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8 齐梓尧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8 郭湘宜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8 焦舜华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9 沈欣然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9 李可馨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9 周济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29 张玮祎 郑州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553 李亚儒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3 吴汶霖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3 廖晨蔚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3 吴阳诚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6 吴童语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6 胡雅雯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6 秦浩然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6 徐菡琳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7 李宇松 南昌市第一中学 华中

500000557 程天翊 南昌市第一中学 华中

500000557 张宇昊 南昌市第一中学 华中

500000557 李喆峰 南昌市第一中学 华中

500000661 艾光瑞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661 谢嘉旭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661 付昱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661 唐牧田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722 孙振宇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2 周子懿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2 刘宁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2 赵子玥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3 赵腾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3 陶喆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3 丁炫哲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4 许晨阳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4 洪子祥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4 陈诺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24 刘昕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755 李天韵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500000755 姚子烨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500000755 杜奕逍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500000755 望雨禾 宜昌剑桥国际交流学校 华中

500000760 朱俊霖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0 杨伊婕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0 刘盈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0 张敬东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3 王兆成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3 刘慧泉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3 付宸天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3 唐锐涛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7 罗锦琨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7 蔡毅凡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7 付昊晨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767 龙嘉训 株洲南方中学 华中

500000917 昝克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917 王君予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917 刘子鹤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917 匡毅 武汉枫叶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0994 沈玥辰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4 蔡锦昕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4 姚君仪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4 章自强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1139 周嘉译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9 李欣怡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9 朱鉴石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39 徐佳颖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1179 廖若宸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9 田文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9 唐晓寅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9 罗西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区域优秀奖

团队号 姓名 学校 赛区

100000127 庞宇阳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27 苏雨超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27 徐思维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127 马萱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0473 李唐自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3 牛钰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3 王灏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3 高劭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6 王蕴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6 郑方圆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6 李佳琦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476 蒋歆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华北

100000534 高金一德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534 吴可馨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534 徐佳希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534 黄钰顺 北京尚丽外国语学校康福国际部 华北

100000592 尚雨欣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2 甘书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2 刘超然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592 殷梓程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1 李铭宇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1 贾冯靖晖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1 冯亚鹏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601 刘薇颖 唐山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0935 陈歌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935 蒋思妤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935 李舒扬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0935 周雨萌 北京市十一学校 华北

100001089 吕晓旭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89 牛森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89 李钰潇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089 林楚峰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华北

100001108 王壬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08 徐震宇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08 杨茹帆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08 王田雨 青岛孔裔国际公学 华北



100001156 洪宇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6 张宇轩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6 王涵瑞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156 柳昊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北

100001218 秦兆国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8 刘凌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8 郭鑫磊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8 时维博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9 王博宇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9 孙宇辰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9 赵旭阳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19 郭飞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57 李骏一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57 黄思玄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57 盛嘉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57 蔡子豪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华北

100001266 朱贻宁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6 刘胤哲 济宁市第一中学 华北

100001266 祁欣然 济宁市育才中学 华北

200000019 顾荞安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19 杨家成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19 吕畅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19 邬宏熠 江苏省天一中学 华东

200000067 季节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7 汪立岱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7 贾昕宇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67 李欣玥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079 孙再鹏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9 宗秋月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9 居佳锋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079 陈卓 江苏省南通中学 华东

200000156 张羽捷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6 华岭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6 郭湛秋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156 王若阳 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华东

200000391 Leo Li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1 William Ji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1 Henry Zhang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391 Stuart Zhang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5 George Yan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5 Richard Yang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5 Oliver Li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405 Tony Zhou 德威国际高中,江苏省苏州中学 华东

200000628 叶欣朋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8 方逸群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8 韦奇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28 沈欣言 张家港常青藤实验中学 华东

200000669 余姿心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华东

200000669 杜新宇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华东

200000669 吴林灏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华东

200000669 TianXing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华东

200000682 张天则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2 李重涛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2 王宇星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682 冯怿扬 苏州外国语学校 华东

