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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001 李远卓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2 刘飞宇 男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3 杨数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4 王之畅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5 陈亦逍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06 蔡鑫榆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07 傅坚军 男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8 柯涵韬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09 徐若涵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10 熊彦铭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1 钱其乐 男 浙江省 浙江省严州中学新安江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12 王曹尔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3 刘竞暄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4 张家硕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5 肖逸凡 男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6 赵邦森 男 浙江省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7 汪浩然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18 赵宇轩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19 赵书翰 男 浙江省 乐清市知临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0 周晨昊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1 刘天冉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2 陈卓林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3 杨胜杰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4 周正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25 周稚坤 男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26 钟淼存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27 谭翔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8 赵子文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29 王天一 男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0 王赞越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1 吴尚霖 男 北京市 北京市育英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32 李鑫昊 男 河北省 河北衡水中学 一等奖

第34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决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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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033 胡建波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4 刘俊祺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5 熊炳伊 男 湖北省 黄冈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6 李原宁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7 林宇晗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8 黄章毅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39 申思宇 男 江苏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0 吴凌沨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41 温睿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2 张秀滨 男 山东省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3 何旭洋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44 孟梓墨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5 刘宇轩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6 林勃旭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7 卞议德 男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48 李逸伦 男 北京市 北京市育英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49 刘践之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0 陈涵宇 男 湖北省 黄冈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1 滕家齐 男 北京市 北京市十一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52 蔡中平 男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3 吴柏宇 男 广东省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4 赵博涵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5 王志鑫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6 戴一丁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7 李跃飞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8 云桢宇 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59 鲁彬悦 女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60 裘恩俊 男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61 黄正东 男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2 张天晔 男 江苏省 江苏省常熟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3 侯元朗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64 李昊恩 男 安徽省 淮北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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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065 张毅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6 丁好 男 江苏省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7 蔡嘉木 男 浙江省 乐清市嘉禾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8 黄宇欣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69 詹乐澍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0 余茂生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1 李飞扬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2 和沛淼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3 唐汪宇达 男 北京市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4 高家炘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5 肖遥 男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6 李岷洲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77 朱奕蒙 女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8 呼默雷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79 朱弘毅 男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0 刘烈柯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1 覃君锐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 一等奖

CChO-JS20082 谈逸凡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3 梁敏浩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4 叶洪锦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5 李云舒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6 赵恩涵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7 郁子轩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88 吉远旭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89 卢佳雨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90 毕志晗 男 辽宁省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1 关龙宇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2 薛玉涵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3 王雪瑶 女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4 谢霖 男 北京市 北京市十一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95 王彬屹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096 陈诚 男 湖北省 武汉市武钢三中 一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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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097 孙志豪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8 邵原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099 王金坚 男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0 毛钰乾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01 罗桢子 男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2 王舟远 男 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蛟川书院 一等奖

CChO-JS20103 马智鸿 男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04 王相林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5 邓卓坪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6 王嘉月 女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07 温锐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8 叶子瑞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鹰潭市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09 刘锦帆 男 陕西省 西安市铁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0 胡宇辰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1 田芃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2 杨志浩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3 魏廷儒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4 方林俊 男 湖北省 黄冈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5 胡天然 男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16 梅子坤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7 胡嗣淇 男 湖北省 黄冈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18 王若鑫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19 凌宿寒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20 赵鹏傲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21 李皓宇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一等奖

CChO-JS20122 李文梁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23 田宇齐 男 山东省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24 邓俊麟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一等奖

