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C1818001 项晨东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1818002 何流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03 谢嘉烨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04 徐思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05 黄嘉诚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1818006 李秉轩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1818007 姚舒扬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08 陈璞阳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09 陈晟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10 高逸辰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11 叶行健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12 朱孟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13 蔡佳楠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1818014 黄思伟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1818015 孙天一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1818016 陈汛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1818017 金俊宇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18 林明露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1818019 张逸臻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1818020 朱涛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21 黄泓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1818022 刘奕博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1818023 钱一略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24 吴臻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25 沈天放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1818026 汪天尧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27 陈天豪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1818028 章至枰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1818029 卓昊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1818030 晁晨航 男 慈溪中学 高三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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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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18031 裘天予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32 胡家豪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33 何承芝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1818034 蒋励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35 林森鹏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1818036 寿依焘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1818037 王震 男 苍南县嘉禾中学 高三

C1818038 邬飞扬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1818039 金雨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40 张思源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41 洪力舟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1818042 马圣博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1818043 黄启睿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二

C1818044 郑裕杰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1818045 朱珏琦 女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1818046 葛昀宋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47 茅书源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1818048 杨振翔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1818049 林子涵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1818050 徐婷蕾 女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1818051 叶希伟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1818052 周逸川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1818053 陈可当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1818054 陈信宏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1818055 戴锦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一

C1818056 林觉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1818057 王添灏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三

C1818058 夏启东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1818059 张弛儿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1818060 郭沛承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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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18061 黄筠庭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1818062 李世鹏 男 海亮高级中学 高二

C1818063 李乐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一

C1818064 林鸿展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1818065 邵奕琛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66 石天元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67 徐沈熠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1818068 周宇翔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69 刘艺涵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70 王修远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71 傅江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1818072 沈扬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1818073 钟铄 男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1818074 安孝彦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75 丁佳豪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1818076 梁易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1818077 吴景辉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1818078 谢坤泽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1818079 钟郭伟 女 苍南县嘉禾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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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001 封项晨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02 胡宸畅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003 胡垲琳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E1818004 肖添杰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E1818005 徐浩程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E1818006 欧阳稷丰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07 沈旭凡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三

CE1818008 孙新树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09 王异鸣 男 慈溪中学 高三

CE1818010 颜伯儒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011 杨雯婧 女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E1818012 郑祉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13 姜汉桐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14 金芸珂 女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E1818015 李亦童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E1818016 刘泓健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二

CE1818017 孙翌凯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018 吴戈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19 仇佳铭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E1818020 黄文捷 男 苍南县嘉禾中学 高三

CE1818021 叶定辉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022 叶戎宇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023 徐一言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24 颜弋斐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25 黄鑫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26 金杰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浙江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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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027 吴晨源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E1818028 赵骏晖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029 刘政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030 裴俊辉 男 浙江省天台中学 高三

CE1818031 钱之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32 施宸昊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E1818033 王方懿康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34 姚前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35 程圣韬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36 李杨野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37 吴云聪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38 杨守森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39 郑雨珂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40 陈金泽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041 陈睿含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42 郭静筠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E1818043 金磊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044 刘时杰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45 毛陈诚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46 茅量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47 吴刘熠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CE1818048 王颢棋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049 王靖远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50 王政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51 赵沁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52 朱正升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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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053 鲍家毅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E1818054 蔡格非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55 刘楚安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E1818056 王曦元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57 周淼森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58 鲍宗博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59 王品淳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E1818060 徐洪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61 杨濠旗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62 李恒晖 男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063 邱瑞晨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64 徐柳飞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065 钟诚成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066 周猛超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67 曹宇超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E1818068 陈志宣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E1818069 金邦景 男 苍南县嘉禾中学 高二

CE1818070 张一驰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071 郑柯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E1818072 宗子睿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73 陈浩然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二

CE1818074 陈子渔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75 丁佳衍 男 嵊州中学 高三

CE1818076 金佳绒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77 来经天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78 李子傲 男 浙江省台州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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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079 王晨宇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80 吴梓境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081 徐温泽 男 浙江省青田县中学 高三

CE1818082 毛煜宁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83 盛天愉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三

CE1818084 谢子安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085 杨思诚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086 陈佳杰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87 顾宇杭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E1818088 黄圣儒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089 黄文轩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E1818090 王明昊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091 吴同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092 俞飞扬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093 郑天一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094 高若愚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E1818095 何轶洋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E1818096 魏叶林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E1818097 薛凯阳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098 张昊 男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18099 方鑫 男 乐清市嘉禾中学 高三