200000942 马彦青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2 梅景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2 余姗奇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0942 范金宝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西校区） 华东

200001079 杜雨石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079 杨舒越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079 徐俊文 上海光华学院剑桥国际中心（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2 孙勐昊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2 付豪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2 张拉麦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2 严佳鑫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6 蔡海扬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6 卢俊霖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6 陈明昱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200001326 杨翔杰 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浦东校区） 华东

300000041 傅俊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041 潘彦冰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041 吴迪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华南

300000075 李昊晟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5 王悦铭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5 郭若宇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075 杨晨翔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183 Bianca Isabel 中山市中港英文学校 华南



Hodges

300000183

LUO,

ZHAOMING 中山市中港英文学校 华南

300000183 LIEN, YUCHEN 中山市中港英文学校 华南

300000183 MENG, ZHAOJIE 中山市中港英文学校 华南

300000281 黎芊睿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281 袁若琪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281 姜涵予 深圳中学 华南

300000284 张泾渭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284 马昕怡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284 邱东承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284 沈凡博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381 刘邦彻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381 王诗玥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381 许阳升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381 李硕殷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华南

300000769 杨泽宇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769 徐泽鸿儒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769 高铭贤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0769 陆平川 万科梅沙书院 华南

300001235 贺然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5 罗嘉怡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5 鞠思楷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35 梁景源 广东碧桂园学校 华南

300001242 邓瀛光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2 陈曦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2 SIHAN ZHANG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2 王嘉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3 吕锦文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3 张凯森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3 姚央政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300001243 陈妍彤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华南

400000051 陈星宇 重庆南开中学 华西

400000051 谭怡鸣 重庆南开中学 华西

400000051 王蓦然 重庆南开中学 华西

400000737 李子诺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0737 张晓宇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0737 李若语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0737 苏泽嘉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400000776 梁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6 杨蕴涵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6 陈德鑫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76 伍思佳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8 廖燕沁园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8 邱俊豪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8 王思媛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88 叶鑫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6 何廷科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6 谢天哲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6 明宇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796 张雅宜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1 李昊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1 李静秋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1 刘林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0811 王雪梅 宜宾市第三中学 华西

400001010 张天衡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0 张子阳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0 熊一然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10 李奕霏 西安高新一中 华西

400001039 谢坤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9 康骁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9 郑佳乐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39 白杨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1 杨星语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1 党业磊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041 李春晓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华西

400001262 王博言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华西

400001262 毛宇强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华西

500000113 田硕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13 叶星河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13 靖明轩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13 张健瑞 合肥市第六中学 华中

500000129 陈启航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129 费昕旸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129 郭屹立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129 夏妍星 合肥一中 华中

500000296 岳铭杰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96 于弋洋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296 李森 武汉外国语学校 华中

500000296 LI TUOZHOU 武汉英中(培训)学校 华中

500000555 唐雨萧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5 吴冰涵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5 张炜鹏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555 俞依若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华中

500000992 王紫千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2 徐浩哲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2 刘丁丁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2 郝跃生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6 王刚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6 赖智飞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6 王天辰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0996 李逸非 合肥八中 华中

500001026 蒋茹嘉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6 满赵一佳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6 刘心琦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6 王俙茗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8 裴艳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8 李诗杰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8 杨竣杰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28 张子墨 宜昌龙盘湖国际学校 华中

500001055 尤德 合肥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A-level 中心 华中

500001055 高嘉琪 合肥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A-level 中心 华中

500001055 纪浩成 合肥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A-level 中心 华中

500001175 姜蘅珂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5 朱照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5 赵晞妤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175 易伦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华中

500001249 刘凯文 郑州市第七中学 华中

500001249 李钇诺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500001249 胡深 郑州七中中美班 华中

500001249 袁晨阳 郑州市第七中学 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