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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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R1520001 刘伦豪杰   高安中学   

CR1520002 徐璐   赣州市三中   

CR1520003 朱正奇   江西师大附中   

CR1520004 许志成   金溪一中   

CR1520005 张宇扬   上饶中学   

CR1520006 郑秋伟   上饶中学   

CR1520007 胡炳翔   万年中学   

CR1520008 张欣   赣县三中   

CR1520009 张德彬   吉安市一中   

CR1520010 林仁波   上饶县中学   

CR1520011 孔泰戈   鹰潭市一中   

CR1520012 夏金齐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R1520013 何友辉   新余市四中   

CR1520014 陈志鸿   吉安市一中   

CR1520015 刘代锐   吉安市一中   

CR1520016 肖理中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017 王煜童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18 钱璐 女 宜春中学   

CR1520019 胡群   新余市四中   

CR1520020 郑礼芃   赣州中学   

CR1520021 陈健   宜春市一中   

CR1520022 陈子昂   鹰潭市一中 高二 

CR1520023 肖朝军   兴国平川中学   

CR1520024 彭纪琪   鹰潭市一中   

CR1520025 桂辉高   余江一中   

CR1520026 吴镕凯   余江一中 高二 

CR1520027 王俊杰   景德镇市二中   

CR1520028 张文杰   上饶县中学   

CR1520029 杨国梁   万年中学   

CR1520030 杨怡萱 女 鹰潭市一中   

CR1520031 周思聪   江西师大附中   

CR1520032 龚盛豪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033 欧阳德才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34 邱智坤   鹰潭市一中   

CR1520035 姜博涵   南昌市二中   

CR1520036 王翌彦 女 上饶中学   

CR1520037 蒋凌波   新余市四中   

CR1520038 徐海   新余市四中   

CR1520039 黄中昱   宜春市一中   



CR1520040 潘文婧 女 余江一中   

CR1520041 曾书豪   吉安市一中   

CR1520042 周崇胜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043 王晶   萍乡市芦溪中学   

CR1520044 刘子儒   鹰潭市一中   

CR1520045 李健翔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46 高原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R1520047 李钦远   南昌县莲塘一中   

CR1520048 彭昊   新建二中   

CR1520049 华南   赣县三中   

CR1520050 黄文韬   南昌县莲塘一中   

CR1520051 邹云杰   贵溪一中   

CR1520052 罗俊凯   南昌县莲塘一中   

CR1520053 杨钰龙   上饶县中学   

CR1520054 李浩宇   宜春中学   

CR1520055 杨浩文   鹰潭市一中 高二 

CR1520056 易自强   萍乡市芦溪中学   

CR1520057 缪德洋   上饶县中学   

CR1520058 林昊金   于都中学   

CR1520059 刘昕雅 女 吉安市一中   

CR1520060 龚绍欢   上饶县中学   

CR1520061 许龙杰   吉安市一中   

CR1520062 罗旭   九江市一中   

CR1520063 邵金恒   乐平中学   

CR1520064 叶易丰   南昌市二中   

CR1520065 彭灿   鹰潭市一中 高二 

CR1520066 陈子扬   余江一中 高二 

CR1520067 陈长忠   赣县三中   

CR1520068 付磊   金溪一中   

CR1520069 熊一格   宜春中学   

CR1520070 熊忆茗 女 宜春中学   

CR1520071 吴胜来   景德镇市二中   

CR1520072 张圣   九江市同文中学   

CR1520073 叶祥翮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R1520074 曹逸鹏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75 赖赣平   赣州市三中   

CR1520076 刘海峰   吉安市一中   

CR1520077 彭逸凡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78 万典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079 徐纪初   南城一中   

CR1520080 何璟   上栗中学   

CR1520081 周新宇   安福中学   

CR1520082 毛世斌   丰城中学   



CR1520083 王志诚   吉安县二中   

CR1520084 孔柏文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R1520085 刘锋   莲花中学 高二 

CR1520086 傅心威   兴国平川中学   

CR1520087 陈雨桐   宜春中学   

CR1520088 文奇宇   萍乡中学   

CR1520089 姚振翮   新余市四中   

CR1520090 李彬和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091 李光昊   江西师大附中   