CE1818100 黄祎磊 男 浙江省湖州中学 高三

CE1818101 刘孔阳 男 台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102 刘妍贝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03 施冰砚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04 王书畅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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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105 张弛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06 张雨欣 女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107 岑逸辉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08 贺子茵 女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E1818109 黄浩东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10 林超轶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11 吕韪帆 男 浙江省新昌中学 高三

CE1818112 吕轩博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113 叶　慎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E1818114 余林涛 男 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115 邹仁蔚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16 高天蕙 女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三

CE1818117 黎兴典 男 杭州市富阳区江南中学 高二

CE1818118 李陈烨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E1818119 徐立麟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20 严婉颖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21 虞凌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22 张许言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23 金泽栋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E1818124 厉柏延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E1818125 林舒怀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26 余哲梦 女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127 郑惜匀 女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28 周橡南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E1818129 陈梓莹 女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30 李嘉诚 男 绍兴鲁迅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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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131 申屠轩滔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E1818132 沈瑶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33 张鑫 男 苍南县嘉禾中学 高二

CE1818134 朱辰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E1818135 陈欣宇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36 胡亦奇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37 黄驰超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二

CE1818138 李宇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39 刘厚吾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40 卢奕辰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E1818141 倪依卓 女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CE1818142 徐子豪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143 俞悦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44 周昱辰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45 庄乐遥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146 陈志博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47 戴志成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48 黄世宜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149 季舒啸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150 廖恒一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51 柳益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E1818152 沈心远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53 王筠博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54 周宏润 男 诸暨荣怀学校 高三

CE1818155 李嘉辉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56 卢奕宇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三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浙江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二等奖

CE1818157 莫云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58 王哲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159 吴思齐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160 龚诗涛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161 胡恒杰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E1818162 李鼎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E1818163 沈朱平 男 元济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164 屠一诺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165 王濛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66 王田宇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167 王泽瑜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E1818168 徐遥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169 陈奥博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E1818170 陈浩东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三

CE1818171 陈宇飞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72 陈孜起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一

CE1818173 冯贺煜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174 李忠震 男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E1818175 刘正茂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76 莫昊晨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177 莫宇辰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E1818178 裘小钰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79 盛弘毅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E1818180 方晗 女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E1818181 龚宸硕 女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E1818182 胡鑫华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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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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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183 励兵斌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84 潘昭原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185 邱仁慧 女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二

CE1818186 沈文欣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87 盛浩楠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E1818188 王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189 张弛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90 高文哲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191 李想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92 彭佳博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193 温泉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194 杨文涛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二

CE1818195 章展维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E1818196 戴铭洲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197 黄一锟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198 刘宇浩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199 沈叶青 女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200 夏平川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201 高力飞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E1818202 林俊如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203 倪瑱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04 吴天宇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E1818205 徐晨哲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206 方颖轩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二

CE1818207 顾嘉闻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208 李雨谦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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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209 李远楷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二

CE1818210 邵罡铭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11 徐天怿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12 陈扬韬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二

CE1818213 李泊铮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E1818214 林志鸿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E1818215 毛鑫涛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16 王浩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三

CE1818217 叶涵凯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二

CE1818218 朱德航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二

CE1818219 姚想 男 绍兴鲁迅中学 高二

CE1818220 丰璟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21 沈乐非 男 浙江省台州中学 高三

CE1818222 王喆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23 翁嘉艺 女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224 应哲怡 女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225 张一帆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226 陈敏凯 男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E1818227 戴海钊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E1818228 韩孟霖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229 姜棋午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一

CE1818230 梁宸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31 毛天柱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232 徐新焕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33 俞哲鸿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E1818234 边子修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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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235 陈天裔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236 方宏宇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E1818237 胡杨奕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38 金典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E1818239 琚研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40 梅晟敏 男 浙江省新昌中学 高三

CE1818241 石晟凯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242 斯瑞程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43 万昀鋆 男 诸暨荣怀学校 高二

CE1818244 王宇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三

CE1818245 严昕睿 男 杭州市富阳区江南中学 高三

CE1818246 詹陆毅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47 周睿琪 女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248 陈祥烨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249 黄榕易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0 金宸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1 李筠泽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E1818252 林星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3 许益豪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二

CE1818254 余天强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255 俞臣傲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6 章力承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7 郑怿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58 周志成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E1818259 钟沛辰 男 宁波市北仑中学 高三

CE1818260 傅梓航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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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261 胡均相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E1818262 李响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63 林巨晨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264 凌榆凯 男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E1818265 柳子淳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66 舒纯新 男 浙江省青田县中学 高三

CE1818267 许晨荃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E1818268 杨泽城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E1818269 郑舒怀 男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高二

CE1818270 左声远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E1818271 陈泽轩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三

CE1818272 潘奕成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二

CE1818273 施航超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E1818274 童安泽 男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18275 叶佳琦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E1818276 虞昀历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277 袁宇浩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二

