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生源地 学籍所在中学
211000503000349 刘恒阳 河南省 潢川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317 杨梓耀 河南省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466 邢雨涵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552 刘人宁 河南省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86 陈卓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564 唐浦哲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66 符雯雯 河南省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44 李钰茜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462 叶衍远 浙江省 浙江省庆元中学

211000503000189 刘春洋 河北省 河北祖冲之中学

211000503000368 郝翌扬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500 解涵溥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547 董淑慧 山东省 费县实验中学

211000503000391 高宁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32 王慎澳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513 殷鑫晟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431 陈平 陕西省 丹凤中学

211000503000682 孙锋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540 邵梓源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545 黄翔茂 江西省 兴国中学

211000503000620 高扬 河南省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123 王艳秋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52 闫凯文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62 于世淏 河南省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456 雷沛滢 浙江省 龙泉市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18 王泊森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766 陈冠睿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008 尤士祺 河南省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411 刘原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19 要程熙 河北省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707 陈粟裕 河北省 河北内丘中学

211000503000055 张之洋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14 张瑾 贵州省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73 冀豪磊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820 李亦高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73 陈焕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80 吴宜桐 安徽省 金寨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585 李跃根 江西省 兴国中学

211000503000615 景嘉贺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31 任天一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835 易正清 河南省 光山县马畈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175 吴培源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550 王亦可 四川省 四川省安岳中学

211000503000738 高央央 河南省 伊川县第一高中

211000503000622 国奥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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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00503000807 谢湘宇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030 高婧娴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032 王旭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487 韩国文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23 赵文硕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777 高翊博 内蒙古自治区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211000503000508 袁孟佳 河北省 顺平县中学

211000503000572 郭小波 山西省 联盛文化培训学校

211000503000634 倪红敏 河北省 河北省临西实验中学

211000503000289 张瑞雪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743 刘浩浩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211000503000118 张项晴 河南省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181 潘鹏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211000503000691 于波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211000503000374 焦占锋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438 刘俊勇 浙江省 龙泉市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494 刘正风 湖北省 咸丰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58 王庸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131 张立 河南省 信合外国语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386 王淼宇 河南省 滑县实验学校

211000503000565 贾易霖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84 时贺隆 河南省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028 高亚飞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040 封晓勇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159 樊董乐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284 杨鑫超 河北省 涉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17 高荷程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130 闫晓阳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800 赵成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博白县中学

211000503000075 马旭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054 刘康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076 叶思家 河北省 河北省临西实验中学

211000503000105 阮琦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193 杨鹏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419 单琳琳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00 赵冀凡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16 赵烁达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502 张建奥 河北省 临城县临城中学

211000503000662 叶航 吉林省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211000503000254 孙梦雪 河北省 献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46 杨俊林 四川省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中学

211000503000647 刘恋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346 刘博华 河北省 涿鹿县北晨学校

211000503000352 张璐瑶 河北省 涿鹿县北晨学校

211000503000379 付一婷 黑龙江省 绥滨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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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00503000426 刘丽娜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36 潘静萱 浙江省 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

211000503000677 王瑞涵 河北省 河北省曲阳永宁中学

211000503000679 方成坤 贵州省 盘州市第二中学

211000503000790 魏龙伟 河南省 淮阳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792 吴晓永 河北省 魏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592 郭尚新 河北省 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155 虞家镔 河南省 光山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331 赵山河 黑龙江省 依安县实验中学

211000503000583 黄建豪 浙江省 浙江省庆元中学

211000503000775 孔庆天 云南省 祥云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249 刘金阳 河北省 威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24 王英赫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中学

211000503000204 杨聪钰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206 李熙来 河南省 扶沟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05 孙笠航 四川省 四川省旺苍中学

211000503000217 刘总天 河南省 封丘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578 刘佳男 黑龙江省 林甸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14 许静博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211000503000626 刘天昊 黑龙江省 兰西县第一中学校

211000503000098 汪振杰 浙江省 缙云中学

211000503000347 刘洋 四川省 攀西绵阳南山国际学校

211000503000469 李泽雨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80 佟尚锟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412 黄彦清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788 廖锦坤 湖南省 湖南省新邵县第八中学

211000503000279 张亮 河北省 大名县第一中学

211000503000625 李晓月 河北省 河北平山中学

211000503000706 李钰尧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173 宋达 河南省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11000503000670 王瑞科 甘肃省 天水市第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