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名单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702001 祁林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02 唐泽泓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1702003 李子灏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三 

C1702004 叶枫 男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1702005 张乐奕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06 秦嘉雨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1702007 唐泽宸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02008 张天一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1702009 刘浩东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10 柳雍华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11 李泽生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12 曹云琪 男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1702013 杨睿韬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14 王一鸣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1702015 徐万顷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1702016 张谦玮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2017 孙懿 男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高三 

C1702018 昌立言 男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三 

C1702019 戚鉴清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20 胡康德龙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21 管浩荃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1702022 陈恒强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23 马雨辰 女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24 范一鸣 男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1702025 沈世赟 男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1702026 吴凡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27 孙昉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702028 丁弘睿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1702029 刘文朔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三 

C1702030 章志元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02031 张开元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32 张拓维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33 李泽炜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34 何雨啸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35 许起帆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36 任丁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1702037 沈益立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1702038 窦景蔚 男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39 郑文琛 男 上海市市北中学 高三 

C1702040 赵康阳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702041 王潇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高三 

C1702042 范润阳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1702043 倪卓君 男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1702044 徐龙龙 女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1702045 周祺祯 男 上海市金山中学 高三 

C1702046 金涛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47 王子轩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1702048 宋逸云 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上海市获第 31 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二、三等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E1702001 罗天宸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02 倪锴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2003 丁子惠 上海市市西中学 高三 

CE1702004 叶贾谊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E1702005 沈怿筱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06 贺正夫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07 崔卓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08 成君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2009 吴大维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10 叶行健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11 郭庭轩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2012 张瀚玮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2013 钟迪飞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14 邢天一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2015 郑志龙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E1702016 张馨语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17 陈天源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18 包婉茵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19 齐仁宇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E1702020 殷浩南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E1702021 田亦农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22 田  洋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23 龚闻文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24 李国栋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E1702025 王楷霖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E1702026 曹天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702027 张润洲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28 吕昊阳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29 张悦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30 吴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31 李思语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32 黄复之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二 

CE1702033 莫绍雯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E1702034 陶奎廷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35 戴昭文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36 徐睿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37 何梓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38 周大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39 梁逸宸 上海市控江中学 高三 

CE1702040 顾逸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41 夏禹实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42 徐子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43 胡淞文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E1702044 朱潘玮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45 耿唐易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E1702046 李博闻 上海市吴淞中学 高三 

CE1702047 尹泽诚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E1702048 费嘉辰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49 阮祺全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E1702050 曹阅洋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E1702051 孔繁泽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二 

CE1702052 仲屹清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E1702053 张胡云龙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高三 

CE1702054 樊灏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02055 陈邦彦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56 李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三 

CE1702057 林宏轩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二 

CE1702058 吴家俊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高三 

CE1702059 韦奕辉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E1702060 刘珈征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61 王智泓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702062 孙健松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 高三 

CE1702063 陈毅阳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2064 谢君琪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E1702065 龚锴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66 曹方泽 上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702067 刘逸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E1702068 李辰宇 上海市延安中学 高三 

CE1702069 张亦弛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70 林逍屹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71 宋久健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72 胡涛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 高二 

CE1702073 王子鉴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二 

CE1702074 王中亮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E1702075 王杰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E1702076 金欣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E1702077 曹劼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78 张凯文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二 

CE1702079 方申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二 

CE1702080 穆腾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702081 俞跃江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082 关正 上海市高桥中学 高二 

CE1702083 徐嘉麟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E1702084 顾忆婷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E1702085 周文沁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CE1702086 徐思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702087 杨天昊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88 萧奕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二 

CE1702089 余仁彬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二 

CE1702090 王敏越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二 

CE1702091 陈胤伽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E1702092 王睿辰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E1702093 陈睿哲 上海市市西中学 高二 

CE1702094 孙翱鹏 上海市吴淞中学 高三 

CE1702095 刘子溢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702096 叶家雯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97 汤越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E1702098 张家齐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702099 杨逸飞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100 郑逸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101 李天欣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三 

CE1702102 黄一飞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紫竹校区） 高三 

CE1702103 周  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104 周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702105 王宇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二 

CE1702106 姚奕良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二 

CE1702107 吴应辰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E1702108 戎奕辰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三等奖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702001 王梓况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02 顾子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 高二 

CS1702003 李涵之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三 

CS1702004 秦昊祺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S1702005 方宇 上海市吴淞中学 高三 

CS1702006 黄龙千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07 李潇涵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 高三 

CS1702008 肖扬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09 刘忆 上海市格致中学 高三 

CS1702010 任兴麟 上海市建平中学 高二 

CS1702011 彭琅烨 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校 高二 

CS1702012 张稷平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二 

CS1702013 王昱晨 上海中学东校 高三 



CS1702014 李易涵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15 钱浩文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16 刘嘉源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17 王梓宁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18 孙路泽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高二 

CS1702019 武恺晨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 高三 

CS1702020 陈泳融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702021 熊云鹏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22 陆冰婕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23 戴宇轩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24 赵浪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25 丁维墨 上海市第八中学 高二 

CS1702026 张思哲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27 师安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28 胡锦璇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 高三 

CS1702029 繆蒙沅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702030 钟昱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31 路睿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702032 杨烜睿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 高三 

CS1702033 刘嘉芃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二 

CS1702034 宋逸涵 上海市大同中学 高三 

CS1702035 吴韫斐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高三 

CS1702036 周昕芃 上海市七宝中学 高三 

CS1702037 陈拓 上海市上海中学 高二 

CS1702038 陈阳 上海市实验学校 高三 

CS1702039 金啸宇 上海市松江二中 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