CE1818278 钟璟文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E1818279 周逸杰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80 朱柯翰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E1818281 陈可 女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E1818282 高之瑞 女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

CE1818283 金浩杰 男 绍兴鲁迅中学 高三

CE1818284 施祺凡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85 吴沈亦非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一

CE1818286 郑儒佑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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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287 李骏闻 男 海亮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288 林琦皓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E1818289 罗海天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E1818290 田沐恒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291 汪心旷 男 杭州市富阳区江南中学 高二

CE1818292 温睿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一

CE1818293 俞凯杰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294 张润弘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E1818295 张子烨 男 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18296 陈霜满天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二

CE1818297 程郅骁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E1818298 姜一诺 女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299 林文轩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00 汤巧巧 女 浙江省天台中学 高三

CE1818301 余陈锋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E1818302 俞翰逸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二

CE1818303 傅佳月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04 江晨鸣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一

CE1818305 施舒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306 汪艺宸 男 浙江省温岭中学 高三

CE1818307 王宸俊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308 萧云洲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一

CE1818309 杨张帝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E1818310 虞靖然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E1818311 张江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12 曹泽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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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1818313 陈欣彤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14 林奕妙 女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E1818315 刘鹏 男 浙江省严州中学新安江校区 高三

CE1818316 马铭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17 毛永吉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CE1818318 沈家锐 男 浙江省春晖中学 高二

CE1818319 石玉琦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二

CE1818320 汪雨禾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E1818321 徐欣悦 女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18322 杨宇澄 男 浙江省湖州中学 高三

CE1818323 张弛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三

CE1818324 赵柏霖 男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

CE1818325 庄凌康烨 男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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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001 陈博一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002 黄钧豪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S1818003 陶章一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04 王则豫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005 徐闻达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06 张言博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07 张以恒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一

CS1818008 杜宇科 男 浙江省东阳中学 高二

CS1818009 蒋淼锦 男 浙江省东阳中学 高二

CS1818010 曹毅恒 男 浙江省温岭中学 高三

CS1818011 顾梁 男 浙江省春晖中学 高三

CS1818012 郭昊然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13 黄识翰 男 乐清市知临中学 高二

CS1818014 李子楠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S1818015 童传之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二

CS1818016 王天梵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17 俞书璇 男 嘉兴市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018 崔皓添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19 何恩煜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S1818020 龙宜萱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S1818021 施崇斌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二

CS1818022 施蒙洁 女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二

CS1818023 杨铮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24 郑泽宇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25 朱威柳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二

CS1818026 朱炜霖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三等奖

浙江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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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027 朱之玥 女 浙江省台州中学 高三

CS1818028 陈子墨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29 程一伦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030 姜来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31 李奕平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二

CS1818032 李域坚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S1818033 吕心绮 女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二

CS1818034 汪国涵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二

CS1818035 张沛奇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036 蔡宇聪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S1818037 蔡政远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38 陈俊杰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S1818039 胡程珏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040 胡姚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41 蒋懿辰 男 嘉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042 刘源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43 罗华鑫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S1818044 王佳允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一

CS1818045 王益泽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S1818046 王煜嘉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二

CS1818047 许陈韬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48 俞塽 男 永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049 钟一雲 女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二

CS1818050 周家鹏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S1818051 周元彬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52 江子昂 男 浙江省龙游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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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053 蒋尧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54 李欣然 男 浙江省长兴中学 高三

CS1818055 马舒扬 男 浙江省湖州中学 高二

CS1818056 王晨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057 王净然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58 吴郑啸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59 宣雨辰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060 杨杰晨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061 余沐佚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62 张丽婷 女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063 赵子恒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64 周洁若 女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S1818065 朱淇 女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三

CS1818066 赖嘉斌 男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067 李诗阳 男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68 林超凡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069 林毅恒 男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高三

CS1818070 刘叶楠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S1818071 娄敬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三

CS1818072 陆心悦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073 罗池婧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074 王田 男 浙江省江山中学 高二

CS1818075 温祖彤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三

CS1818076 叶瑶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077 俞京含 女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078 张志杰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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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079 章宇 男 浙江省台州中学 高三

CS1818080 赵广 男 浙江省瓯海中学 高三

CS1818081 郑胡斌 男 浙江省春晖中学 高二

CS1818082 蔡大为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83 陈立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S1818084 陈懿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S1818085 褚泓杰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S1818086 董宇博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087 方成栋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二

CS1818088 黄昊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89 姜铖然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90 李钦骋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三

CS1818091 沈紫菲 女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092 谢作领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093 徐疌 男 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094 俞淳凯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S1818095 张诗轩 男 玉环县玉环中学 高三

