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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4101000012 邵景泽 男 辽宁省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067 曹宇晨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079 周文婧 女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第26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081 邢城祎 男 辽宁省 沈阳市第二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07 展昕宇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110 江首航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117 毕启智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36 邓轶斌 男 辽宁省 朝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142 战东阳 女 吉林省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44 冯玉泽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48 牛铎霖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57 王志广 男 河北省 衡水志臻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162 陈虹冰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第31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72 任彦安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175 张啸宇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202 周塬峻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二等奖

191014101000207 易梓豪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232 毛鸣阳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235 姜泓宇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科学高中部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236 王知非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240 薛至言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256 张飓洲 男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267 曹梓竣 男 湖南省 长郡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271 佘诚麟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278 郭尧 男 河南省 焦作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285 崔淇 女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二等奖

191014101000303 高继元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305 郎文恺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第二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307 游天 男 江苏省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二等奖

191014101000310 李泓锐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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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4101000316 张祖源 男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2016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27 于子涵 女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47 张轶博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55 吴钰璋 女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60 奚浩智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367 王博晓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70 邱柏瑞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201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71 张天岳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381 肖岳枫 男 湖南省 长郡梅溪湖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00 尹俊皓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二等奖

191014101000420 王浩羽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24 张远泽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29 庞鑫乐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36 郑志坚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39 许怿芃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中学 2016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44 张小彤 女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445 梁伯源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50 孙云鹏 男 辽宁省 鞍山市第一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456 卢胤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66 曲晟源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71 苏忠洁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高级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73 陈东来 男 辽宁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74 杜晓冰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79 马郡泽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84 王德瑞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88 吴梓豪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北京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集宁附属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93 闫子晗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496 严林 男 福建省 莆田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498 陈墨迪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0一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11 余知航 男 浙江省 浙江省余姚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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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4101000530 宣玥 女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37 李文盛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40 夏鸿康 男 上海市 上海市实验学校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47 薛婉雨 女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63 黄博亚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第二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69 吕蔚林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82 宋瑞瑶 女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591 王锦鑫 女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94 杜中行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95 马少杰 男 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597 霍玉亮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603 邓子立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20 姜博凯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2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22 赵坦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23 刘鑫淼 女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29 陈思玮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36 江逗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637 王蓣棋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54 高政 男 河北省 衡水志臻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56 寇潇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666 张思瀚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67 李曲铭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74 刘兆行 男 青海省 青海湟川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691 孙宇辰 男 甘肃省 平凉市第一中学 第26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708 刘洪刚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201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10 刘建强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20 罗浩洋 男 甘肃省 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 第34届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三等奖

191014101000721 赵锐 男 山西省 怀仁县第一中学 第31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722 马远卓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723 余澍莘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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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4101000731 朱桂潮 男 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35 刘志坚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736 刘铠诚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37 孙兆瑞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738 尹鹏哲 男 湖南省 长郡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48 刘涛 男 山东省 诸城一中慈海学校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57 张翔睿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787 范文迪 男 山东省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791 费浩洋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03 信斯瀚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06 王梓 男 内蒙古自治区 海拉尔第二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816 陈霖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21 姜星宇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淮阴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50 刘念达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58 陈鹏宇 男 辽宁省 本溪市高级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62 高赫然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64 李政卿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65 李智宇 男 河南省 焦作市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81 文淏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890 曲涵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898 王光怡 女 广东省 中山纪念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910 周宗浩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914 闫庆康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8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919 杨明 男 西藏自治区 林芝地区第一高级中学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920 兰天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0923 潘雨璐 女 江苏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0949 陈元旻 男 江苏省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966 马凯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979 蔡宇飞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7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191014101000987 路一帆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第35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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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4101000988 朱帅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扬州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二等奖

191014101000996 秦懿蕾 女 江苏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第27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三等奖

191014101001006 郑羿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八中学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

191014101001020 施欢珊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三中学 2018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省级赛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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