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823001 沈亮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02 万奇元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03 秦明哲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04 戢怡泉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05 程卓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06 李丹郧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07 钟弘博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23008 张高歌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23009 程王之睿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10 徐鸿基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1823011 罗铁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12 李子昂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13 秦望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1823014 艾宇航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15 张景泓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16 张申奥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17 樊劲翔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18 姚舜禹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23019 赵卓然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20 李俊杰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21 明可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22 朱振宇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23023 林知凡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23024 胡文韬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1823025 张英杰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1823026 林津锐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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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23027 易康宇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823028 刘子潇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1823029 魏韫豪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1823030 张创新 男 武汉市黄陂区第一中学 高二

C1823031 胡嵩煜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1823032 李一杰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1823033 吴雨卿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34 高金焘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35 邱成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36 桑史坤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37 罗琛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1823038 张涵怡 女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39 黄三立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40 杨广青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3041 李嘉璐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23042 陈  燚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43 王茜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44 张润祥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45 刘宸文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46 陶继越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1823047 汤云飞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1823048 杨昊林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1823049 彭书俊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1823050 郑宇泽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1823051 龚金秋宇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3052 谢森宇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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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23053 黄熠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1823054 吴贺雨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1823055 彭  琛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56 王胤淇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1823057 易麟汶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58 郑纪鸣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59 沈静远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1823060 李文博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23061 刘泽宇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1823062 栾奕男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1823063 岳徽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1823064 陈音卓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1823065 何俊葳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1823066 胡淙澜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23067 张子浩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1823068 顾子轩 女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3069 黄映舟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1823070 张矣可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1823071 周明扬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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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001 张彧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002 李泽钜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823003 黄智康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04 彭彦植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3005 孙奥 男 湖北省公安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06 陆泽鹏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07 刘天皓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08 胡乐辰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23009 李旭嵩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23010 刘念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11 李林发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012 伍思扬 女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13 杨帆行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3014 杨一帆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015 柳奥成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16 郑力心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23017 裴睿韬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823018 高涵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823019 郭世一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020 肖冰池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21 李煦蕤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23022 徐淇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23 张俊逸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823024 张昊天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025 郝俊杰 男 武汉市黄陂区第一中学 高二

CE1823026 易肖戈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823027 陆宇风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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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028 张校弛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823029 张雨康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30 严梓钊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31 杨知益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23032 向常骏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033 兰  杰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34 朱炼之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035 陈苏欣然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036 宋歌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3037 李瑾茜 女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23038 谈嘉乐 男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39 尹帆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040 殷腾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41 张哲浩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42 代维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043 刘翰东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044 高宇辰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823045 陈哲康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046 张贵鹏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047 覃天泽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048 朱睿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049 刘李者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823050 易敬钧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51 陈  皓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52 李彦蔚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053 梅镭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54 夏天一 男 武汉三中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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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055 胡驰昊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56 黎　彬 男 湖北省通城县第一中学 高二

CE1823057 肖俊杰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58 郭文轩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059 何怡君 女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060 汪泽楚 男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61 李兆竣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062 杨州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63 涂奕腾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064 任一 男 武汉三中 高二

CE1823065 李牧琛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66 石锐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067 庄荣荣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二

CE1823068 万士琪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069 张添荣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070 许文冲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23071 刘嘉恒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072 岳恩东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073 徐凯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074 吴羽伦 男 湖北省荆门京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75 邓云喆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076 刘可辅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077 鲁思成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078 孙博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79 章奕铭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080 廖梓翔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081 潘雨韬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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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082 李子豪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083 何厚天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084 朱睿豪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085 李士凯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086 董敢情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087 汪晓冉 女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88 胡锦龙 男 武汉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823089 张傲 男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823090 邵宇轩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91 晏佳铭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92 吴昌昊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093 朱弈樵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823094 肖闰杰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095 金浚哲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096 沈颜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823097 郭鲲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098 彭乐的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099 张丰翼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100 袁越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01 李铭轶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102 黄清源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03 李佳林 男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04 严正清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105 舒文豪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106 倪宸睿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107 邱昕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108 吴伟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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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109 张瑞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110 黄喆 男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11 喻成城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12 刘开元 男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13 肖乐信 男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CE1823114 董嘉树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823115 董宇霄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823116 望天健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117 吴昊天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E1823118 张益程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19 闵邵柯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20 彭高远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21 赵以成 男 湖北省松滋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22 王超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23 陶佳亮 男 湖北省武穴中学 高三

