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生源地 学籍所在中学
201000503000003 李月 河南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009 张琦一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014 杨思语 河南 封丘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026 王诗雯 河北 张家口市万全区万全中学
201000503000033 尹荣骋 四川 宁南中学
201000503000043 曾鹏 重庆 重庆市潼南中学校
201000503000050 刘乃强 黑龙江 克东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056 孙卓然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061 安祺 黑龙江 桦川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064 吴庭振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066 延鑫赛 河南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068 张硕 河南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081 任子凯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085 赵一伊 四川 青神中学校
201000503000088 王文禹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12 张泽凯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121 曹泽云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122 杜亚静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131 周闻松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134 王泽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135 李佳航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01000503000137 欧阳熠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149 延雨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168 肖利超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72 王卓正 河南 范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78 武旭 河北 涿鹿县北晨学校
201000503000181 秦杰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182 徐敏 甘肃 岷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91 王俊超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96 崔昊 河北 献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197 李黔竹 四川 四川省大竹中学
201000503000198 林立珂 浙江 浙江省文成中学
201000503000200 谢逸凡 河南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18 宫得娣 河北 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221 代震霖 河南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24 李易文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225 辛枘颜 河北 兴隆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230 张志成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234 陈妍兵 辽宁 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48 胡鹏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52 王瑞瑞 江西 修水一中
201000503000258 虞家镔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分校
201000503000259 豆宁宁 河南 河南省淮阳中学
201000503000271 杨萌泉 河北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01000503000275 杨育斌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01000503000285 张宇飞 河南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97 王欣丽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299 胡欣悦 河北 涿鹿县北晨学校
201000503000313 崔向乙 河北 河北内丘中学
201000503000319 杜一豪 河南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22 肖莹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327 苏玥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28 刘宇恒 河南 河南省淮阳中学
201000503000336 郭冰磊 河南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38 王朵朵 河南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51 李懿彧 河南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54 尹海军 河北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361 贾立骏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365 何金洋 河南 柘城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378 周宇航 河南 商城县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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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0503000391 余长城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405 姬宝宝 河南 汝阳县实验高中
201000503000406 刘泽帅 河北 献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408 高欣 内蒙古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201000503000422 向文进 湖南 芷江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442 于放 辽宁 凌源中学
201000503000466 陈鹏豪 重庆 重庆市潼南中学校
201000503000469 申幸玉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01000503000475 李旭宁 河北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01000503000480 林善炜 湖南 新宁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482 关仁杰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495 郭璇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00 杨蒸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木头凳中学
201000503000504 张迈 河南 伊川县第一高中
201000503000507 赵爽 四川 古蔺县古蔺中学
201000503000522 叶宗丽 河南 商城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526 杨春芳 贵州 黄平民族中学
201000503000541 吴峰 河北 张北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47 李彦兵 河南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548 张新宇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550 何春林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54 王佳华 河北 青龙满族自治县实验中学
201000503000555 田向东 湖南 平江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64 余燚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568 吴雨晨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72 袁少克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76 何美慧 辽宁 北镇市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586 白鹏 河北 宣化县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588 陈平 陕西 丹凤中学
201000503000598 邹昊东 浙江 龙泉市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605 张金波 河北 河北祖冲之中学
201000503000610 刘忆薇 河北 河北内丘中学
201000503000631 汪巧巧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636 商亚伟 河北 河北平山中学
201000503000648 冯浩博 山西 乡宁县第一中学校
201000503000654 潘星星 贵州 黄平民族中学
201000503000656 丁佳杰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000503000669 邢雨涵 河南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678 殷圣杰 辽宁 建昌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683 鲁轩玮 河南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688 戴静芮 山东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201000503000692 彭凯仑 河北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01000503000707 张璐聪 河南 扶沟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708 刘京晶 河北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711 魏依源 山东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201000503000718 李森 河南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720 董志强 安徽 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201000503000732 向星宇 河南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735 张新尚 河北 河北祖冲之中学
201000503000737 贾凯博 内蒙古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01000503000746 杨志豪 河南 新县高级中学
201000503000766 郭小波 山西 柳林县联盛中学
201000503000772 张鹏浩 河南 汝阳县实验高中
201000503000800 靳明浩 河南 内黄县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