CR1520092 余宏翔   景德镇市二中   

CR1520093 黄鑫   上饶中学   

CR1520094 管前庆   丰城中学   

CR1520095 曾志勇   宁都中学   

CR1520096 谢彦廷   新余市四中   

CR1520097 刘占洋   赣县三中   

CR1520098 李鹤翔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099 黎志鹏   金溪一中   

CR1520100 朱刚基   景德镇市二中 高二 

CR1520101 杨俊赛   丰城中学   

CR1520102 刘毅   赣县三中   

CR1520103 戚伟健   景德镇市二中   

CR1520104 操雨康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105 李超群 女 万年中学   

CR1520106 蒋旭峰   丰城中学   

CR1520107 杨浩弘   抚州市一中 高二 

CR1520108 涂洋   高安中学 高二 

CR1520109 蔡丹杨   景德镇市一中 高二 

CR1520110 王飞   南昌市三中   

CR1520111 肖潇   萍乡中学   

CR1520112 王山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113 叶澳光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R1520114 刘玉洲   南康中学   

CR1520115 胡宇   萍乡中学   

CR1520116 徐嘉航   婺源县紫阳中学   

CR1520117 徐季源   信丰中学 高二 

CR1520118 陈宇轩   宜黄一中   

CR1520119 李庚   安远一中   

CR1520120 杨宸   江西师大附中   

CR1520121 汪超宇   景德镇市一中   

CR1520122 潘鸿淏   乐平中学   

CR1520123 邱智超   鹰潭市一中 高二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520001 王辰昊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02 黄楚羿   九江市一中   

CS1520003 刘涛   莲花中学   

CS1520004 黄珂   萍乡中学   

CS1520005 杨甜   上饶中学   

CS1520006 钟顺钦   上饶中学   

CS1520007 陈聪   萍乡市芦溪中学   

CS1520008 魏全茂   上饶县中学   

CS1520009 边金勇   峡江中学   

CS1520010 黄宇宸   新余市四中   

CS1520011 周扬   信丰中学   

CS1520012 李祚岚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013 谢蒙恩   修水一中   

CS1520014 徐桂鹏   鹰潭市一中 高二 

CS1520015 刘水龙   于都中学   

CS1520016 黄佳祺 女 樟树中学   

CS1520017 刘趁桢   新余市四中   

CS1520018 杨亮   安福中学   

CS1520019 曾凯峰   抚州市一中 高二 

CS1520020 温斯茗   赣州中学 高二 

CS1520021 王胜贤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022 高鸿越   上饶中学   

CS1520023 汪婷 女 万年中学   

CS1520024 江庄昊   婺源县天佑中学   

CS1520025 李路   余江一中 高二 

CS1520026 罗晨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27 胡宇翀   九江市一中   

CS1520028 黄芬 女 金溪一中   

CS1520029 万盛华   景德镇市二中 高二 

CS1520030 吴钰峰   乐平中学   

CS1520031 郑翰浓   南昌市十中 高二 

CS1520032 方斌   金溪一中   

CS1520033 汪雅昕 女 金溪一中   

CS1520034 洪啸寒   新余市四中   

CS1520035 肖全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36 季宇鑫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037 潘豪孜   九江市三中   

CS1520038 叶昕宇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S1520039 肖子晋   萍乡中学   

CS1520040 欧阳科   宜春市一中   



CS1520041 王琪瑶 女 鹰潭市一中 高二 

CS1520042 上官轶军   余江一中 高二 

CS1520043 叶葳蕤   南城二中   

CS1520044 郑振宇   上饶县中学   

CS1520045 陈梁子谦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046 曾彬   萍乡市湘东中学   

CS1520047 李文瀚   萍乡中学   

CS1520048 张安标   鄱阳中学 高二 

CS1520049 钟朝峰   上栗中学   

CS1520050 章程程   上饶县中学   

CS1520051 张兵海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052 占文皓   景德镇市一中 高二 

CS1520053 刘悦 女 遂川中学   

CS1520054 谭宇和   新余市一中   

CS1520055 王业鑫   安福中学   

CS1520056 古金曜   赣州中学   

CS1520057 万基成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58 温声忠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59 彭祯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060 李宇轩   新余市一中   

CS1520061 刘诚   安福中学   

CS1520062 黄玮欣 女 吉安市一中   

CS1520063 刘智健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064 危佳文   临川一中   

CS1520065 刘铂源   南昌大学附中   

CS1520066 许峰玮   南昌市二中   

CS1520067 王健   遂川中学   

CS1520068 曾浩威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069 洪文金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070 肖扬帆   于都中学   

CS1520071 聂城涛   丰城中学   

CS1520072 胡若翀   贵溪一中 高二 

CS1520073 刘文涛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74 刘学泳   吉安县立中学   

