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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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721001 叶子琰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02 洪铭锐 男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03 郑昱笙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04 林泽煕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05 陈学鑫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06 洪辉龙 男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07 李思扬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1721008 林夷畅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09 李杰龙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0 吴泉霖 男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1721011 王浩任 男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2 陈子隽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3 林夷舒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14 许阳帆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1721015 李永威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6 何嘉炜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7 姜铖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1018 郭剑峰 男 寿宁县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19 曾世豪 男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1721020 魏斯桐 男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21 吴一非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1022 吴迪 男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23 许葳 女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24 汪禹驰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1721025 林光亮 男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1721026 蔡乙铭 男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27 刘舒枫 男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28 陈晓曲 男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29 林耿维 男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721030 饶霖翰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1 赖启平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1721032 黎善达 男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1721033 林熠伟 男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4 郭婉婷 女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5 方苗烨 男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36 胡纪迎 男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7 黄伟 男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8 吴雄军 男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39 林英淼 男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40 周朗 男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721041 况少卿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42 廖亮 男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1721043 张睿 男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1721044 吴凡 女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45 曾一帆 男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46 陈逸洋 男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47 王辰 男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1721048 高林炟 男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49 朱越 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1721050 白忱枫 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51 杨明忠 男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52 陈冲 男 福建省邵武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53 方泽楷 男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721054 陈琰 男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55 郑劭轩 男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1056 黄若奕 男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57 沈宇宁 男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58 林垂毅 男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59 柯伟钦 男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高二 

C1721060 严子玄 男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61 吴劲芃 男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1721062 陈鸿圣 男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1721063 黄帆 男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三 

 



福建省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二、三等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E1721001 邱宜崧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02 李昱涛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03 林弘为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1004 苏宇晨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05 杨元翔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21006 李志成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E1721007 王凌正 南靖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08 倪心仪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1009 吴宜炜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1010 王文林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11 王彬豪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12 陈炜荣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13 姜啟泷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14 张泽欣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15 徐俊源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016 郑祎航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017 宋时雨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018 陈宇辰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19 卢舒云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20 郑耘昊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21 林芃晖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022 钱治宇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E1721023 易倪 晋江市南侨中学 高三 

CE1721024 林还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25 曹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1026 黄栩依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27 姚伯豪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028 康炜铭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029 张沛年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0 王浚哲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1 叶佳川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2 胡嵩涛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33 陈奇渊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4 吴宗儒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5 杜宇聆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36 柯少彬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1037 陈季威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38 吴元熙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39 吴晟昊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40 马瑾焜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41 汪俊凯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42 张宇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43 陈浩天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1044 朱晟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45 黄重阳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46 廖梓煊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47 周耿坚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48 许毓锐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049 黄林澜 古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50 施其超 石狮市石光中学 高三 

CE1721051 吴啸南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高二 

CE1721052 杜润秋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高三 

CE1721053 黄泽龙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54 林沁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055 林俊豪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56 郭辰洋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57 陈仕衍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58 韦咏曦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59 张汉邦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60 李易杭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61 郭金鑫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E1721062 赖燕玲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063 吕佳龙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64 魏海权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65 郭铭轩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66 吴勇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67 黄仕睿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68 刘黄海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69 陈炀林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70 李云凌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71 苏展 福建省龙海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72 陈良康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73 贾帷韬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E1721074 黄俊明 福建省泉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075 周筱彤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76 童振宇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077 罗心悦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78 周承达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79 贺逸龙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080 曾承昱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E1721081 吴晋南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082 欧阳智鸿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1083 郑达棋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84 曹哲骁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高三 

CE1721085 陈泓玮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86 张韩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87 吴昀彤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21088 王壬佑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89 张鹏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E1721090 钟伟宸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91 陈燊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092 陈诒鸿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高三 

CE1721093 施润喆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1094 王昊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95 吴端旭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96 叶程辉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097 廖懿达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098 许丹琳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099 曾松烨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100 钟劢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01 练鸿睿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02 罗哲文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03 江书洋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04 陈隽翃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1105 吴易旻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06 洪紫瑜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107 田鹭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08 陈颖祎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09 张茜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10 陈祺霖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11 吴小宇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12 周子扬 福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13 陈树森 福建省泉州市培元中学 高三 

CE1721114 吴心怡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15 黄世龙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16 罗明华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17 廖灏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18 袁梓霖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19 苏菡婷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20 黄松霖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21 叶铭翰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22 龚万权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123 庄宇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24 徐子硕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125 吴天榕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E1721126 罗睿 沙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27 何恺洵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28 倪宣宇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29 卢逸铭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30 梁秋芸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31 章树洪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32 颜焱煌 福建省泉州第五中学 高三 

