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801001 孙一宸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02 施惟明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1801003 苏楀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04 王思涵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1801005 任炳先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06 赵逸然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07 张光泽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1801008 辛世计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09 迟誉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10 孙语默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801011 高天翔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12 鹿泽宇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801013 李翛然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801014 于骐瑞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801015 苏遨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1801016 贾静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801017 杜曜志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18 柴景波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01019 李京昊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20 郭逸轩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21 谢文瀚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801022 莫泳航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1801023 张锐翀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801024 潘子骞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01025 王子涵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1801026 杜禹江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801027 李子康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801028 王浩芃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1801029 阎思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30 张艺严 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北京市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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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01031 张殊逸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32 毕诚奥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1801033 葛明威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1801034 曲玥名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35 韩雨青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36 沈元辰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1801037 李满丝润 男 北京市第九中学 高三

C1801038 郎昱宽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39 白天祎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801040 陈欣然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1801041 祝希尧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42 黄何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1801043 张泽宇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1801044 祁腾骧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1801045 任培哲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801046 赵天铭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1801047 薛佳龙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48 刘启桐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49 孙浩然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50 刘方舟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801051 王寓萱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三

C1801052 郭津硕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1801053 孙奕辰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801054 金彦周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55 刘蔚然 女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1801056 赵睿诚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57 刘清扬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1801058 郭时琨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1801059 谭湘婷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1801060 宗孚耕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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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01061 罗莘扬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1801062 周宇光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1801063 黄思聪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1801064 张旭阳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1801065 王铭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1801066 孙英博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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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001 胡隽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02 鲁梦熙 男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03 黄康平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004 金辰霄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05 刘若津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006 李清杨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801007 刘泽浩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08 李云图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09 孟令一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010 柴礼齐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11 张雨田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012 黄潇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13 张嘉一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14 任士杰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015 马宇涵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801016 陈天瑞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17 郝卓霄 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18 郭谨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19 刘宇川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20 赵砚升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021 彭羽辰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022 吴雨洋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023 冯来仪 女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024 李涵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025 曹北健 男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高三

CE1801026 潘宏弢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27 李菡韬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28 钱灏泽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北京市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北京市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CE1801029 张泽熙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E1801030 孙天熙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031 李泽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32 王澍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33 曾维启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E1801034 詹博涵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035 宋政毅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36 孙浩宸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037 周宜晖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38 李宁政 男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高三

CE1801039 张天明 男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01040 赵宇峥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41 蒋哲宇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042 常畅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043 郁彬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44 谢霖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045 郭宇晨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801046 陈  辰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E1801047 滕毅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048 史骏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49 李兆彬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一

CE1801050 陈骁然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51 沈钰杰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52 龚政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053 刘翰溥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054 邓子朋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055 李宇晨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56 李宇盟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57 陆泓雨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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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058 杜培昀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59 舒羽霄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60 肖霄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01061 李浩然 男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三

CE1801062 李若帆 男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63 白云皓 男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高二

CE1801064 李德霖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065 周永乐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66 刘雨昂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067 徐沛然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068 李思哲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69 宋青林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70 王东华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071 刘舒也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072 张维祎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801073 肖雨洲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074 刘海琦 女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75 孟颖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076 周天骢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77 张开维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78 付思成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01079 韩学尧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80 林佳沛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081 丁肇同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82 徐世安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083 张子涵 男 北京市京源学校 高三

CE1801084 王宏扬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085 储锋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086 王思辰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北京市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CE1801087 徐泽林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088 赵浩然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089 谭弈凡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90 宋翔宇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01091 刘子琛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E1801092 王镜淇 男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高三

CE1801093 江恺祺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94 孟缇伦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95 张凯风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096 赵雅曦 女 人大附中分校 高三

CE1801097 任加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098 李延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099 李元甫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00 张福玉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01 金泽浩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102 郭一凡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103 于尚元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04 李卓君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05 谭智文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106 李冠辰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107 欧阳子为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108 马景伦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801109 张诚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110 龚倩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11 刘潇泽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112 李天琦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E1801113 张济达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14 张致涵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801115 王启藻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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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116 杨贺彭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17 崔雨萌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118 张有成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19 姜岱延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E1801120 王奥辉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121 熊唯嘉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22 李冀骁 男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三