CE1823124 沈舒元 女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25 邓冲之 男 武汉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823126 刘仁健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二

CE1823127 柳锦涛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128 万文彬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E1823129 彭瑞 女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30 陈毓川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131 艾家为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823132 陈浩然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33 刘定邦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34 陈绩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135 甘驰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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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136 徐  昊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37 朱安垚 女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138 潘泱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39 陈言志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40 张宇琛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二

CE1823141 田镕汇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142 王 堃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823143 周吉安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23144 匡正华 男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823145 高辛睿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46 李天烨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47 艾羽寒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148 余浩然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49 閤起升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50 吴少祎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51 周柏仁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52 雷志斌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53 汪龙昕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154 张升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55 黄嘉树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56 王皓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157 李楠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58 付泽智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159 胡昌宇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160 王云天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61 杜绍伟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62 张泽坤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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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163 王上飞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64 李睿智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165 王文泽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823166 倪志鹏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67 张益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68 熊义豪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69 王乐天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170 吕金鹏 男 湖北省宜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71 周烁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72 董兆泽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73 梅琦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74 冯茂文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75 汪明轩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76 张景林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E1823177 陈子涵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三

CE1823178 雷长松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79 易澜洋 男 湖北省鄂州高中 高三

CE1823180 李思远 男 湖北省嘉鱼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81 陈诺言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82 蒋冉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83 谭洲之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84 熊毅丰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185 胡博兴 男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E1823186 陶智伟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87 徐志延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88 夏艺涛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89 李良杰 男 湖北省云梦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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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190 林睿 男 湖北省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191 王佳政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E1823192 殷俊杰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E1823193 李楚葭 女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94 夏羽枫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195 李晨晖 男 湖北省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96 周卓桢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197 段书言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198 谭鑫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199 胡润泽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00 杨翊宸 男 武汉三中 高三

CE1823201 张俊洁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202 陈毓仁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203 王义岚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204 张宇尧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205 裴淦 男 湖北省洪湖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06 周鑫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823207 朱震宇 男 湖北省监利一中 高三

CE1823208 朱杰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09 李俊贤 男 湖北省鄂州高中 高三

CE1823210 李铭峰 男 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11 徐预立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212 王一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13 周翔宇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14 范世文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15 霍博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16 涂华强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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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217 陈钰灵 女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E1823218 卢锦文 女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219 程睿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20 黄轩拓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21 周建伟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222 宁文成 男 湖北省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23 曾兀 男 湖北省应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24 谭泽 男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25 李天睿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26 黄名浩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27 沈泽凯 男 武汉中学 高三

CE1823228 赵刘廷 男 湖北省松滋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29 詹易康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30 董晓坤 男 湖北省浠水一中 高三

CE1823231 廖坤森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32 于瀚清 男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33 樊仁和 男 湖北省通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34 钱登 男 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35 唐良骐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E1823236 龚言龙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二

CE1823237 方  羿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38 华彧骁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39 宋贝特 男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40 赵宇 男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高三

CE1823241 胡俣琨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E1823242 涂崇俊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43 袁军平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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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244 胡泽阳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45 王识鉴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246 高雨萱 女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47 万十一 女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三

CE1823248 刘嘉荃 男 湖北省云梦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49 李语嫣 女 湖北省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E1823250 杨峥恺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二

CE1823251 李锦辉 男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823252 王晨越 男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53 杨若诚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54 潘子延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55 葛雯钰 女 武汉市育才高中 高三

CE1823256 陶思哲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3257 夏佳思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58 李泉 男 湖北省洪湖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59 王业彬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260 曾祥辉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261 王博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62 高志新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63 黄勇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64 吴 提 男 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65 王丰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66 韩慕一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67 景琪 男 湖北省云梦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68 黄祯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69 李乐研 男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70 刘云飞扬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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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271 龙吟秋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72 贺韵霖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E1823273 陈聪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74 张雨甜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75 李子彧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76 吴皓冬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277 丁意晟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23278 涂庆泽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79 高颖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80 何宁远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81 张芳亿 男 武汉中学 高三

CE1823282 吴业成 男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二

CE1823283 徐良松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84 高宇聪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285 熊壮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823286 刘鼎 男 湖北省石首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87 卢郑彤 男 湖北省红安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88 伍天祺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289 李娅 女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90 郑镜竹 男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E1823291 黄博 男 湖北省大悟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292 刘振宇 男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E1823293 付德隆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94 周峻峰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295 王卫 男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二

