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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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1527001 王移帆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02 谢灵江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003 廖胤珲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04 周俊杰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05 甘楚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06 熊显鑫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07 林宇涛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008 赵晨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09 廖若男 女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010 王博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11 刘彦江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012 辜泳盛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013 唐路昊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014 姚荣琳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15 马梓涵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16 黄天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17 莫文非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18 文铭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019 刘书舟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020 黄炎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21 赵一帆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022 霍雨阳 女 成都市成飞中学 高三 

CR1527023 李典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024 王扬凡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25 艾钰森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26 陈佳伟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27 王翼嵩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28 韩志磊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29 陈航宇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30 肖柯灿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031 嵇泽庆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32 姚修远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33 曾本拓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34 刘嘉熠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35 郭双辉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36 黄靖楠 男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 高二 

CR1527037 王文壮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38 奂子豪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39 汪博洋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R1527040 侯磊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041 陈勃然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42 夏晨昊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43 李沛然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44 田雨鑫 女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45 渠钰潇 男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046 周钰钧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47 梁朝威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48 张珂珲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049 张一枭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R1527050 陈春昀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51 何林坤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52 赵杰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一 

CR1527053 董子帆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54 杨东瑜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55 张书翔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56 魏子钦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57 王仁涛 男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058 赵相淳 男 七中万达学校 高三 

CR1527059 严启宇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60 向毅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61 傅明扬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62 邓旭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063 张展鹏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64 董晋汐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一 

CR1527065 陶昱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066 雷雨寰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067 黄凌豪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68 曾禹瑄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069 王道灿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070 黄宇朔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071 何希文 男 七中万达学校 高二 

CR1527072 钟一平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073 袁宏伟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74 李路平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75 古明阳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R1527076 万家僖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77 陈瀚楠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78 田敏轩 女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R1527079 桂怀韬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080 李佳壕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81 葛燕 女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082 王星 男 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R1527083 王丽君 女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084 吴妍廷 女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085 彭浩洋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一 

CR1527086 苏钰尧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87 冯吉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一 

CR1527088 晏伟星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089 范顺鑫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90 谢兆益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091 罗云蔚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92 熊喆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093 王植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094 曹乐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095 甘梓枫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096 杨若凡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097 陈嘉豪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098 郑树阳 男 凉山西昌市一中 高二 

CR1527099 胡天翊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100 刘宇翀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101 张浩文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102 毛君兰 女 绵阳中学 高三 

CR1527103 吴曜东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104 刘淳皓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一 

CR1527105 汤王豪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R1527106 李博彦 男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高一 

CR1527107 刘延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08 杜雨衡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09 李柯岑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110 晏博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R1527111 赵洵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12 陆云汉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113 任祉颖 男 石室北湖校区 高三 

CR1527114 陈思睿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115 朱凌蓝 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R1527116 曹雨睿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R1527117 丁志衡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18 周耘辉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R1527119 李西蒙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120 杨蔚然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21 张婷 女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22 魏敬杰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23 金茗磊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24 张鑫玮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25 王蕊希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126 赵航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127 李俊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28 白倩云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129 张凌玮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30 余涵成 男 七中万达学校 高二 

CR1527131 陈睿韬 男 七中万达学校 高三 

CR1527132 饶沛霖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133 钟函汛 男 四川省中江中学校 高二 

CR1527134 方鸿森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135 胡琪琨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136 饶治勇 男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R1527137 彭鑫耀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38 蒋沛然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139 钟子睿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R1527140 廖茂棣 男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R1527141 李嘉维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42 梅洲 男 四川省遂宁卓同国际学校 高二 

CR1527143 谢琦 女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44 李美慧 女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R1527145 王潇汉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46 王桦浚 女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47 周正明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148 张飞龙 男 南充高级中学 高二 

CR1527149 陈凯瑞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150 谢畅 男 四川省什邡中学校 高二 

CR1527151 滕桑黎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R1527152 何欣冉 女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53 秦柯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54 朱方程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155 温付祥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156 张沐崟 男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157 柳瑞阳 男 彭州中学 高二 

CR1527158 王雅仪 女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59 黄正文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R1527160 汪俊陶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161 王至立 男 江油市第一中学 高二 

CR1527162 袁瑞龙 男 双流县中学 高二 

CR1527163 刘梓义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164 郭诗逸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165 唐逸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166 周思远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167 陈宇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168 庞文博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69 朱俊 男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高三 

CR1527170 余钟扬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171 卢阳杨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R1527172 薛学森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三 

CR1527173 李润东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174 金耀威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R1527175 向阳鑫 男 成都市十二中 高一 

