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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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R1519001 朱光浩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02 姜云聪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03 郑牧野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004 张伟捷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05 许玮玉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06 鲍家卫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007 严清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08 李骁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009 刘翔宇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10 胡峥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11 吴索漫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12 程毅然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13 马亦然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14 殷乐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15 王浩阳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016 吴怡凡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17 古建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018 营皓宇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19 缪新元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20 杨竞天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021 沈熠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022 丁雨晨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23 陈杨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24 徐瑞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25 杨泽宇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26 唐凯成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27 汪克楠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28 胡文喆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029 顾俊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30 刘文睿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31 刘嘉捷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32 刘任强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33 张一鸣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34 邱畅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35 苏畅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36 戴正歌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37 柳若愚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38 章珩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39 黄锦扬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40 郭昀璐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41 江皓斌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42 张靖歆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43 侯昱晨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44 韩文涛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45 邢晨虎 合肥市第十中学  

CR1519046 吴博理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47 梅子豪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048 张宇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049 丁康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50 吴婉华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51 张宇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52 孙心怡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053 王家毅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054 程宇杰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55 王冲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56 孙硕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57 陈瑞峰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CR1519058 张文浩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59 周皓宇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60 赵志展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061 吴俊雄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62 王子航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63 韩昱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64 盛震林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065 陈文秀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66 徐翔宇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067 陈琳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068 张文佳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69 刘云清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70 张洪铭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71 邵彦华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72 李想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73 侯一鸣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74 杨晋威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075 赵逸飞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076 谈健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77 张守祺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078 李喆岳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79 王琪慧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80 孙童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  

CR1519081 袁国伟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082 夏雨荷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083 王思源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084 左泽文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85 汪子杰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86 卢晨曦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87 方严 安徽省祁门县第一中学  

CR1519088 刘俊宇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089 吴昕凯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090 杜尧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091 李必盛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092 郝栋梁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93 施磊 安徽省灵璧中学  

CR1519094 高浩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95 龙洋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CR1519096 贺天成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097 张浩然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098 刘珺仪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099 葛文骏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00 朱琪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01 夏立乔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102 吴熠伟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103 邓国虎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104 池俊杰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105 许在亮 安徽省肥东第一中学  

CR1519106 徐子昊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07 葛钤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08 吴亚星 安庆市第九中学  

CR1519109 费浩旻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110 董博旭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11 鲍佳伟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12 王新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113 吴光耀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114 毛文涛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115 刁康宁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116 王修远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17 张逸群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18 陶成璋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119 汪良源 安徽省怀宁中学  

CR1519120 刘忠哲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21 朱天宇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22 冯茜茜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23 刘祥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124 杨文杰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125 张自明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126 江昊宇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27 杨国庆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128 李雨晨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129 夏如鼎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130 丁毅远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CR1519131 郑简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32 王治平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33 代政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CR1519134 李欣雨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35 朱睿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136 许思哲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137 仲伟修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38 钟言恺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39 鲍韫琪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140 吴坷琪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141 安星磊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142 钟敏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143 闵德麟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144 朱愈欢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45 刘嘉伟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146 宋兆祥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147 董真原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148 高云凯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CR1519149 丁浩然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150 王恒屹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51 熊绍源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152 马得学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153 陈志伟 巢湖市第二中学  

CR1519154 马峥华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55 李明辰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156 王本善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157 李太远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158 汤书培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159 檀利群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60 孙赛峰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161 孙召伟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162 吉昊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163 周正楠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164 张梦奇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CR1519165 周冬媛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66 刘祥瑞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167 侯欣辰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168 杨小兔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169 权家乐 安徽省萧县中学  

CR1519170 杨旻谌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171 丁宇 池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172 张强 安徽省浮山中学  

CR1519173 蔡洋洋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174 王胜瑜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175 周喜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176 汪鹏远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77 周子清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78 陈艺翔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179 付鸿昌 肥东圣泉中学  

CR1519180 夏浩杰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181 杨之昱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182 曹必传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183 代刘博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184 徐胜康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185 梁帝 安徽省肥东第一中学  

CR1519186 杨笑笑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187 汤光涵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188 许震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189 胡太穆 安徽省肥东第一中学  

CR1519190 王冠宇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191 屈奇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CR1519192 朱洪 安徽省庐江中学  

CR1519193 牛天阳 安徽省明光中学  

CR1519194 张策 望江县第二中学  

CR1519195 余鹏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196 王益琪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197 彭程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198 高望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199 齐殿卿 安徽省浮山中学  

CR1519200 周浩宇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201 张晨琛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202 王晨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203 陈远哲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04 李志宇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205 黄蕾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06 凌晨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207 张贺祥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208 于子文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209 吴国铭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210 梁宇轩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11 朱宸伋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12 宋昕杨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13 卞云超 寿县第一中学  

CR1519214 潘天楠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215 曹响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216 王晨希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17 黄非易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18 谢逸普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19 杜邦 铜陵县第一中学  

