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名单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703001 李明蔚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02 岳舒啸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03 庞子健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04 孔孟锐喆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05 祝宇飞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1703006 孙天霖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1703007 杨焓 男 天津梅厂中学 高三 

C1703008 钱希宁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1703009 周正暘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703010 邓皓洋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1703011 寇阔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703012 梁诗萱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1703013 张天一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14 宋文博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15 苏开元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16 窦凯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17 齐鑫泽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1703018 李雪阳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四中学 高三 

C1703019 李奕杉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1703020 吴睿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21 费云鹏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22 李睿林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703023 钱学兰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1703024 褚洺辉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25 李纪欣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1703026 王与时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1703027 付隆平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703028 樊乙萱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1703029 安芃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30 柴佳博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03031 王新元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1703032 熊若熙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1703033 王纪隆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34 刘子鹏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1703035 李嘉盛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703036 魏双滢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1703037 刘秉钧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天津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二、三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E1703001 张介宾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02 袁泽 天津梅江中学 高三 

CE1703003 高炜程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04 刘浩然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3005 李泓昊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06 李云从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E1703007 郎奕霖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08 邓祥宇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09 王欣蔚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E1703010 强皓然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11 魏子卜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12 于海龙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13 张玥溪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14 王尔萱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15 何广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E1703016 修怡君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17 汤霄宇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18 罗劲桐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19 杨雅晴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20 董彦辰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E1703021 周碧莹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22 霍浩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3023 陈虹宇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E1703024 苏浩南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25 张润泽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26 边少博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3027 张吉元 天津益中学校 高三 

CE1703028 崔凯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E1703029 陈祎璠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30 王雨时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3031 王世成 天津七中 高三 

CE1703032 李兆祥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E1703033 李泽禹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34 张健晖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35 吴晟华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E1703036 刘钧鹏 天津市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3037 周天浩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38 戴蕾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39 宋启昕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40 张欣宇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41 路子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42 唐伊伯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43 孙泽英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44 侯鑫龙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45 黄泓博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E1703046 孙川 天津市大港三中 高三 

CE1703047 马子健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一 

CE1703048 王焱民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49 王天祺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50 刘静琦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51 刘煜堃 天津市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52 郭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53 樊锦坤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54 戴博文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55 安子绪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56 宋宇豪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57 陈晓薇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58 李昀潼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59 田睿闻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E1703060 蔡艳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E1703061 陈启民 天津市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62 仇铮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63 马千一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64 李文涛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65 任锴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E1703066 赵蕤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67 樊天宇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68 王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69 张慕风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703070 曹一川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E1703071 卢鹏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72 王宇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73 朱雅萱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74 林晓宇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E1703075 罗亦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E1703076 王康开心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77 黄禾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78 刘恺文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79 孔德晟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E1703080 王泊远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81 林九鸣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82 武昊辰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83 何一可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E1703084 张智泉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85 金忆南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86 李涵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87 陈嘉玮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E1703088 黄玉昕 天津第四中学 高二 

CE1703089 吴亦泽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90 李心仪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703091 魏旭生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703092 胡锦洋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03093 倪相瑞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94 袁健皓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95 孙辰昊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3096 姜伟健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703097 庞博洋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E1703098 杨易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E1703099 冯籽荃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E1703100 陈林栖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703001 张昊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02 付树悦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703003 曹世泽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3004 李炳睿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703005 张天骜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06 周阳灏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07 陈墨晗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703008 张源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3009 王宇昂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10 赵贻骓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S1703011 褚航冰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12 张恩志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703013 孙文昊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14 颜川淼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703015 藏琪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703016 林祥琛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高二 

CS1703017 李旭东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3018 张灏辰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703019 谢云桐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703020 张佳迅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03021 唐功宇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3022 朱梦蕾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3023 石增辉 天津市河东区天铁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3024 汪佩雯 天津市河东区天铁第二中学 高三 

CS1703025 石稼晟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703026 谷乐天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27 李沐然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S1703028 段舒雅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29 孙乐旺 天津七中 高三 

CS1703030 吕泊浩 天津市北师大天津附中 高二 

CS1703031 刘霁萱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3032 李铭琬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703033 张博涵 天津市咸水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34 赵志伟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703035 王鑫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36 盛瑞泽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S1703037 蒲心悦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38 吴昭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39 孙宇轩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3040 薛紫薇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S1703041 柴同羽 天津市北大宝坻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S1703042 王歆宇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03043 吴逸清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3044 郑元浩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3045 王晨玥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703046 王彬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S1703047 鲁心雅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703048 范星睿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703049 刘增辉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50 崔宜文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51 余津杨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52 陈玺元 天津第四十二中学 高三 

CS1703053 高青源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703054 陈星宇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703055 李金凯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703056 王曙源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703057 雒梓淳 天津市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58 鞠大智  天津市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59 樊镇恺 天津市大港三中 高三 

CS1703060 于涵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03061 高竞飞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703062 喻雯晴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703063 袁欣雨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S1703064 魏润文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703065 孙丽宁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