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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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725001 李泓徳 男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02 陆浩成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03 聂翊宸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04 李哲威 男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05 谭博仁 男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06 柯瀚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07 刘兴沛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08 陈向涛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09 王泽锟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10 吴建颖 男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三 

C1725011 李子航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12 方宇杰 男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三 

C1725013 陈深豪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14 王乔森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15 柯若弘 男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三 

C1725016 李泓葆 男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17 沈晓峒 男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1725018 罗叶安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19 陈壮睿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20 周智 男 深圳中学 高二 

C1725021 陈楚智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22 郑世杰 男 深圳中学 高一 

C1725023 杨逸飞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24 胡嘉航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25 何易非 男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26 李翰 男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三 

C1725027 黄河清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28 曹世龙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29 林森 男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30 马天睿 男 红岭教育集团高中部 高二 

C1725031 吴洲同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32 张元键 男 深圳中学 高二 

C1725033 谢译乐 男 深圳中学 高二 

C1725034 吴一星 男 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高三 

C1725035 刘泰吾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36 胡致远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37 钟有熙 男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1725038 张展睿 男 深圳中学 高三 

C1725039 王砼 男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40 苏永健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41 黄世鑫 男 广东实验中学 高二 

C1725042 李钰铭 男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25043 王笑冬 男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三 

C1725044 欧阳浩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45 静杨沃德 男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46 李萱 女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25047 邓子钰 男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三 

C1725048 张逸洋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49 陈俞昆 男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50 蔡天霖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51 董景芸 女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1725052 林宇轩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53 吕思齐 男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1725054 黄昱杰 男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55 余安祺 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56 罗凌宇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25057 孙怡阳 男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25058 李骁达 男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59 黄家庆 男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25060 刘宇帆 男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725061 李易东 男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高三 

 



广东省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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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1725001 张文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02 丁杨 深圳中学 高三 

CE1725003 金前程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04 李鹏飞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5005 叶以恒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06 刘显彬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07 曾衍铨 广东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5008 刘泓儒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中学 高三 

CE1725009 梁力泓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E1725010 段景翔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11 郭健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12 王晓亮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13 宋逸华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E1725014 娄羽堃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15 张志杰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16 黄钰珈 深圳中学 高三 

CE1725017 马彦泽 深圳中学 高三 

CE1725018 周润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19 程梓杰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20 郑毅宪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021 赖梓航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E1725022 高炯青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23 吴雨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24 王祉贤 广东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5025 李亮辉 广东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5026 王琭琭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725027 林钟鹏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28 刘若昊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高二 

CE1725029 史振楠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30 刘杨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31 黄宇欣 深圳中学 初三 

CE1725032 郑俊豪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33 刘润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E1725034 王睿贤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35 谢知澔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36 梁飞龙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E1725037 蔡凯风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E1725038 杨承熹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39 谭睿隽 广州市第七中学 高三 

CE1725040 姚子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41 黄思超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42 陈澳华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二 

CE1725043 陈涵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44 曹颢腾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45 吴铭峰 广东省信宜中学 高三 

CE1725046 黄志园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E1725047 冯贵顺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E1725048 李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49 陈泽廷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二 

CE1725050 刘润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51 李刘嘉 深圳市育才中学 高三 

CE1725052 邓涵旭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E1725053 邹洺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54 邓涛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高三 

CE1725055 谢心玥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56 林立峥 广东广雅中学 高二 

CE1725057 陈怡洁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58 曾衍淇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E1725059 肖泓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60 张自远 佛山市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高二 

CE1725061 张金毅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25062 温展鸿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63 廖彩杏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064 程丹露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二 

CE1725065 王沛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66 梁子凌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67 吴耿贤 深圳市南头中学 高三 

CE1725068 李泽权 湛江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5069 周靖翔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二 

CE1725070 方梓洛 东莞市南开实验学校 高三 

CE1725071 张云翔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72 姚泽林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二 

CE1725073 石闻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74 张弘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25075 陈杰奇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E1725076 付喆远 红岭教育集团高中部 高二 

CE1725077 李逸帆 广州市铁一中学 高三 

CE1725078 李璟泓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079 许学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

实验高级中学 
高三 

CE1725080 周辰辉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081 赖司贤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E1725082 吴泽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83 尹希源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084 魏希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85 覃首华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086 段心一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三 

CE1725087 廖煊翔 广州市南武中学 高三 

CE1725088 刘诗楠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E1725089 卢盈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90 陈楠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091 李晟 广东实验中学 高三 

CE1725092 陈霁轩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三 

CE1725093 张皓然 深圳市新安中学 高三 

CE1725094 刘雨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95 曾昱满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25096 黄浩然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097 刘晓辉 广东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5098 郭立 中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725099 甘寓宁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100 刘泽全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01 霍杰锵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102 许泳皓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E1725103 林景成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104 林泽炜 广州市协和中学 高三 

CE1725105 李辰风 江门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06 朱恒毅 广东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5107 吴同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E1725108 翁丽丹 惠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09 孔令希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10 严德裕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5111 张桂豪 广州市培正中学 高三 

CE1725112 王臻源 湛江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25113 陈斯阳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高三 

CE1725114 赵鼎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E1725115 朱韬睿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16 周文涛 深圳中学 高三 

CE1725117 张沛博 东莞中学 高三 

CE1725118 区涵予 深圳中学 高二 

CE1725119 叶培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20 欧阳家雄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二 