CR1519220 胡玉斌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221 贺雨晴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222 呼笑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23 杨天琦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224 王旭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25 朱恩耀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26 李文恬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27 周铃铃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28 吴泽政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29 胡锦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230 周健夫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231 王君梅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232 谢庆贤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233 张文豪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234 闫濡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235 陈锦源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36 庞磊 安徽省怀远第一中学  

CR1519237 赵子伟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238 李瀚笙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39 桂晨阳 安徽省明光中学  

CR1519240 董宇翔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241 洪泓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242 王逸涵 安徽省歙县中学  

CR1519243 秦杰杰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244 丁鹏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245 顾锐杰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246 孟天晨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247 张孝虎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248 肖凡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249 吴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250 李奥博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CR1519251 王宇庆 安徽省灵璧第一中学  

CR1519252 唐子阳 安徽省灵璧中学  

CR1519253 顾知晨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54 涂金峰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55 朱元治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56 徐东禹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257 范聪聪 肥东圣泉中学  

CR1519258 凌志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259 赵正桐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60 陈诗豪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61 朱心怡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62 孙勇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263 柯灵逸 芜湖市第一中学  

CR1519264 李梦宇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265 曹辰贤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266 杜芸芸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CR1519267 李雨婷 固镇县第一中学  

CR1519268 童大炜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269 闫子乐 合肥市第六中学  

CR1519270 冯震宇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271 吴公昊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  

CR1519272 王彬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273 胡宇轲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74 张超 安徽省全椒中学  

CR1519275 吴峣 安徽省舒城中学  

CR1519276 郜平平 安徽省濉溪中学  

CR1519277 李子安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78 赵斌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279 黄健 肥东圣泉中学  

CR1519280 郑乐怡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CR1519281 陈经纬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282 杨杭洲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283 刘飞虎 安徽省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CR1519284 张圆全 安徽省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CR1519285 张新宇 宣城市第二中学  

CR1519286 向雪松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287 乔泽龙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288 宋义若 亳州市第一中学  

CR1519289 王新觉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290 王源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291 赵鸿鑫 安徽省泾县中学  

CR1519292 李玉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293 刘裕 安徽省南陵中学  

CR1519294 卞恩华 寿县第一中学  

CR1519295 韩佳乐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296 黄恬甜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297 包侗 宣城市第二中学  



CR1519298 汪泾周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299 余昊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300 石振宇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301 胡占江 东至县大渡口中学  

CR1519302 陈凡乐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303 王宇 安徽省庐江中学  

CR1519304 胡涛涛  安徽蒙城第一中学  

CR1519305 吴永成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306 王永财 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CR1519307 洪洋 安徽省歙县中学  

CR1519308 韩雪枫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309 杜超群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310 杨阳 巢湖市第四中学  

CR1519311 刘旭 阜阳市城郊中学  

CR1519312 胡智方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313 金鑫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314 胡云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中学  

CR1519315 李政禹 安徽省郎溪中学  

CR1519316 张宏玮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317 许张良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318 赵妍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319 张开鹏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320 杨莉莉 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CR1519321 刘天旭 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CR1519322 张燕飞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323 黄卓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324 征连敏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325 王慧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326 徐振宇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327 王有为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328 刘逸飞 东至县第三中学  

CR1519329 王琦 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  

CR1519330 杨志远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331 潘天宇 安徽省怀宁中学  

CR1519332 和冠臣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333 陈文韬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334 闫仕光 安徽省界首第一中学  

CR1519335 张子阳 安徽省临泉第一中学  

CR1519336 陈在远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CR1519337 严奇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338 王子元 安徽省太和县第一中学  

CR1519339 张文涛 安徽省屯溪一中  

CR1519340 王正阳 安徽省涡阳第一中学  



CR1519341 张佰鑫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342 刘文丰 安庆市第二中学  

CR1519343 汪项 安庆市第一中学  

CR1519344 郭少聪 蚌埠第二中学  

CR1519345 刘洋 安徽省滁州中学  

CR1519346 张传杰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347 杜保卉 安徽省阜阳第一中学  

CR1519348 马锦腾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349 郑文强 合肥一六八中学  

CR1519350 朱钰凯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351 裴家亮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352 张梓健 合肥市第八中学  

CR1519353 王浩宇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354 徐豪 合肥市第一中学  

CR1519355 薛睿 淮北市第一中学  

CR1519356 王硕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CR1519357 谢润 安徽省泾县中学  

CR1519358 胡刚 安徽省灵璧第一中学  

CR1519359 徐锦成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CR1519360 唐尔葶 安徽省祁门县第一中学  

CR1519361 刘超 寿县第一中学  

CR1519362 徐鸿志 铜陵市第三中学  

CR1519363 汪飞 铜陵市第一中学  

CR1519364 秦佳萍 安徽省无为中学  

CR1519365 杜舰 安徽省宿城第一中学  

CR1519366 常振飞 宿州市第二中学  

CR1519367 唐绍伟 安徽省宣城中学  

CR1519368 储晗 安徽省岳西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