CE1823296 龙恩泽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E1823297 王立诚 男 湖北省天门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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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3298 余永岳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三

CE1823299 骆镜丞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E1823300 刘鑫煜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E1823301 刘浩辰 男 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02 梅越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E1823303 吴涵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E1823304 何新宇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05 丁玉成 男 湖北省罗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06 李潇潇 女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E1823307 丁骁晗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二

CE1823308 闫双鹏 男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23309 吴源朴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23310 杨光 男 湖北省嘉鱼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11 程天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312 李清韬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313 冷亦恒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3314 贡乐宸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23315 胡宇航 男 湖北省潜江中学 高三

CE1823316 张子阳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17 程儒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18 洪星池 男 湖北省团风中学 高三

CE1823319 潘晨雨 男 湖北省浠水一中 高三

CE1823320 刘宇梁 男 湖北省英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3321 付琬彤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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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001 李美程 男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23002 王子嵩 男 湖北省汉川一中 高三

CS1823003 程杨 男 湖北省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04 易辰朗 男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23005 陈琳 女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06 朱心宇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823007 赵佳好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823008 胡煜奇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09 刘正茂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10 明一凡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11 张奥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12 张诚松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13 余沛璟 女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14 赵文军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S1823015 郭家旺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S1823016 刘恒琪 男 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17 刘煊灿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823018 甘伟盟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823019 吴振晓 男 湖北省罗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20 周顺超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21 潘惠敏 女 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22 柯经纬 男 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823023 杨晨曦 男 襄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24 王金才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25 朱昕祎 男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三

CS1823026 周棒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027 王婧子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三等奖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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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028 黄宇帆 男 武汉市第六中学 高三

CS1823029 刘镇康 男 武汉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23030 程芸 女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31 方  向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32 刘浩东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3033 朱一凡 男 郧阳中学 高二

CS1823034 王年韩 男 公安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35 彭雨童 女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823036 何启政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823037 樊雨林 男 荆门京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38 周卓 男 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39 毛邦耀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040 余晨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41 郭郁佳 男 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42 郭恒 男 浠水一中 高三

CS1823043 姚力源 男 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44 姚广宜 男 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45 闫向前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046 梅博文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47 王子悦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48 季天舒 男 襄阳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23049 全世茂 男 襄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50 赵文哲 男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 高二

CS1823051 吴谦益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S1823052 张敏君 女 武汉三中 高三

CS1823053 李仕德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54 吴沐恩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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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055 黄昊卓 男 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823056 方炎琰 男 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57 张怡健 男 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58 袁博 男 十堰市一中 高三

CS1823059 邱明皓 男 潜江中学 高三

CS1823060 潘昭阳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823061 刘勇锋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823062 张笑源 男 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823063 陈祖欣 女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064 徐超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065 余劲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066 胡政杨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67 刘合赐 男 湖北省阳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68 李诚悦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823069 史航宇 女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823070 叶征洋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71 谭杰 男 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 高三

CS1823072 刘雨果 男 宜昌市三峡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73 孙崔扬 男 襄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74 王开拓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075 曾博翔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076 颜琪滨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077 杨奕章 男 武汉三中 高三

CS1823078 涂林楠 男 武汉市江夏一中 高三

CS1823079 魏启泰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

CS1823080 涂思凡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二

CS1823081 罗宇翔 男 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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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082 孔泽昊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083 张士杰 男 郧阳中学 高二

CS1823084 黄相龙 男 郧阳中学 高三

CS1823085 梅馨雨 女 郧阳中学 高三

CS1823086 王槐堂 男 郧阳中学 高三

CS1823087 聂美伦 女 潜江中学 高二

CS1823088 谢杨凯 男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三

CS1823089 刘宇翔 男 荆门京山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90 付欣宇 男 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823091 上官李剑 男 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823092 邓华戈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093 钱奇源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94 余载水 男 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95 刘涛 男 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96 艾家豪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97 余望成 男 大悟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098 赵鹏翔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099 熊威 男 孝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100 易子杰 男 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23101 单长风 男 襄阳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02 陈益星 男 宜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03 孙世奥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104 张祎喆 男 武汉三中 高三