CE1801123 李斯骢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二

CE1801124 张译之 女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125 李明晅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三

CE1801126 刘健哲 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27 梁壹然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28 郭佳晨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801129 王浩翔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30 张奕煊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131 苏元龙 男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高三

CE1801132 郭逸凡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33 戴泽恺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134 徐艺玮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135 崔轶锴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1136 梁奕飞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37 赵宇枞 男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01138 雷辰阳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139 吕程程 女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140 王涵祺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41 曾英豪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142 滕家齐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143 陈佳逸 男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1144 吴天淇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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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145 吴俣豪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E1801146 杨子祺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801147 叶芃威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148 李思颀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1149 王季霄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150 俞绍钧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151 杨朝晖 男 北京丰台二中 高三

CE1801152 张楷征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153 王世捷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154 张澜骞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二

CE1801155 吕航栊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56 姜广源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E1801157 胡玮硕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158 王若菡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159 戴正言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60 李新宁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161 朱绍铭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162 李爽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E1801163 李泽坤 女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164 刘加一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165 赵鹏飞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66 周雨蛰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二

CE1801167 张其翔 男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68 杨东岳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69 焦娆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E1801170 陈孝萱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高三

CE1801171 沈蔚然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172 申远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E1801173 常楷勋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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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174 韩凌宇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75 郭睿祎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E1801176 孙佳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77 房邦羽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E1801178 宫鑫宇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79 王凯钺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801180 刘亦乔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81 张昊 男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高二

CE1801182 孙书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183 温禹成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84 张祎祺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185 金斓煜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186 董怡君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87 王慎行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88 王天睿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89 王雨莹 女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801190 卢文恒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1191 孙静含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E1801192 武子睿 男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193 李怡婷 女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01194 李济泽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E1801195 贺子畅 女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196 张景彬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197 王东轩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CE1801198 张柏菲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199 胡光鑫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200 刘慧聪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201 裴钰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801202 路畅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北京市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CE1801203 刘知非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204 张家豪 男 北京市育英中学 高二

CE1801205 石昊康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206 曾云帆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207 张一诺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1208 张立冬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209 李靖华 男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高三

CE1801210 刘亦辰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211 李宇涵 男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高三

CE1801212 李宗泽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213 郑晏陶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214 付屹松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15 郝韵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216 孟禹铭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17 索骁驿 男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1218 赵梓骁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1219 胡开颜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E1801220 徐佳琪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E1801221 董彦雷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22 向鹏宇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223 王睿楠 女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224 朱谨依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25 黎之旭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E1801226 杨沛禹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E1801227 郭月皓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28 李欣然 女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229 刘霄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E1801230 胡宝文 女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E1801231 臧祎帆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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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1232 薛晨皓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E1801233 郑乐辰 男 北京市八一学校 高二

CE1801234 卢泓熹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235 李忠达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01236 郑雨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E1801237 张嘉月 女 北京市京源学校 高三

CE1801238 杨家齐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E1801239 田十宇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E1801240 马至尚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E1801241 陈乐怡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E1801242 黄天行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E1801243 丁凯瑞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S1801001 滕如一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02 吕康博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三

CS1801003 张梓航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01004 刘若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05 曲树槿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06 谯天健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07 吴松泽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08 彭嘉宁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09 钱豫强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10 盖景初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801011 刘励为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二

CS1801012 赵天齐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13 曾晟熙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14 高伟轩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015 胡纯斌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16 张钰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017 彭谨宏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18 陈知周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19 郝瑞瑄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801020 耿睿欣 女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21 赵怡临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022 张天苏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023 吴祚洲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24 张尧松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S1801025 张志航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26 毛沐汐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27 陈禹蔚 男 北京汇文中学 高二

CS1801028 陆启隆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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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1029 何天鹏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高三

CS1801030 韩宇辰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01031 尹佳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32 郭睿琳 男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高三

