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827001 艾彦志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02 李春江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1827003 漆煜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04 葛卓鑫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05 刘浩云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06 王杨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07 郝睿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08 石永恒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09 龚世棋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10 赵丹阳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11 代洁宇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12 陈雅松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13 铎悠洋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827014 刘奕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15 胡舜华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16 王冠杰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17 王子韩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18 张桐菡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19 张喆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20 王浩纯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21 马忠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22 韩其臻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1827023 王承夷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7024 李卓逸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25 范展鹏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1827026 赵雅鹏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四川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公示名单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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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27027 王伟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28 王思恺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29 江韩骏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1827030 刘建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31 王瀚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32 朱铭洋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1827033 桑子洋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1827034 邓琨议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35 张驭骁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36 任科宇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37 胡逸濠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827038 皮婧霖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1827039 李帛翰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1827040 何雨浓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1827041 伍奕昂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42 鞠浩天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43 倪子钦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44 郭旺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7045 赵晋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46 张伟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1827047 何东阳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1827048 王维洲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1827049 吴亦晨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1827050 胡懿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51 余双均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1827052 钟谨聪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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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27053 熊津平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1827054 徐博艺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55 任怡涛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56 白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57 甘逍瀚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1827058 王雪力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1827059 严瑞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1827060 马驰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61 刘雨田 女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827062 郑云天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1827063 王瑞诚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1827064 颜宇蔚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1827065 詹天宇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1827066 杨书颜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67 夏潇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68 杨子豪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1827069 宋浠然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1827070 罗昊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1827071 蔡鑫榆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一

C1827072 曹潇航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1827073 宋沛聪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827074 胡坤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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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001 李福勇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002 杨昊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003 唐伊凡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004 昝昊江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005 陈禹为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006 高海天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07 王又劼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08 张雨辰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09 陈兆轩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E1827010 王博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11 张瑞星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E1827012 雷沐瑶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E1827013 李鑫浩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014 陈霆润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15 周睿豪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16 梅馨予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E1827017 薛永言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7018 刘宇辰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19 邹佩言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020 周俊吉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21 白干豪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22 雷镇雨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23 罗涵之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E1827024 张敬业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E1827025 王力扬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26 张一帆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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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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027 唐浩程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28 孙雨桐 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29 卢晨昕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030 雷双羽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31 尹帮臣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32 龚海菘 男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33 刘国骁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34 刘浏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35 钟超旭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36 徐三钦 男 南充市第十中学校 高二

CE1827037 任鹏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38 郝星韵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39 蒲凌曾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E1827040 张镇庭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E1827041 郑海东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42 周钰桐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43 叶维凯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44 田展源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45 邱光辉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46 赵健坤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47 李程锦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48 张婉儿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49 朱思齐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050 费天浩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051 唐晓安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52 赵梓芯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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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053 张峻铭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54 任宇航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E1827055 袁晨皓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056 石玉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57 叶家榕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58 黄浚喆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59 赵柏康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60 唐唯译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061 毛杰明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62 罗嘉诚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063 杨力诚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64 王惠民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65 何书恒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高三

CE1827066 徐韵杰 男 泸州市天立学校 高三

CE1827067 王宇珂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068 鄢颢然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69 朱纪恺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70 丁宏力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71 蒋雨宏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72 杨骏恒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E1827073 夏沛之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E1827074 刘承朴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E1827075 汪洋帆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76 彭芷淳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77 程功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078 杨申奥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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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079 李岸桥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80 滕昊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E1827081 卫佳烨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82 王佳昕 女 绵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083 施睿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84 杨清荧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085 赵  嘉 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E1827086 汤冬骊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087 冯星阳 男 四川省江油中学 高三

CE1827088 武信聪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89 洪梓洋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90 卓行健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E1827091 岳子欣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092 邹佩原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093 庄洋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E1827094 杜文川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095 涂画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096 朱思涵 男 宜宾市翠屏区天立学校 高三