CE1721133 洪东晖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34 张铭如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35 岳明浩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36 周旭 福建省福州第八中学 高三 

CE1721137 郑翔宇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38 钟煜炜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E1721139 林纪聪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40 林铭钰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141 尤逸凡 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 高三 

CE1721142 洪晟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43 吴忠跃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44 陈祖桉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45 李浩扬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1146 黄根炯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1147 洪诗斌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E1721148 吴育鹏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49 周玮哲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50 许润恒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1151 王诗静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E1721152 潘梁恺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53 刘清华 福建省宁德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54 戴亦贤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55 蔡树强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56 林时伦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57 雷亮 晋江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21158 刘朝阳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59 钟恒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E1721160 刘威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61 张仁炜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62 王晨曦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63 陈泊霖 明溪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64 赖方特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65 陈泽云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66 黄温壕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E1721167 吴琼唯 晋江市南侨中学 高三 



CE1721168 王汉捷 福建省永春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69 张清艺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170 陈良祺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71 罗琦琦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E1721172 黄言吉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73 黄宏霖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74 冯辰昀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75 彭润祺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721176 陈冠宇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E1721177 周天启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78 陈靓茹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79 蔡雨森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80 颜金波 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 高三 

CE1721181 汤俊琦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182 伊勋鹏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83 蓝博彦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84 叶鸿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185 姜雨 沙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86 江枝辉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87 薛榕杰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高三 

CE1721188 阮潮龙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E1721189 黄锐扬 莆田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190 吴云天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E1721191 陈剑鸿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92 高越 漳州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1193 黄勋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E1721194 范志煜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95 李晨潇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96 杨晨希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197 林城 福建省福州第八中学 高二 

CE1721198 林宇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1199 张鑫源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1200 童彦澎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1201 张聿琦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202 江俊辉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1203 许正杰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721001 温黎平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02 丘小凌 上杭县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03 邓连钧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04 黄智昊 福建省南平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05 陈云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高三 

CS1721006 李昆鹏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721007 苏世添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08 严海标 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09 林永成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0 林郁欣 福建省建瓯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11 肖逸群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2 何炫华 福建省宁德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3 郑一凡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4 连昕瑶 仙游县私立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5 叶赣 石狮市石光中学 高三 

CS1721016 陈嘉宾 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 高三 

CS1721017 汤凯琳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S1721018 张宇昂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19 陈宇泽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0 陈泓羽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21021 郭文瑄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三 

CS1721022 包昊权 古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3 陈桂敏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4 林毓鹏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5 张迎希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6 林舒晴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21027 王子为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1028 应豪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29 李杰斌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30 陈威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31 邱学思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S1721032 王云竹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S1721033 袁星宇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721034 张丁乐 漳州市正兴学校 高二 

CS1721035 陈仁杰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21036 郑汉弢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37 苏伟煌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721038 陈树鸿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39 许绍钧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40 卢功豪 福建省顺昌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41 李星华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42 陈晴娴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43 钟堉良 漳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21044 许鸿杨 漳州实验中学 高三 

CS1721045 江贵竹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S1721046 丁腾飞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高二 

CS1721047 陈凯龙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高二 



CS1721048 史可鉴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721049 蔡在荣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S1721050 李伟权 晋江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21051 王思祺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52 严景煌 福建省大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53 刘梦茹 厦门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721054 吴昭辉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S1721055 余元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S1721056 马章涛 福建省连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57 曾宇晨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21058 谢宾 龙岩北大附属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1059 游浩 福建省龙岩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60 刘灵榕 福建省周宁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61 翁嘉劲 莆田第四中学 高三 

CS1721062 戴锴岑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63 高宇晨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1064 何恺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二 

CS1721065 郑永平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721066 郭嘉伟 漳州实验中学 高二 

CS1721067 汪闽 漳州立人学校 高三 

CS1721068 吴非凡 福建省永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69 刘晨昀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70 章泉渝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721071 郑凌韬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721072 庄鑫隆 晋江市季延中学 高三 

CS1721073 方文睿 福建省云霄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74 邱潇晗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75 李苏苹 上杭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76 陈语轲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77 郑皓天 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78 李灿煌 晋江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79 王政林 福建省永定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80 周熠 永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81 宁宇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1082 林颢霆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高三 

CS1721083 胡锦楠 莆田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1084 李晓燕 莆田第二中学 高三 

CS1721085 胡博翔 石狮市石光中学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