CS1520075 陈志文   临川一中   

CS1520076 张娄峄   临川一中   

CS1520077 程晟   南昌县莲塘一中   

CS1520078 易志光   余江一中 高二 

CS1520079 饶文龙   吉安县立中学   

CS1520080 陈自元   景德镇市二中 高二 

CS1520081 席彩云 女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082 张祖蒙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S1520083 李建平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084 姜怡   上饶县中学   

CS1520085 肖杨   万安中学   

CS1520086 钟子俊   新余市一中 高二 

CS1520087 胡忠林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088 黄永富   广丰中学   

CS1520089 徐晟   九江市一中   

CS1520090 钟俊   新余市一中 高二 

CS1520091 黄洋锐   樟树中学   

CS1520092 刘强   赣州中学   

CS1520093 温小妍 女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094 冯俊杰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095 黄笑冰   九江市三中 高二 

CS1520096 颜远   鄱阳一中   

CS1520097 肖宇森   新钢中学   

CS1520098 吴律文 女 乐平中学   

CS1520099 胡旭东   鄱阳中学   

CS1520100 李振鑫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101 刘帆   高安中学 高二 

CS1520102 谢爱登   广昌一中   

CS1520103 潘泽伟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104 王愚   九江市一中   

CS1520105 曾轶群   万安中学   

CS1520106 沈振才   兴国县将军中学   

CS1520107 黄晨昊   于都中学   

CS1520108 曹鹏   樟树中学   

CS1520109 刘欣   安福中学   

CS1520110 熊智超   江西师大附中   

CS1520111 戈焕章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112 黄浩轩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113 徐浩   九江县一中   

CS1520114 占奥铭   乐安一中 高二 

CS1520115 李真泉   瑞金一中   

CS1520116 肖庆云   永新县任弼时中学   

CS1520117 杨绍龙   于都中学   

CS1520118 廖洁   安福中学   

CS1520119 韩逸轩   崇仁一中   

CS1520120 肖帆   赣州市三中   

CS1520121 陈博伟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122 吴小燕 女 金溪一中   

CS1520123 徐浩   金溪一中   

CS1520124 徐依萍 女 龙南中学   

CS1520125 黄梦成   万年中学 高二 

CS1520126 杨佶懿   新干二中   



CS1520127 谢润洲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128 刘慧彬   安远一中 高二 

CS1520129 谢鹏冰   赣县三中   

CS1520130 袁而宏   吉水中学   

CS1520131 刘一禾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132 柴官焱   乐平中学   

CS1520133 李凯莉 女 乐平中学   

CS1520134 周义文   临川一中   

CS1520135 胡心宇   南昌县莲塘一中   

CS1520136 凌健   萍乡市湘东中学   

CS1520137 杨正新   鄱阳中学   

CS1520138 王竞弘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139 徐文彬   修水县琴海学校   

CS1520140 冯麟   余江一中 高二 

CS1520141 刘相志   广丰中学   

CS1520142 杨贝妮 女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143 郭辉   吉安县二中   

CS1520144 汤楚浩   乐平中学   

CS1520145 邹优   临川二中   

CS1520146 过民欣   南昌市十中   

CS1520147 郭函懿   宁都中学   

CS1520148 罗嘉铧   寻乌中学   

CS1520149 郭志伟   吉安县二中   

CS1520150 肖亚南   吉安县立中学 高二 

CS1520151 刘志康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152 李欣越 女 景德镇市一中   

CS1520153 张丰   南康中学 高二 

CS1520154 余创辉   鄱阳一中   

CS1520155 张俊楠   鄱阳一中   

CS1520156 李豪   新干中学 高二 

CS1520157 蒋维康   樟树中学   

CS1520158 周天宇   樟树中学   

CS1520159 黄羿奇   抚州市一中   

CS1520160 傅航   赣州市三中 高二 

CS1520161 黄悦   吉水中学   

CS1520162 张宇轩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163 邹鹏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S1520164 艾新宇   临川二中   

CS1520165 廖沁馨 女 南康中学   

CS1520166 江宁远   婺源县紫阳中学   

CS1520167 胡嘉豪   新钢中学   

CS1520168 刘源   寻乌中学   

CS1520169 刘文基   赣州市三中   



CS1520170 左坚强   高安中学   

CS1520171 黄强   吉水中学   

CS1520172 李青 女 吉水中学   

CS1520173 胡晨曦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174 游锦方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S1520175 朱恒   莲花中学   