CE1827097 陈美好 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098 杨希睿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099 刘天佑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00 李柯钦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E1827101 赵城锋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02 廖晨熹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03 张桢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104 彭亦男 女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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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105 郭虹麟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106 付昊天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07 王浩翀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108 李城熹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109 袁浩瀚 男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110 伍敬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11 彭钰棋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12 刘旭东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113 张文惠 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114 李博文 男 内江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827115 邓欣睿 女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高三

CE1827116 朱浩凌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7117 曹城华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18 伍嘉悦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19 赵晨阳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20 周小力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121 匡禺中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122 李岳承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23 陈浩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124 庞立寒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125 陈政宏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E1827126 林思言 男 内江市第六中学 高三

CE1827127 周全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128 陈垒智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129 赵思丞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130 李想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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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131 陈麒至 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7132 赵柯帆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33 刘涵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34 廖天翔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135 胡宇 男 四川省筠连县中学 高三

CE1827136 胡慧涛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37 欧阳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38 吴少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39 董舒月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E1827140 熊前进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141 古学岽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E1827142 陈梓瑞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E1827143 邹旭东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144 王听雨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145 唐诗怡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146 杰伍龙刚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147 李泽波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148 向梓烨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149 涂瑞宇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50 陈建桥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51 徐子宁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E1827152 张靖 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7153 汪玉梓 女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54 黄博楷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55 李胜昊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156 赵相博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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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157 谯荻之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58 唐嘉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59 杨蕊晨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60 张昊雨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161 李超然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162 田浩霖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E1827163 尹弈嘉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164 段博文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65 陈家骏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66 肖钰钟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67 刘浩宇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168 洪静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E1827169 许鸿凌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E1827170 刘米高 男 成都第二十中学校 高三

CE1827171 陈熹楠 男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172 羊宏贵 男 三台中学校 高三

CE1827173 余响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174 黄万进 男 四川省峨眉第二中学校 高三

CE1827175 陈可欣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E1827176 陈恺祺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77 谭凯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78 罗青杨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E1827179 姚顺文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二

CE1827180 张家瑜 男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181 陈都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82 许馨予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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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183 粟锦虹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E1827184 桂雨晖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E1827185 蒲诗映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E1827186 张钰培 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187 赵博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E1827188 何柯洁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89 李想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190 刘恒畅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E1827191 王中元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E1827192 周文浩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E1827193 周太昶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194 黄新程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95 郑一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196 苏胤延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二

CE1827197 周优优 女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E1827198 徐艺轩 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7199 李昊燃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200 谢洪章 男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高三

CE1827201 周梓瑞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27202 王若瑄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203 徐刚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204 范雁琳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205 王嘉怡 女 四川省科学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27206 吴越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207 杨语菲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208 江宇航 男 内江市资中县第二中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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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209 王楠熙 女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210 唐靖峰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一

CE1827211 汪家鑫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E1827212 舒乙轩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213 胡思程 男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高三

CE1827214 陈致宇 男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215 邹润 男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216 何松城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217 曾靖杰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218 鲁驳骁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219 敬力铭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E1827220 杨沛然 男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高三

CE1827221 王俊豪 男 自贡市荣县中学 高三

CE1827222 杨皓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二

CE1827223 王松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E1827224 徐若涵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一

CE1827225 曾琨棚 男 嘉祥郫县分校 高二

CE1827226 付思成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227 王云逸 男 成都市大弯中学校 高三

CE1827228 余沛伦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E1827229 王秋涵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E1827230 胡博文 男 成都市铁路中学校 高三

CE1827231 徐可 女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E1827232 向翊萌 女 成都第二十中学校 高三

CE1827233 李晨曦 男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234 李才溢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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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27235 银皓然 男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高三

CE1827236 黄一峰 男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高三

CE1827237 黄婷婷 女 四川省简阳中学 高三

CE1827238 贾韵萌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27239 李蓁洋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E1827240 唐帅 男 三台中学校 高三