CR1527176 陈浩然 男 隆昌一中 高三 

CR1527177 黄鑫宇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78 赖经纬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179 黄可钊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R1527180 李清扬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R1527181 郭铠闻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182 刘宇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R1527183 李潇 男 广安市广安二中 高三 

CR1527184 王芷韫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185 王晓都 男 南充高级中学 高二 

CR1527186 宋乐奕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187 王梓俨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188 李曾昊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189 郑俊良 男 泸县二中 高二 

CR1527190 朱永华 女 资中二中 高三 

CR1527191 陈雅馨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192 何天行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三 

CR1527193 王陈诚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94 刘思辰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195 邓仲前 男 大竹中学 高三 

CR1527196 熊可凡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197 陈柯旭 男 四川省简阳中学 高三 

CR1527198 姚亦雨 女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199 任效霆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200 陈诚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R1527201 皮雳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202 曹紫菱 女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203 杨正锐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R1527204 张沛东 男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R1527205 蒋柯林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206 于靖麟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207 刘泽璇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208 兰昌烨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209 杨鸿森 男 五通桥中学 高二 

CR1527210 罗婧文 女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R1527211 张誉川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R1527212 罗阿淋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R1527213 向婧羽 女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一 

CR1527214 向柯嘉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R1527215 吴姝昱 女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R1527216 钟治垚 男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R1527217 吴岸林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R1527218 刘家良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R1527219 苏文婧 女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R1527220 刘文莉 女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高二 

CR1527221 刘倍廷 男 威远中学校 高三 

CR1527222 唐茂森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223 张越 女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224 张纹绮 女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高二 

CR1527225 贺逸星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226 熊罗小凡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227 陈诗维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R1527228 殷骏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一 

CR1527229 杨奕 女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R1527230 周天 男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R1527231 肖安琪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R1527232 杨润熙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一 

CR1527233 杨珺辉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R1527234 吕清浪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R1527235 朱珈慧 女 四川省资阳中学 高三 

CR1527236 杨钰廷 男 四川省简阳中学 高三 

CR1527237 丁瑞寅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R1527238 马舸 男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R1527239 黄思翰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R1527240 贺思成 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 高二 

CR1527241 陈秋语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R1527242 黄雨婷 女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243 高茂林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244 樊龙海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R1527245 刘  山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527001 何茂源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002 江宏川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003 官伟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004 辜钰曦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05 杨朋昕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06 刘洋 男 双流县棠湖中学 高三 

CS1527007 徐海钦 男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008 付裕 女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009 邓童语 女 四川省广汉中学 高二 

CS1527010 张昊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S1527011 周诗琦 男 成都市十二中 高二 

CS1527012 王美澄 女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S1527013 屈少卿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高三 

CS1527014 刘明强 男 内江二中 高三 

CS1527015 黄钦 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三 

CS1527016 莫云瀚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017 陶新渝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018 唐浩翔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019 郑通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020 吴桐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二 

CS1527021 谭皓天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527022 姚玉晗 女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23 陈禹帆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24 郭绪陶 男 成都铁路中学 高三 

CS1527025 刘长宁 男 江油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527026 柏铭先 男 四川省广元中学 高三 

CS1527027 曾秋娟 女 凉山西昌市一中 高二 

CS1527028 王郁钧 男 广安市华蓥中学 高三 

CS1527029 罗项天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030 黎林 男 南充高级中学 高二 

CS1527031 秦意 男 四川省资阳中学 高三 

CS1527032 杨和堃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S1527033 汪弘睿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34 张淦汶 男 四川省广元中学 高三 

CS1527035 张仁君 男 安居育才中学校 高二 

CS1527036 谢汶锦 男 内江六中 高三 

CS1527037 王欣悦 女 内江六中 高三 

CS1527038 杨勤杰 男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高一 

CS1527039 张颖悦 女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527040 叶俊伟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41 韩金玉 女 四川省广元中学 高三 

CS1527042 陈强 男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043 张金惠 女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高三 

CS1527044 张崇巽 男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中学校 高三 

CS1527045 刘相君 男 广安市邻水中学 高三 

CS1527046 刘仕阳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047 陈方宇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048 姚怡杰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049 蔡蓥峰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050 景子栖 女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051 刘禹辰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052 魏广昊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S1527053 雷瀚文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S1527054 吴利航 男 隆昌一中 高三 

CS1527055 刘慕水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056 叶鑫宇 男 三台中学 高二 

CS1527057 赵喜睿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058 马兴科 男 阆中中学 高二 

CS1527059 胥森威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060 百金瑞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061 雷袁雨田 男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527062 何玮乔 男 七中万达学校 高二 

CS1527063 唐钰本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三 

CS1527064 陈宇航 男 四川省什邡中学校 高二 

CS1527065 冯淳淞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S1527066 任骏龙 男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高二 