CE1725121 陈品烨 广东省茂名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22 叶晓桐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5123 刘星彤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24 盛培哲 江门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25 黄超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E1725126 程文韬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27 万旭杰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高二 

CE1725128 陈宇浩 珠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29 杜宇 东莞中学 高二 

CE1725130 曾志涛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31 张因儒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25132 谢震霆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33 黄警荣 东莞市南开实验学校 高三 

CE1725134 任连海 湛江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725135 刘李伟 江门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36 叶思逸 惠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37 曾荐方 中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38 梁文熙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E1725139 唐小龙 佛山市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高二 

CE1725140 祝先佑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E1725141 周游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E1725142 叶润东 东莞市光明中学 高三 

CE1725143 黄嘉浩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144 包生贵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

实验高级中学 
高三 

CE1725145 黄少麒 惠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46 汤泽世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47 梁家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48 张活豪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49 赖歆歆 广东北江中学 高三 

CE1725150 王靖龙 深圳市育才中学 高三 

CE1725151 金心宇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25152 林燕琪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53 秦绍基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154 林可隽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5155 王庆轩 清远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56 黄捷斌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高二 

CE1725157 张礼霆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58 邓卓韬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59 吴夏明 恩平黄冈实验中学 高二 

CE1725160 林闻卓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61 陈汉镪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E1725162 谭智丰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25163 唐博奕 深圳市育才中学 高三 

CE1725164 梁驰予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725165 陈安德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66 彭靖程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三 

CE1725167 崔戈 深圳科学高中 高三 

CE1725168 田野 广东省茂名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69 李腾 东莞市光明中学 高三 

CE1725170 刘成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25171 潘承愿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高三 

CE1725172 张玄璇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73 廖佳楠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高三 

CE1725174 麦智洋 广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 

CE1725175 黄狄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

实验高级中学 
高三 

CE1725176 欧阳泓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高三 

CE1725177 罗贤哲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E1725178 甘子熙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E1725179 杨潇可 广东仲元中学 高三 

CE1725180 刘智斌 广州市第三中学 高三 

CE1725181 刘奥 深圳市高级中学 高三 

CE1725182 张琪昊 珠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25183 符喆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725184 徐逸非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三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725001 邹可君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高三 

CS1725002 黄光杰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03 王一鸣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S1725004 黄宇飞 深圳科学高中 高三 

CS1725005 刘柏良 惠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06 张淼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三 

CS1725007 谈逸凡 深圳中学 初三 

CS1725008 陶可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S1725009 李小锋 佛山市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10 肖云龙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11 张远航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5012 刘思诚 广东广雅中学 高二 

CS1725013 方斯健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14 李卓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15 彭瀛龙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S1725016 王霈骐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17 郑明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25018 沈武振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19 梁炜豪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三 

CS1725020 董方欣 湛江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21 钟文浩 惠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22 辜中天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S1725023 张朝镕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725024 郭昱航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25 黄靖雯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26 郑邦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25027 李如斐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725028 练琪灏 清远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29 刘博洋 湛江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30 何之瑾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中学 高三 

CS1725031 吴乔峰 珠海市斗门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32 黄俊豪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二 

CS1725033 杨铭德 深圳科学高中 高三 

CS1725034 封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35 黄楚翘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36 王牧天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S1725037 王诗皓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38 姚子芙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S1725039 黄治杰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40 钟子浩 广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725041 苏宇峰 潮州市金山中学 高二 

CS1725042 刘成武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25043 张海涛 广东广雅中学 高二 

CS1725044 谢泽瑾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725045 何政萱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高级中学 高三 

CS1725046 陈嘉蔚 潮州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725047 李健宇 深圳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725048 曾嵘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高三 

CS1725049 冯文锐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5050 陈岳谦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51 毛雨豪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三 

CS1725052 傅梓皓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53 吴泽煌 潮州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725054 曾凡立 佛山市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55 冼玮宏 广东广雅中学 高三 

CS1725056 邓子琛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25057 巴宇锋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58 徐文浩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二 

CS1725059 王士颖 红岭教育集团高中部 高三 

CS1725060 朱梓轩 中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61 刘文熠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高三 

CS1725062 李贺华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63 石瑞睿 东莞翰林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5064 韩廷琛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S1725065 邓紫龙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66 梁健豪 广州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725067 沈相达 深圳科学高中 高三 

CS1725068 赖文弘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69 伍焯成 中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70 熊闻轩 珠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71 林海岚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25072 曾泓義 东莞中学 高三 

CS1725073 李伟诚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74 张孟泽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S1725075 孙艺轩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25076 温叶斌 鹤山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725077 熊云竹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二 

CS1725078 林乔斯 揭阳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79 吴一昊 深圳中学 高二 

CS1725080 郑乐迅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81 陶弘毅 深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725082 林熹 汕头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725083 韩丁诺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高二 

CS1725084 卢秀琳 深圳中学 高三 

CS1725085 郭师航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二 

CS1725086 陈振翀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87 温庭炜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25088 梁瀚之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三 

CS1725089 张元昊 广东省茂名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90 魏辰琪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高级中学 高三 

CS1725091 邓力恒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725092 梅瀚墨 佛山市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高二 

CS1725093 黄洋毅 普宁市华美实验学校 高三 

CS1725094 叶敏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三 

CS1725095 梁泳仪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725096 崔永琪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三 

CS1725097 潘昊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

实验高级中学 
高三 

CS1725098 谢晓莹 广州市执信中学 高三 

CS1725099 侯兆梁 广州市第六中学 高三 

CS1725100 黄健 东莞市光明中学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