CS1818096 赵凯雅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097 周昊 男 宁波中学 高二

CS1818098 周伟杰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二

CS1818099 蔡铄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100 季玮轩 男 平阳县浙鳌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101 楼航宇 男 浙江省浦江中学 高二

CS1818102 沈桐 男 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03 施佳雨 女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S1818104 王震杰 男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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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105 徐智成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三

CS1818106 严子昂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S1818107 张蕴哲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高二

CS1818108 邹楹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109 蔡潘睿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110 陈梦园 女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二

CS1818111 陈智坚 男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S1818112 骆泯润 男 浙江省长兴中学 高三

CS1818113 王宏赏 男 浙江省天台中学 高三

CS1818114 徐言鸣 男 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15 叶展晨 男 浙江省湖州中学 高三

CS1818116 应振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117 庄逸灵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118 程乐洋 男 台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19 韩宇超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S1818120 黄益国 男 浙江省平阳中学 高三

CS1818121 刘志轩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22 卢昱列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S1818123 吕昌朋 男 永康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24 毛佳烽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三

CS1818125 王相鉴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二

CS1818126 夏梓喻 女 浙江省温州中学 高二

CS1818127 徐凡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S1818128 徐威 男 浙江省龙游中学 高三

CS1818129 杨凯文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二

CS1818130 虞晨煦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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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131 张芝豪 男 永嘉中学 高二

CS1818132 祝皓雪 女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三

CS1818133 陈轩石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一

CS1818134 方镱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135 洪炜杰 男 台州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36 金可欣 女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37 金裕杰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38 李奥法 男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39 廖安旭 男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40 林肯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三

CS1818141 孙子骁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二

CS1818142 王骏 男 浙江省诸暨中学 高二

CS1818143 杨中宁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S1818144 陈珂怡 女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S1818145 方翀宇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46 冯锦雯 女 慈溪中学 高三

CS1818147 廖乘涛 男 浙江省淳安中学 高三

CS1818148 刘懿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149 陶杨 男 浙江省春晖中学 高二

CS1818150 田正言 男 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51 王梦茹 女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152 王润泽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53 王奕辰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二

CS1818154 徐嘉骏 男 浙江省丽水中学 高二

CS1818155 叶翔 男 浙江省平阳中学 高三

CS1818156 余妮珈 女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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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818157 周晨睿 男 浙江省萧山中学 高二

CS1818158 邹圣琦 男 浙江省浦江中学 高二

CS1818159 陈思远 男 浙江省台州中学 高二

CS1818160 丁阳 男 绍兴市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61 董思顺 男 浙江省平阳中学 高二

CS1818162 傅典轩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63 林晗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S1818164 阮启涵 男 浙江省舟山中学 高三

CS1818165 童正语 男 宁波市镇海中学 高二

CS1818166 王森 男 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三

CS1818167 徐时昊 男 浙江省苍南中学 高三

CS1818168 许亦琦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二

CS1818169 赵邦森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一

CS1818170 朱天宇 男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高二

CS1818171 陈青芸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72 丁柯杨 男 慈溪中学 高二

CS1818173 丁潇彤 女 嵊州中学 高三

CS1818174 范康桥 男 海宁市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75 韩幸宇 男 浙江省余姚中学 高二

CS1818176 潘李哲 男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77 史冬宇 男 海宁市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78 谢韪韪 男 浙江省天台中学 高三

CS1818179 姚一语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S1818180 张凌嘉 男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81 张琦 男 浙江省仙居中学 高三

CS1818182 赵宇骐 男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一



 

 

 

证书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全称 年级

三等奖

浙江省 第32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获奖学生名单

CS1818183 朱怡宁 女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高二

CS1818184 陈想 男 杭州外国语学校 高三

CS1818185 陈心悦 女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86 丁炳潮 男 浙江省新昌中学 高三

CS1818187 胡应东 男 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88 季沐阳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S1818189 贾子仪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190 金义航 男 浙江省义乌中学 高二

CS1818191 雷帅 男 浙江省武义第一中学 高三

CS1818192 钱宇哲 男 海亮高级中学 高二

CS1818193 王　宇 男 浙江省富阳中学 高三

CS1818194 王加宁 男 浙江省桐庐中学 高三

CS1818195 王应康 男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 高三

CS1818196 徐良辉 男 浙江省瑞安中学 高二

CS1818197 许幹哲 男 宁波市鄞州中学 高三

CS1818198 应旷野 男 浙江省温岭中学 高三

CS1818199 余隽凡 女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高二

CS1818200 周俞嘉麒 男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高二

CS1818201 葛晓婷 女 浙江省东阳中学 高二

CS1818202 杨枫 男 浙江省东阳中学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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