CE1827241 李奕然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E1827242 余皑雯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

CE1827243 刘进璐 女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E1827244 向文理 男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高三

CE1827245 杨骥驰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E1827246 汤玉龙 男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高三

CE1827247 雷志鹏 男 四川省南江中学 高三

CE1827248 白桢瑞 男 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高三

CE1827249 牟子立 男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高二

CE1827250 陈信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27251 吴乐恒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E1827252 张锦虹 女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E1827253 曹淋源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E1827254 刘玉粮 男 四川省绵竹中学 高二

CE1827255 李擎宇 男 四川省绵竹中学 高三

CE1827256 肖洋 男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高三

CE1827257 杜正己 男 四川省巴中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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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001 陈羿锋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827002 付乡月 女 棠湖中学 高二

CS1827003 安宗驰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04 丁麒晔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005 何飞成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006 刘漾博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827007 吴霖峰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08 徐宇航 男 蒲江中学 高三

CS1827009 冯诗芮 女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二

CS1827010 黄博恺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S1827011 杜风野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S1827012 周子愉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013 黄啸中 男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学 高三

CS1827014 田诗放 男 四川省彭州中学 高三

CS1827015 余澄昊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S1827016 向睿杰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827017 王峥嵘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S1827018 刘星雨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19 唐浩 男 达州中学 高三

CS1827020 谭渝川 男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高二

CS1827021 郭上平 男 泸州市天立学校 高三

CS1827022 白定一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023 李诚明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24 刘叶强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S1827025 郑翊臻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827026 李啸霆 男 成都第二十中学校 高三

三等奖

四川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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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027 易伽维 男 成都十二中 高三

CS1827028 罗嘉杰 男 成都市华阳中学 高二

CS1827029 韦晗潇 男 四川省大邑中学 高三

CS1827030 杨沛应 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7031 郑旋 男 四川省江油中学 高三

CS1827032 白玮岩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33 章骜阳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S1827034 熊峰 男 宜宾市翠屏区天立学校 高三

CS1827035 肖林雪 女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827036 李麟瑞 男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高二

CS1827037 赵海杰 男 三台中学校 高三

CS1827038 王泽宇 男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高三

CS1827039 董铭洋 男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高三

CS1827040 李思捷 男 四川省安岳中学 高三

CS1827041 曾竞 男 南充市第十中学校 高三

CS1827042 何欣玉 女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高三

CS1827043 杜睿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S1827044 张雨洁 女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高三

CS1827045 杨佳琦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S1827046 刘思成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827047 白杨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048 杨志鹏 男 四川省广元中学 高三

CS1827049 谢瑜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050 李春松 男 四川省江油中学 高三

CS1827051 邹佳欣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52 王耀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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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053 邱晶晶 女 四川省彭州中学 高三

CS1827054 朱醴潇 男 四川省资阳中学 高三

CS1827055 姚郅鹏 男 四川省资阳中学 高三

CS1827056 刘昊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S1827057 陈俊先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058 侯元朗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二

CS1827059 吴创 男 遂宁中学 高二

CS1827060 王奕潇 男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7061 万力榕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一

CS1827062 郭皓鑫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63 李佳熠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64 杨珂羽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65 斯嘉屹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66 麦鑫妍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67 高源 男 成都市成飞中学 高三

CS1827068 李鹏奇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827069 李博 男 大竹中学 高二

CS1827070 曹卿瑞 男 宣汉中学 高三

CS1827071 欧阳冷悦 男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高三

CS1827072 徐洋 男 四川省都江堰中学 高三

CS1827073 胡天欣 女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高三

CS1827074 王云航 男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高三

CS1827075 朱垣锦 男 四川省犍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27076 马绍文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S1827077 何鑫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S1827078 王智逸 男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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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079 王之彦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080 罗艺杭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081 房晨 男 四川省江油中学 高三