CS1520176 吴勇   临川一中   

CS1520177 张乐   临川一中   

CS1520178 王浩然   新钢中学   

CS1520179 李林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180 段嘉庆   樟树中学   

CS1520181 方嘉健   樟树中学   

CS1520182 涂丰迪   高安中学 高二 

CS1520183 肖圣文   吉安县二中   

CS1520184 姜紫燕 女 金溪一中   

CS1520185 张逸颖 女 景德镇市二中   

CS1520186 徐亦舜   九江金安中学   

CS1520187 裴思辉   临川一中   

CS1520188 周熠萱   萍乡中学 高二 

CS1520189 颜涛   上饶中学 高二 

CS1520190 陈翔   信丰中学 高二 

CS1520191 张梓淇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192 欧阳冰琦 女 安远一中 高二 

CS1520193 欧阳广源   安远一中   

CS1520194 聂诗政   丰城中学 高二 

CS1520195 周静   丰城中学 高二 

CS1520196 王聪荣 女 赣州市三中   

CS1520197 夏叶   广丰中学   

CS1520198 郭佳欣 女 吉安市一中 高二 

CS1520199 肖央   吉安县二中   

CS1520200 朱琦   金溪一中   

CS1520201 刘俊杰   临川一中 高二 

CS1520202 黄林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203 汪恺阳   婺源县天佑中学   

CS1520204 张祖煜   新干中学   

CS1520205 谢闽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206 马汉腾   宜春市一中   

CS1520207 邹文俊   樟树中学   

CS1520208 叶海敏   广丰一中   

CS1520209 江逸远   江西师大附中 高二 

CS1520210 熊细坤   进贤二中   

CS1520211 干思泉   九江县一中   

CS1520212 林伟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213 旷志寰   赣州市三中   

CS1520214 邱泊睿   赣州中学   

CS1520215 周晨   九江市一中   

CS1520216 李元鸣   南昌市十中   

CS1520217 魏进   南昌县莲塘一中   

CS1520218 肖方雄   宁都中学   

CS1520219 卢致麒   赣县中学   

CS1520220 吴治衡   九江市一中   

CS1520221 曹磊   新钢中学   

CS1520222 欧阳琨   新余市一中   

CS1520223 谢蔚   赣县三中   

CS1520224 王力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225 董声超   南康中学   

CS1520226 肖兰芳 女 南康中学   

CS1520227 袁靖   新余市四中 高二 

CS1520228 李宁   信丰中学   

CS1520229 刘森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230 邓国伟   大余中学   

CS1520231 李观平   九江市一中   

CS1520232 胡敏 女 萍乡市湘东中学   

CS1520233 黄桂花 女 信丰中学   

CS1520234 吴小沛   兴国平川中学   

CS1520235 杨明   于都中学   

CS1520236 涂文章   安远一中   

CS1520237 刘宇欢   赣州中学   

CS1520238 廖含川   上栗中学   

CS1520239 唐灿明   安远一中   

CS1520240 魏芳瑜 女 安远一中 高二 

CS1520241 陈厚彬   崇义中学   

CS1520242 许逸   会昌中学   

CS1520243 邱梓涵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244 赖日武   南康中学   

CS1520245 秦亦浓   萍乡中学   

CS1520246 黄庆荣   上犹中学   

CS1520247 刘海   信丰中学   

CS1520248 李先剑   兴国一中   

CS1520249 邓天翔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250 罗龙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251 鄢帆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252 昌运鑫   萍乡市湘东中学 高二 

CS1520253 袁帅豪   萍乡市湘东中学 高二 

CS1520254 蔡建伟   九江市一中   

CS1520255 方绍博   南康中学   



CS1520256 林万山   南康中学   

CS1520257 赖秀莘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258 舒瀚钰   萍乡市三中   

CS1520259 陈山   赣州市四中   

CS1520260 马昕然 女 九江市同文中学   

CS1520261 何灏   南康中学   

CS1520262 黄智鑫   萍乡中学 高二 

CS1520263 魏锦程   瑞昌一中   

CS1520264 陈龙龙   信丰中学   

CS1520265 曾金   兴国三中   

CS1520266 钟恩才   兴国县将军中学   

CS1520267 刘芳维   兴国一中   

CS1520268 梁明圆 女 修水一中   

CS1520269 陈修瑾   于都中学   

CS1520270 徐澳   九江市一中 高二 

CS1520271 胡嵩   宁都中学 高二 

CS1520272 赖贞 女 宁都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