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报名号 性别 生源省市 就读学校
艾柏杨 191028701008801 男 山东 德州市第一中学
安俊杰 191028701009201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白雪莱 191028701018025 女 河南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柏荣戊 191028701015129 男 安徽 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
薄天皓 191028701000522 男 江苏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卞经纬 191028701009425 男 江苏 江苏省运河中学
曹启轩 191028701004243 男 江苏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曹煦浩 191028701011399 男 山东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岑嘉诚 191028701010180 男 江苏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
曾子嘉 191028701014068 男 湖南 长沙市明德中学
陈佳俊 191028701006777 男 河北 河北黄骅中学
陈嘉瑞 191028701002771 男 湖北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陈近楠 191028701007300 男 江苏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陈松岩 191028701013174 男 河南 陕县陕州中学
陈新 191028701002126 男 江苏 江苏省盐城中学
陈怿健 191028701001080 男 江苏 江苏省宜兴中学
陈逸潇 191028701004482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程驰 191028701018486 男 河北 河北南宫中学

程甘效禹 191028701005321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程佳文 191028701008986 男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程志鸿 191028701016989 男 山西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丛子棋 191028701004799 男 河北 河北正定中学
崔晋博 191028701017447 女 辽宁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崔慕添 191028701014145 男 辽宁 锦州市锦州中学
丁培隆 191028701005431 男 湖南 株洲市第二中学
丁思哲 191028701007587 男 浙江 绍兴鲁迅中学
杜瑾 191028701010789 女 江苏 江苏省盐城中学
段政 191028701002215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范昱扬 191028701010353 男 江苏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傅文昊 191028701003990 男 江苏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傅宇涵 191028701002224 女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耿逢辰 191028701014131 男 山东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顾宸 191028701002972 女 江苏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顾浩嘉 191028701009109 男 江苏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顾志浩 191028701005325 男 江苏 江苏省射阳中学
贯宏宇 191028701014517 女 山东 临沂第四中学
郭伟硕 191028701010164 男 河北 河北宁晋中学
郭展 191028701000484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学
郭震 191028701012400 男 河北 衡水市第十四中学
韩鸿宇 191028701015703 男 湖北 武汉市育才高级中学
郝靖宇 191028701003507 男 山东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黄佳满 191028701009018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黄明隆 191028701011290 男 江苏 江苏省阜宁中学
霍炳辉 191028701010389 男 河北 武邑宏达学校
姜勋源 191028701015727 男 江苏 江苏省阜宁中学
姜雨含 191028701007232 男 辽宁 葫芦岛市第一高级中学
蒋蓓佳 191028701002121 女 江苏 江苏省盐城中学
金易璇 191028701009447 女 黑龙江 大庆外国语学校
康天豪 191028701009161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孔凌飞 191028701004208 男 湖北 襄阳市第五中学
李楚凡 191028701007326 男 江苏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李昊霖 191028701019215 男 河北 石家庄精英中学
李恺辰 191028701016018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李可 191028701013417 男 安徽 阜阳市第三中学
李若晨 191028701016952 男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李树根 191028701006999 男 河北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天泽 191028701017303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学
李向天 191028701008647 男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李新鹏 191028701001120 男 辽宁 丹东市第二中学
李兴云 191028701014941 男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李英健 191028701009093 男 河北 河北定兴第三中学
梁伟华 191028701015867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林嘉庆 191028701010959 男 江苏 江苏省海门中学
林立可 191028701009382 男 山东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林蔚 191028701014528 男 安徽 安庆市第一中学
刘炳序 191028701000655 男 江苏 徐州市第一中学
刘博韬 191028701004635 男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刘晨曦 191028701000774 男 山东 东营市第一中学
刘凡畅 191028701014907 女 河北 河北安国中学
刘慧东 191028701003698 男 河北 武安市第一中学
刘思源 191028701011256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二十七中学
刘晓彤 191028701006281 女 山东 临沂第一中学
刘校文 191028701004404 男 江苏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刘宇牟 191028701008260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刘子昂 191028701006664 男 黑龙江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刘子沐 191028701000400 男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陆天舆 191028701007477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陆宇强 191028701003055 男 江苏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罗羽婷 191028701013588 女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罗泽 191028701003383 男 黑龙江 大庆第一中学
马浩原 191028701000417 男 江苏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孟天宇 191028701017253 男 山东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牟向翊 191028701009055 男 山东 山东省北镇中学
年启尧 191028701011190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潘裕喆 191028701002308 男 江苏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
庞奥宇 191028701011346 男 河北 邯郸市致远中学
浦亮 191028701005332 男 江苏 江苏省天一中学
秦钉 191028701012358 男 河北 献县第一中学
秦诣凡 191028701007107 男 江苏 江苏省启东中学
秦毅泽 191028701018294 男 河北 邯郸市第四中学
邵天怿 191028701011119 男 江苏 江苏省泰兴中学
申奥 191028701003512 男 江苏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宋天然 191028701013167 男 安徽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苏杭 191028701008494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一中学
