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803001 魏双滢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02 齐鑫泽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03 邓皓洋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04 张介宾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05 刘子鹏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06 柴文涛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1803007 李奕杉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1803008 汤霄宇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09 樊乙萱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1803010 周天浩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11 宋宇豪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803012 孙泽英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803013 罗劲桐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14 徐赫 男 杨村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15 王知衡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1803016 熊若熙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803017 李奇林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18 赵贻骓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1803019 陈祎璠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20 崔凯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1803021 陈成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1803022 王尔萱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23 杨雅晴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24 张润泽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1803025 殷安彤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1803026 魏旭生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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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03027 王与时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1803028 王新元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1803029 陈墨晗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30 张家华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1803031 孙一民 男 宝坻区第四中学 高三

C1803032 孙林仲毅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1803033 曹一川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E1803001 赵翊哲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02 曹世泽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3003 鄢驰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3004 王天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3005 孔德晟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E1803006 李涵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3007 杨佳讯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08 付树悦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09 刘静琦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10 王浩臣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11 侯鑫龙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3012 王天祺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13 张慕风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14 王欣蔚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E1803015 卢鹏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16 刘冠阳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E1803017 张佳迅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18 张运晗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19 强皓然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E1803020 李金晓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21 贾然钧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803022 路子平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23 刘菲芃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24 赵璐欣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803025 胡锦洋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26 王淳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27 赵茗宇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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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03028 罗晓宇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29 董彦辰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E1803030 陈中皓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803031 张泽明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32 于皓博 男 耀华中学 高二

CE1803033 林龙云 男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03034 蒋昀成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E1803035 赵绪翔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E1803036 吴亦泽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37 吴晟华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E1803038 王泽豪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39 戴蕾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40 张祁 女 杨村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41 魏子雄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E1803042 潘云石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03043 杨浩志 男 芦台一中 高三

CE1803044 王琰卓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E1803045 王云淏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E1803046 田琳 女 外大附校 高二

CE1803047 孟德华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E1803048 李兆祥 男 静海一中 高三

CE1803049 冯籽荃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E1803050 国恩华 男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二

CE1803051 崔家田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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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3001 杨承坤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S1803002 肖泽栋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803003 孙瑞涛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S1803004 曹宇鹏 男 蓟州区一中 高二

CS1803005 吕晟均 男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06 刘滢 女 杨柳青一中 高三

CS1803007 刘书豪 男 芦台一中 高二

CS1803008 李冠臻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S1803009 王云清 男 杨村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10 史舒帆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3011 刘佳欣 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12 杜莹 女 新华中学 高三

CS1803013 郑茗恩 男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803014 赵志伟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803015 曾子凡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3016 安子绪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803017 朱梦蕾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803018 周子乔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3019 陈林栖 男 耀华中学 高三

CS1803020 张毅驰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3021 张书源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S1803022 杨弋鸥 女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23 邢超伟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24 曾堃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803025 谢浩峰 男 静海一中 高三

CS1803026 吴浩洋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803027 王玏 女 杨柳青一中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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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03028 秦佳宁 女 耀华中学 高二

CS1803029 关健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3030 张斯惟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S1803031 王梓竹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803032 汪宇童 男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二

CS1803033 宓照琪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S1803034 崔凯旋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S1803035 陈嘉玮 男 新华中学  高三

CS1803036 张子跃 男 芦台一中 高三

CS1803037 杨熙政 男 杨村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38 王丁丁 女 耀华中学 高三

CS1803039 王琮恺 男 耀华中学 高二

CS1803040 王晨玥 女 天津市实验中学 高三

CS1803041 马千一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803042 李馨雨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三

CS1803043 郭艳 女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44 邢舜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45 王怡涵 男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高三

CS1803046 王浚哲 男 天津市宝坻区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47 王博迪 男 天津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03048 潘晓清 女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803049 马子健 男 天津市南开中学 高二

CS1803050 马俊野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CS1803051 刘啸宇 男 天津市河东区天铁第二中学 高三

CS1803052 李淼 女 芦台一中 高三

CS1803053 郭旭 男 滨海新区汉沽第一中学 高三

CS1803054 耿海维 男 新华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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