CS1527067 杨明 男 泸县二中 高二 

CS1527068 熊力瑶 女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69 赵泓宇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70 杨寅涛 男 新津县新津一中 高二 

CS1527071 宋媛媛 女 凉山西昌市一中 高二 

CS1527072 简小凯 男 凉山盐源县中学校 高三 

CS1527073 曾耀萱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074 曾浩峰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075 陈岭 女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527076 谢睿豪 男 四川省广汉中学 高二 

CS1527077 余磊 男 隆昌一中 高三 

CS1527078 晋健 男 内江六中 高三 

CS1527079 邓新于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080 李东林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081 田泽林 男 成都二十中 高三 

CS1527082 向杰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S1527083 谭虎成 男 三台中学 高二 

CS1527084 江奕林 男 江油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527085 陈浪 男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高二 

CS1527086 胡学高 男 广安市华蓥中学 高三 

CS1527087 姜子豪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一 

CS1527088 舒睿桥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089 唐婧尧 女 彭州中学 高二 

CS1527090 陈铭哲 男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高三 



CS1527091 赵海源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S1527092 唐波 男 资中二中 高三 

CS1527093 文亚洲 男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三 

CS1527094 龙灿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一 

CS1527095 洪培原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096 戴发彬 男 三台中学 高二 

CS1527097 佘俐钦 男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高二 

CS1527098 吴丹 男 广安市友谊中学 高三 

CS1527099 许秦铭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100 周兵 男 南部中学 高二 

CS1527101 腾菲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102 孙骁驰 男 成都七中嘉祥 高一 

CS1527103 陈照奇 男 四川省中江中学校 高二 

CS1527104 李远婷 女 四川省什邡中学校 高二 

CS1527105 周俊宏 男 泸县二中 高二 

CS1527106 蔡雄宇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107 周博秋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108 沈瑛 男 大竹中学 高三 

CS1527109 罗嘉宁 女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527110 朱翔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111 李瑞鑫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112 王近璇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113 张丽 女 四川省射洪县金华中学 高二 

CS1527114 青钰霖 男 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校 高二 

CS1527115 钟筱雨 女 绵阳中学资阳育才学校 高三 

CS1527116 曹孟琨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117 王昊月 男 成都市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118 曾宇航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119 董雨翔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120 杨孟钊 男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CS1527121 朱临威 男 资中二中 高三 

CS1527122 刘锦明 男 绵阳南山中学 高二 

CS1527123 谭俊宇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124 廖宗艺 男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125 冀承志 男 绵阳中学 高二 

CS1527126 向佳豪 男 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127 蒋小川 男 四川省射洪县金华中学 高二 

CS1527128 张原驰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129 曾之宸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130 涂修齐 男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二 

CS1527131 王堃宇 男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132 尹乐天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S1527133 汪虹妤 女 成都市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134 韩雨萱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135 文若愚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S1527136 宁思鉴 男 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 高二 

CS1527137 郭桂伶 女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高二 

CS1527138 赵文 男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139 李康 男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高二 

CS1527140 刘林炙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141 温京达 男 南充高级中学 高二 

CS1527142 周相如 男 南充高级中学 高二 

CS1527143 夏青云 男 彭州中学 高二 

CS1527144 程彬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145 刘乙霖 男 四川省资阳中学 高三 

CS1527146 夏钰婷 女 成都市第七中学 高三 

CS1527147 周小筨 女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527148 周望涛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149 刘卓文 男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150 杨勖 男 四川省中江中学校 高二 

CS1527151 张珂浩 男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 高二 

CS1527152 郭宇星 男 威远中学校 高三 

CS1527153 林靖昆 男 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高二 

CS1527154 唐焱 女 四川省遂宁卓同国际学校 高二 

CS1527155 侯深舰 男 成都十八中 高二 

CS1527156 李昊辰 男 三台中学 高二 

CS1527157 邓惠鹏 男 双流县中学 高二 

CS1527158 幸周澜屹 男 凉山西昌市一中 高二 

CS1527159 陈进龙 男 凉山西昌市一中 高二 

CS1527160 魏成伟 男 广安市广安中学 高三 

CS1527161 徐骕伟 男 乐山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162 王桢学 男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二 

CS1527163 龙永茜 女 成都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527164 李梓丘 男 南充十中 高二 

CS1527165 范丰艺 女 彭州中学 高二 

CS1527166 夏华钦 男 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三 

CS1527167 曾鑫成 男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校区） 高二 

CS1527168 陈秋冰 女 成都树德中学 高三 

CS1527169 万翘楚 男 成都石室中学 高二 

CS1527170 林璐 女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高三 

CS1527171 郭骁 男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高二 

CS1527172 游璐萍 女 泸州天立学校 高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