孙博宇 191028701005730 男 山东 昌邑市文山中学
孙皓楠 191028701002272 男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孙佳惠 191028701008781 女 山东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孙嘉程 191028701003284 男 江苏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孙茂晨 191028701010231 男 山东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孙一翔 191028701016231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孙倚辰 191028701005109 男 江苏 江苏省扬州中学
孙哲 191028701012377 男 河北 献县第一中学
汤瑞达 191028701006250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童庆耘 191028701010898 男 四川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王楚晗 191028701001868 男 江苏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王丛森 191028701016858 男 河北 临城县临城中学
王凤杰 191028701013068 男 河北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王继烨 191028701001791 男 安徽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王楷行 191028701002649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王坤元 191028701002336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王孟琦 191028701009995 女 山东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王任之 191028701002785 男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王司雨 191028701011773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学
王文龙 191028701006167 男 福建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王希晗 191028701001440 男 四川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实验中学
王笑 191028701018218 男 江苏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王欣杨 191028701000363 男 辽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王勇潮 191028701017278 男 江苏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王宇轩 191028701015547 男 江苏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王湛赫 191028701015576 男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营口分校
文宇轩 191028701011611 男 安徽 蚌埠第二中学
翁嘉昕 191028701013150 男 重庆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吴昊 191028701009494 男 江苏 苏州市吴中区苏苑高级中学
吴沛优 191028701019322 男 江苏 江苏省泰兴中学
吴雨歌 191028701000050 女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武志远 191028701008804 男 江苏 江苏省淮阴中学
肖宇涵 191028701004030 男 江苏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谢亦秦 191028701009681 男 江苏 江苏省天一中学
谢亦瞻 191028701000255 男 浙江 慈溪实验高级中学
谢逸飞 191028701002799 男 江西 江西省景德镇一中
熊世龙 191028701004386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徐成蹊 191028701010205 男 江苏 江苏省启东中学
徐锋庆 191028701000815 男 河南 郑州龙湖一中
徐鹏 191028701007019 男 山东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徐睿涵 191028701004435 男 安徽 合肥一六八中学
徐松林 191028701009246 男 河北 藁城区第一中学
许卓璠 191028701009819 男 江苏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薛丁浩 191028701013332 男 河南 新乡市第一中学
薛雅文 191028701007020 女 河北 邯郸市第四中学
闫旭阳 191028701009514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燕天琦 191028701000336 男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杨畅 191028701004128 男 江苏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杨浩辰 191028701008465 男 河南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杨岢钰 191028701010208 男 山东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杨闰凯 191028701012042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杨田文 191028701018479 男 江苏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杨新宇 191028701002793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一中学
杨奕锴 191028701005746 男 山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杨毅 191028701016080 男 安徽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杨宇轩 191028701015158 男 河北 河北定兴第三中学
余梦浩 191028701000619 男 河北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贠培杰 191028701007151 男 河南 焦作市第一中学
袁严清 191028701017175 男 江苏 沭阳如东高级中学
袁玉润 191028701005132 男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岳嵩林 191028701004389 男 河南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张丹宁 191028701014285 女 湖南 长郡梅溪湖中学
张恩泽 191028701000366 男 安徽 合肥市第一中学
张昊宇 191028701018362 男 山东 山东省实验中学
张皓雪 191028701010546 女 河北 邯郸市致远中学
张鹤耀 191028701003570 男 湖南 郴州市第一中学
张化雨 191028701013633 男 河南 郑州外国语学校
张家畅 191028701001439 男 河北 唐山市第一中学
张可翔 191028701014090 男 安徽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青元 191028701004101 男 河北 邢台市第三中学
张文彦 191028701000870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张一舟 191028701016369 男 河北 邯郸市第一中学
张祎焘 191028701009569 男 河北 临城县临城中学



张逸凡 191028701014116 男 安徽 铜陵市第一中学
张永康 191028701000864 男 江苏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张宇轩 191028701010244 男 江苏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张兆骞 191028701003571 男 江苏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张喆 191028701011093 男 河北 邯郸市第一中学
张子阳 191028701018106 男 安徽 芜湖市第一中学
张紫石 191028701004591 男 安徽 蒙城县第一中学
赵宸宇 191028701015766 男 安徽 寿县第一中学
赵逸冰 191028701008888 女 山东 金乡县第一中学
赵逸飞 191028701003025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学
赵泽渊 191028701011727 男 河北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
周仕祺 191028701012727 男 河北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周寅龙 191028701000345 男 安徽 蚌埠第二中学
朱彥颖 191028701002951 女 江苏 江苏省宿迁中学
朱于良 191028701002770 男 山东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左玥 191028701009357 女 江苏 江苏省天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