CS1827082 谭羽若 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S1827083 杨登辉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084 董峻圻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827085 杜磊 男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高二

CS1827086 张桃 男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S1827087 杨春生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088 李文颢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S1827089 吴比利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三

CS1827090 罗雨松 男 合江县中学校 高三

CS1827091 肖雨辰 男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S1827092 田杰林 男 四川省射洪中学校 高二

CS1827093 黄奕 男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高三

CS1827094 库培森 男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095 刘诗瑶 女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高三

CS1827096 康爱梅 女 四川省岳池中学 高三

CS1827097 杨雨龙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098 张璨 男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高三

CS1827099 杨裔垣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100 杨培廉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101 姚钰珩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827102 熊一霖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S1827103 陈明智 男  成都十二中 高三

CS1827104 缪雨薇 女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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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105 余俊弟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106 彭漩城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107 龙昱州 男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108 刘洋 男 四川省绵竹中学 高二

CS1827109 李晨曦 女 眉山中学 高三

CS1827110 杨著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827111 辜弸崴 男 仁寿一中南校区 高三

CS1827112 吴颖婕 女 成都市华阳中学 高二

CS1827113 李璐洋 男 四川省大邑中学 高三

CS1827114 王朝丙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115 邹子恒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827116 毛昱森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117 吴凌沣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一

CS1827118 袁鑫培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119 李万俊 男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827120 陈书生 男 四川省江油中学 高三

CS1827121 范泽宇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122 欧仕刚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827123 粟亨培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124 许博深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827125 张  婷 女 自贡市富顺二中 高三

CS1827126 李何瑞 男 成都第二十中学校 高三

CS1827127 李扬阳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二

CS1827128 夏睿麟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129 赖敏 女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三

CS1827130 陈泽熙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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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CS1827131 陈浩嘉 男 四川省双流中学 高三

CS1827132 李昊蕤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7133 刘霆奕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27134 游滨源 男 成都市田家炳中学 高三

CS1827135 陈明宇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136 张珈浚 男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三

CS1827137 郑皓予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138 龚茗威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139 黄涛 男 三台中学校 高三

CS1827140 李佳阳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827141 刘罗逊 男 大竹中学 高二

CS1827142 杨梓炎 女 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高三

CS1827143 欧阳坤辰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827144 徐悦华 男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827145 赵磊 男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顺庆校区 高三

CS1827146 唐宇 男 四川省南部中学 高三

CS1827147 邱婧雯 女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高三

CS1827148 蒲影 女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S1827149 刘薄心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 高三

CS1827150 王兴淋 男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151 陈培宇 男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高三

CS1827152 扶泷 男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高三

CS1827153 李昊轩 男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154 朱毅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827155 张岳鹏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827156 李方博 男 四川省德阳外国语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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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27157 曾俊辉 男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高三

CS1827158 王睿垚 男 四川省大邑中学 高三

CS1827159 龚乙骁 男 四川省大邑中学 高三

CS1827160 韩奕南 男 四川省大邑中学 高三

CS1827161 敬子霖 男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827162 饶晋一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827163 吴思明 女 四川省绵阳中学 高二

CS1827164 杨云霞 女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827165 杨铭川 男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27166 何海洋 女 三台中学校 高三

CS1827167 李卓峻 男 四川省彭州中学 高三

CS1827168 李濠辰 男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高三

CS1827169 袁珩珂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三

CS1827170 缪  杰 男 成都第二十中学校 高三

CS1827171 刘创 男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高三

CS1827172 张翰文 男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827173 周宇轩 男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高三

CS1827174 杨利 女 泸州市泸县二中 高三

CS1827175 张烈 男 泸州市天立学校 高三

CS1827176 葛琛 男 四川省广汉中学 高三

CS1827177 康名杰 男 内江市第六中学 高三

CS1827178 文心博 男 四川省蓬溪中学 高三

CS1827179 王旭睿 男 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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