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第 29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二、三等奖学生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R1503001 张思远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02 刘啸远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03 范旖宁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04 刘斯元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005 孙悠然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06 周昊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07 路翔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08 陈星宇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R1503009 冷泓霆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010 刘航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11 李华健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12 任宇祥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R1503013 张骁瀚 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3014 陈卓凡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015 卢礼威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16 潘宇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17 孟敬言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R1503018 李乐宜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019 周扬帆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20 刘昕博 男 天津市复兴中学 高三 

CR1503021 刘祺岭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R1503022 安睿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023 周亮宇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24 王奕然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25 韩奇锟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26 吴重恺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27 吴奉宪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28 王天赐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R1503029 贺嘉诚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30 马铭骏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31 王倪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32 张健宸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033 孟令屾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R1503034 罗熹萌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35 薛博文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36 于泓喆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037 王琪璇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038 别远山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R1503039 刘畅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40 陈思佳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41 菅笑楠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42 韩世怡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43 杨文策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R1503044 刘昕田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45 陈恺铂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046 咸佯君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47 孙昕宇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48 周碧莹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一 

CR1503049 张亚铭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050 孙海翔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051 陈斯荷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52 亢羽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53 黄禛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54 邢宇辰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55 简学翰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56 王萧涵 男 天津市宝坻四中 高三 

CR1503057 陈明烁 男 天津市汉沽一中 高二 

CR1503058 宋元博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59 季新源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60 于跃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R1503061 李睿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R1503062 高思林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R1503063 何慧杰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64 杨硕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65 白宏新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066 张贺 男 天津市汉沽一中 高二 

CR1503067 孙一凡 男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二 

CR1503068 祁胤轩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69 刘子辰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R1503070 闫家俊 男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三 

CR1503071 袁临风 女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三 

CR1503072 张轶尘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073 李宗锴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74 路凝箫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75 刘鑫鹏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76 张文军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77 朱梓纲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78 郭昊轩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079 郑圣琦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080 钱希宁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081 庞子健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一 

CR1503082 王贺玉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83 郭城阔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084 李书恒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85 严涛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086 王重阳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087 潘俊树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R1503088 刘连旭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R1503089 李念雅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03090 刘昊晟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R1503091 刘睿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092 马清洋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R1503093 刘真宇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094 赵雅晴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095 戴啸风 男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R1503096 王新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R1503097 李锦徽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R1503098 杜立杨 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3099 焦翔昊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100 张嘉睿 男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二 

CR1503101 郑颜青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102 靳雨蒙 女 天津市北师大天津附中 高三 

CR1503103 王元泓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104 王中放 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R1503105 陈树远 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03106 王昊天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107 冯宇轩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108 倪徐平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R1503109 李宇凡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110 邓晓楠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111 康博 男 天津市南仓中学 高二 

CR1503112 方正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R1503113 张云祎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R1503114 王梓州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R1503115 孙雨萱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R1503116 张一帆 女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R1503117 李庚超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118 黄镇宇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119 任梓沛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120 彭鑫冯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121 王瑞文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122 赵永文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二 

CR1503123 黄凝 女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R1503124 曲鹏桥 男 天津市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三 

CR1503125 贾靖仪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R1503126 兰传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R1503127 林若凡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R1503128 王庆康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503001 刘向龙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02 韩昕航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03 王云鹤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04 冯璐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05 李昕炜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06 陈昕艾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07 王佳瑞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503008 崔琳靖 女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3009 安原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503010 杨仪萌 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503011 谢鹏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12 李震洋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13 孔祥瑞 男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三 

CS1503014 寇新卓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15 刘美佑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503016 魏琛棣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17 石浤澔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S1503018 马一鸣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19 冯佳琦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20 高昱达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21 李珺琛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503022 刘英男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23 林文智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24 齐涛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25 李汉元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26 胡珺晖 女 天津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03027 马福持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28 尹文雅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29 张瑾瑜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30 孟博宇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31 杨天琪 女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32 张斌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S1503033 康志伯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34 郭佳怡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35 李婧玙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36 李天宇 男 天津市天大附中 高三 

CS1503037 张译元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503038 穆琛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39 刘玉浩 男 天津市铁厂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3040 史忠宇 男 天津市咸水沽一中 高三 

CS1503041 傅嘉炜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42 刘馨琪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503043 田韩续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44 张轩鹤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45 曲泓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S1503046 乔天章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47 王宸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S1503048 高建宇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49 顾洵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503050 刘子岩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503051 李梦涵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52 王旭旸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53 翁思敏 女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54 温家鑫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503055 冯清风 男 天津市宝坻一中 高三 

CS1503056 何奈特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503057 季玥岑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58 董晓放 男 天津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503059 杨雅然 女 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 高三 

CS1503060 戚宝玥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61 严润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62 刘泽锋 男 天津市大港实验中学 高三 

CS1503063 孙一林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S1503064 曹昊 男 天津市蓟县一中 高三 

CS1503065 邹文彪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66 田煦阳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67 罗毓桐 男 天津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03068 朱睿杰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69 马笠尧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70 乔昊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71 刘峙江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二 

CS1503072 程东宇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73 崔圣宇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503074 张家祺 男 天津市塘沽一中 高三 

CS1503075 韩卓辰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503076 刘增辉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503077 王歆睿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78 郭婉茹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503079 赵兴益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80 张博智 男 天津市新华中学 高三 



CS1503081 鹿浩哲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82 姜昊宇 男 天津市杨村一中 高三 

CS1503083 刘嘉玮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三 

CS1503084 张宝元 男 天津市大港一中 高三 

CS1503085 杨金明 男 天津市大港一中 高三 

CS1503086 刘昂轩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87 吕源泽 男 天津市静海一中 高三 

CS1503088 吕博文 男 天津市开发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503089 赵天龙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503090 孟繁泽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503091 刘梓鑫 男 天津市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503092 王彦泽 男 天津市铁厂第二中学 高三 

CS1503093 周伊航 男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503094 吴重霖 男 天津市耀华中学 高二 

CS1503095 侯宇晴 女 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