CS1823105 郑钧益 男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 高三

CS1823106 胡清雨 女 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07 李泽林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08 王泽林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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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109 刘翀宇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3110 周海林 男 随州市曾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11 柴进 男 郧阳中学 高三

CS1823112 司一凡 男 郧阳中学 高三

CS1823113 唐培烜 男 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823114 杜子豪 男 松滋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15 程良柱 男 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16 黄昱尊 男 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17 曾曾 男 枝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18 邱立进 男 襄阳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23119 吴沺枫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20 金博宇 男 通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21 王国然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823122 张永杰 男 仙桃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23 刘江山 男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24 杨止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125 刘知遥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S1823126 宋欣萌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

CS1823127 马若皓 男 武汉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823128 杨奥杰 男 武汉市吴家山中学 高三

CS1823129 罗叶松 男 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三

CS1823130 刘生恒 男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31 汪一帆 男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32 王宁一 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133 冯简逸 男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823134 王乐琰 女 湖北省沙市中学 高二

CS1823135 龚河汉 男 监利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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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136 蒋文杰 男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石中学 高三

CS1823137 李曹阳 男 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823138 赵润舟 男 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823139 余传奇 男 荆门市钟祥一中 高三

CS1823140 冯旭 女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141 梁文锐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142 赵承越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143 雷寰亮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三

CS1823144 杨竣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45 陈闻博 男 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46 雷梓励 女 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47 滕先熠 男 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48 冯旭杰 男 湖北省宜都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49 上官靖杰 男 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50 赵卢阳 男 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51 向家成 男 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52 蔡梓健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53 董庭昊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54 辜新周 男 安陆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55 潘  润 男 通城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56 饶思睿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823157 易芷晔 女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三

CS1823158 唐天宇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159 张  藤 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60 谌晓雯 女 湖北省随州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161 吴若璞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62 刘俊伟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一中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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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163 宋宝刚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一中 高三

CS1823164 张伟泽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S1823165 刘若璞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二

CS1823166 王彦凯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二

CS1823167 林宇桐 女 湖北省荆州中学 高二

CS1823168 王翱翔 男 湖北省监利中学 高三

CS1823169 李思宇 男 湖北省江汉油田广华中学 高三

CS1823170 倪润 男 湖北省黄冈中学 高二

CS1823171 徐源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72 王钟逸 男 湖北省武穴中学 高三

CS1823173 纪欢航 男 湖北省罗田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74 杨斯杰 男 湖北省麻城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75 李鑫锴 男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76 张颖 女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77 陈泳启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78 温泓淼 女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79 杨旭睿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80 张浩宇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81 郭文礼 男 湖北省鄂州高中 高三

CS1823182 钟毅 男 湖北省当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83 刘秉升 男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高二

CS1823184 刘志一 男 宜昌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85 薛佳奡 男 宜昌市科技高中 高三

CS1823186 周文思 女 湖北省远安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187 严岩 男 湖北省大悟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188 唐志鹏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89 徐子昂 男 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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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190 刘宸铭 男 湖北省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91 刘展 男 湖北省孝昌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92 贺奕达 男 湖北省赤壁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193 徐晶 男 湖北省赤壁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94 李嘉康 男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195 王铭 男 湖北省仙桃中学 高二

CS1823196 刘天成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二

CS1823197 姜明望 女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198 骆宗江 男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3199 宋佳一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0 鲁天硕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1 王方彤 女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2 朱首行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3 罗皓麒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4 王轶默 男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3205 张普钒 男 武汉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206 喻清言 男 武汉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3207 张帅 男 湖北省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二

CS1823208 邱怡翔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23209 罗毅之 男 湖北省随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210 韩兴坤 男 湖北省十堰市一中 高三

CS1823211 王梁先 男 湖北省郧阳中学 高二

CS1823212 沈明威 男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一中 高三

CS1823213 陈士强 男 湖北省沙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823214 李文杰 男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高三

CS1823215 王淮远 男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一中 高二

CS1823216 张怡 女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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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3217 周宜融 男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3218 程敬群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219 张逸 男 湖北省黄梅县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3220 龙佳鑫 男 湖北省黄冈市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3221 邱天禄 男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222 田光荣 男 湖北省蕲春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223 胡昊哲 男 湖北省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224 黄邦昊 男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225 梁桂 男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CS1823226 向冬 女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高三


	A-23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二、三等奖学生名单-1
	A-23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二、三等奖学生名单-2
	A-23 湖北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二、三等奖学生名单-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