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第 29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二、三等奖学生 

二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R1502001 王琛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02 谈嘉皓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R1502003 胡嘉琇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04 江晨琦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05 蒋至杰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R1502006 石兮亮 男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高二 

CR1502007 李儒岩 男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R1502008 刘旌毅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R1502009 胡轶飞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R1502010 马子凡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R1502011 彭钧涛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R1502012 张圣民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13 陈邵轩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R1502014 刘中华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R1502015 陈德澍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16 陈超皓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R1502017 龚张怿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18 谈韦伦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R1502019 李昊哲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20 许家纶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21 竺泽宇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22 杨淳皓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R1502023 王雨涵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24 朱益清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25 彭城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三 

CR1502026 范俊豪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三 

CR1502027 丁灵劼 女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R1502028 晏一铭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29 陈哲 男 上海市位育中学 高三 

CR1502030 宣筠峥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三 

CR1502031 王安康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R1502032 陆洲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R1502033 刘诚杰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34 陈维轩 男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三 

CR1502035 高大钧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高三 

CR1502036 管笑晓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R1502037 王宇晖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38 仇学成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02039 吴雨欣 男 上海市风华中学 高三 

CR1502040 杨宇清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R1502041 王朝弘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R1502042 张允佳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43 李品涛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44 曹智诚 男 上海市进才中学 高三 

CR1502045 苏子康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R1502046 瞿峰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47 赵玥 女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R1502048 章卓凡 男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R1502049 赵李洋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50 陈梦圆 女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51 张江山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52 蒋昊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R1502053 谈天泓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R1502054 朱龙文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R1502055 王瑞鑫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二 

CR1502056 朱天扬 男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高三 

CR1502057 王力帆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R1502058 袁添镱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59 吴飘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R1502060 张旻隽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R1502061 冯亦磊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R1502062 钟禛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63 陈瑞捷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64 赵泽恒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二 

CR1502065 秦寅臻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66 徐喆枫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67 何若东 男 上海市向明中学 高二 

CR1502068 吴晟宇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69 张云扬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R1502070 奚之安 男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闵行分校 高三 

CR1502071 林子尚 男 上海市位育中学 高三 

CR1502072 李远博 男 上海杨浦高级中学 高二 

CR1502073 黄一晟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74 黄栌 女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R1502075 徐皓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R1502076 邵旭冲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R1502077 倪临赟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78 严欣愉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79 赵正非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二 

CR1502080 沈思皓 男 上海市南洋中学 高三 

CR1502081 何昊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R1502082 邹子清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R1502083 凌思捷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84 芮正翔 男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2085 钱恺霖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三 

CR1502086 张天天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R1502087 沈天涵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2088 汤隽毅 男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三 

CR1502089 张鑫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R1502090 洪悦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三 

CR1502091 胡盼伟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高三 

CR1502092 姚缘 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93 李智杰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94 郝思远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二 

CR1502095 孙奕开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二 

CR1502096 陈意南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97 卢鹏程 男 上海市青浦高级中学 高三 

CR1502098 陆文祺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2099 倪国坤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R1502100 沈家成 男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R1502101 鞠成威 男 上海市吴淞中学 高二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502001 蔡忠玮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02 项瑞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三 

CS1502003 郁桂花 女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502004 詹云帆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05 陆文凯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S1502006 楼海明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二 

CS1502007 汪天翼 男 上海南汇中学 高三 

CS1502008 高心远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502009 王天下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S1502010 金之赟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2011 何侃麒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12 陆观宇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02013 李嘉蕙 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14 沈翰辰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15 隋启海 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16 陈逸凡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三 

CS1502017 张欣玥 女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二 

CS1502018 张怡沁 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三 

CS1502019 於宛灏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20 刘翊邦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S1502021 杨东来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三 

CS1502022 刘方杰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S1502023 张思钧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502024 向睿卿 男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S1502025 陈熙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S1502026 陈俊铭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27 章思远 男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二 

CS1502028 吴启航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二 

CS1502029 端妩婕 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2030 郭晓通 男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S1502031 吴悦凡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32 朱泽宇 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33 陈奕清 男 上海市金山中学 高三 

CS1502034 程皓平 男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S1502035 方凯钰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二 

CS1502036 戴忱鸣 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2037 江越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38 王梓涵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S1502039 张玥 女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S1502040 季祥君 女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41 舒依蕾 女 上海市行知中学 高三 

CS1502042 夏梓城 男 上海市闵行中学 高三 

CS1502043 黄旭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二 

CS1502044 孙田越 男 上海市南洋中学 高三 

CS1502045 张沈宇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502046 周倜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47 周熠成 男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S1502048 徐弘毅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49 朱德昊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02050 陈浩宇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51 冷遇时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S1502052 李昱程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2053 蔡俊骏 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54 莫凡 男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三 

CS1502055 王胤铭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S1502056 邱宇翔 男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S1502057 仇昱然 女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高二 

CS1502058 陈思远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2059 赵奕炜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60 蒋晟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502061 沈宸杰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02062 李文悦 女 上海市市西中学 高三 



CS1502063 王晓俊 男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二 

CS1502064 龚昀 女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502065 朱文迪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S1502066 潘伟杰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67 赵铮言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502068 胡劭康 男 上海市位育中学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