CS1801033 徐奕辰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34 王艺霖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35 陈嘉荣 女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二

CS1801036 李冬轩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37 翟元赫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38 孙若天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039 石定川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40 姚苏元 女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二

CS1801041 周天行 男 人大附中分校 高二

CS1801042 高梓芮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043 周涵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一

CS1801044 张钰洋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45 程博恩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S1801046 朱嘉悦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47 张天羿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S1801048 杨子璇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S1801049 黄子莟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50 刘雨节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51 李子沐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52 张宇晨 男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高三

CS1801053 王泰 男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54 庞兆桐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55 马宇超 男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56 肖旭森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一

CS1801057 李子达 男 北京市第九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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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1058 李依蒙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801059 杜雨时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060 林睿澄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S1801061 潘冠华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62 张书豪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63 赵龙飞 男 北京市平谷中学 高三

CS1801064 徐锦峰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三

CS1801065 夏乃珂 男 北京市育才学校 高三

CS1801066 吕梓沐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67 李一诺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068 金宇帆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S1801069 董博 男 北京市第二中学 高三

CS1801070 刘以阗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071 保天麒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72 张亦驰 男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73 安欣欣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74 朱胤宁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01075 张艺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76 夏昕阳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077 刘雨辰 女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1078 谢孜为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79 顾海涵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801080 王兆楠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81 康惟熙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CS1801082 雷东岳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01083 蒋奇樾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84 康舒涵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085 杨力忱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086 王天行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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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1087 秦润杰 男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高三

CS1801088 喻言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089 霍凯泽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01090 刘雨涵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91 裴春霖 男 北京市第十中学 高三

CS1801092 王右葭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093 张智豪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S1801094 何雨葳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S1801095 夏宇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096 安鸿旭 男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097 吴兴源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098 刘昊坤 男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

CS1801099 吴佳俊 男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00 姬晨轩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01 曹陈华睿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CS1801102 郭鑫淼 男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二

CS1801103 冯赞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三

CS1801104 高可心 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05 崔敬实 男 北京中学 高二

CS1801106 钱汭辰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07 钱行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08 刘昊雨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109 张义明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二

CS1801110 姚嘉一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111  轩辕畅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二

CS1801112 周非凡 男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13 石尉泽 男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高三

CS1801114 刘含清 女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15 秦勉 男 北京景山学校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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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1116 鲍秋实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S1801117 刘益逍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118 罗运泽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S1801119 吴尚霖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一

CS1801120 段善友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121 王梓涵 男 北京市育英学校 高一

CS1801122 张晓颖 女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1123 赵笑宇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801124 薛纪元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三

CS1801125 刘宇轩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验学校中学部 高三

CS1801126 孙亮亮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127 刘若楠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128 熊若彤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29 刘胤德 男 北京市第五中学 高二

CS1801130 张琳焜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CS1801131 桂卓蓝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32 宋玥琪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33 单华辰 男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34 宋高歌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二

CS1801135 禄博翔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801136 郭益铭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37 姜杉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801138 林宇辰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三

CS1801139 邵天骅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二

CS1801140 张行樾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141 王铮 男 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 高二

CS1801142 游畅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143 于淑蕾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44 邢雅茹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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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1145 何冰睿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146 陈云龙 男 北京市平谷中学 高三

CS1801147 鲍云天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48 李浩宇 男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1149 周珺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50 孟庆睿 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 高三

CS1801151 吴宇轩 女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高三

CS1801152 姜汉 男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53 李雨泽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三

CS1801154 赵尚澄 女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三

CS1801155 任雪菲 女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56 黄缨茜 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S1801157 王博涵 男 北京市第八中学 高一

CS1801158 李靖 男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59 樊星宇 男 北京市十一学校 高二

CS1801160 余紫萌 女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CS1801161 赵珑 男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62 刘涛 男 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 高三

CS1801163 刘思辰 女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64 龚梓波 男 北京市第四中学 高二

CS1801165 侯绪锐 男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高二

CS1801166 于润欣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1167 钱玺 男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高三

CS1801168 曹传溥 男 北京市一〇一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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