CChO-JS20125 雷睿诗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26 徐连凯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27 宗毅健 男 陕西省 西安市铁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28 林旋律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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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129 高喻喆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30 唐俊豪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31 刘志阳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32 周乾康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33 孙屹申 男 吉林省 东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134 童逸周 男 浙江省 浙江省东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35 王梓涵 男 北京市 北京市育英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36 高素晴 女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37 卜翰飞 男 江苏省 江苏省盐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38 朱斌熙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39 王鑫尧 男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0 傅周 男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1 李铭赫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2 喻杰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3 孙禹泽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44 钟嘉鑫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八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45 宋轩宇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6 封孔昌 男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47 张旭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48 宋俊熙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49 严梓文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0 杜英豪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1 王智垚 男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2 刘德昊 男 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3 户显恩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54 万笑含 女 浙江省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5 龚敏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6 郝昕 男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7 张栖铭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8 葛毓真 女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59 张未硕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0 孟煜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二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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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161 查岳松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2 吴芷涵 女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3 何飞成 男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64 杜欣煜 男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5 陈越周 男 上海市 上海市七宝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6 刘松瑞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7 张洲语 男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8 刘双宁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69 谷志磊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0 丁煦洋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1 徐慕鸿 男 江苏省 江苏省盐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2 施博宇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3 唐晨鸣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4 陈震宇 男 湖北省 黄石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5 徐缉江 男 江西省 江西省高安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6 刘明昊 男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77 蔡浩然 男 浙江省 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78 林坚铮 男 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79 周锐 男 吉林省 东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180 史峻嵩 男 重庆市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81 赵廷昊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2 王哲宇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3 汤哲栋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4 刘霄航 男 上海市 上海市上海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5 孙鹏 男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6 万乘 男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7 刘憬阳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8 谢欢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89 韩义豪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0 田皓文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191 崔子昂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2 刘骅震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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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193 於方可 男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4 张博康 男 陕西省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5 任悠然 男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6 周涵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7 张毓杰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8 郑云帆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三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199 綦雄飞 男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0 陈志鸿 男 江西省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1 詹海 男 浙江省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2 李文煜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203 肖宇迪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4 武承文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05 李豪 男 湖北省 黄冈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6 宗承浩 男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7 陈敬旸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8 邢蓝心 女 辽宁省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09 郎乔睿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0 刘志哲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1 赵思诚 男 上海市 上海市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12 杨家齐 男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3 李恒悦 男 河北省 邯郸市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4 张子璇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15 张嘉楷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16 龙垚羲 男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7 王彰炜 男 浙江省 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18 吉彦东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19 金曈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0 吴承达 男 上海市 上海市上海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1 张美伊 女 北京市 北京市第四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2 陈艺翔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3 虞航 男 江西省 江西省上饶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4 何欣悦 女 天津市 天津市实验中学 二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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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225 梁科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高级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6 梅馨元 男 河南省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7 杨亦博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28 郑文飞 男 河南省 平原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29 唐行晨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0 方璇琦 男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1 沈昕 男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2 张兆骥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233 李佳晖 男 山东省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4 朱逸轩 男 陕西省 西安市铁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5 王子唯 男 安徽省 合肥一六八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6 王子羲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寿县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7 李睿童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8 汤镒年 男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39 章海川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宣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0 张焘绎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41 宫子卓 男 吉林省 东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242 肖旭森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3 王天乐 男 广东省 深圳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4 徐玉昆 男 江西省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5 薛子晟 男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6 王子涵 男 上海市 上海市上海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7 焦健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48 陈勃宇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49 郭砾夫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0 曹澜译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51 靳禹安 男 天津市 天津市新华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2 姚夏奕 男 浙江省 浙江省萧山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3 吴梓荣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4 孙昱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5 熊筱 男 安徽省 合肥市第六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6 张恩齐 男 吉林省 东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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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257 井与 男 辽宁省 东北育才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58 黄怡瑾 女 福建省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59 黄启炀 男 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60 杨俊朝 男 吉林省 东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261 王雅萱 女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二等奖

CChO-JS20262 王念修 男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3 徐乾翔 男 上海市 上海市七宝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4 李文锋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5 李卓凡 男 陕西省 西安市铁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6 张济麟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7 郑嘉乐 男 湖北省 武汉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68 苏睿康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69 孙健哲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70 窦骏恒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1 王骋宇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72 格伟航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3 赵琛贤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74 吴思越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5 吕兆博 男 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6 叶展廷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7 贺殿鑫 男 吉林省 长春吉大附中实验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78 陆寿林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临桂区临桂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79 张成一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0 江曲辰 男 安徽省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1 李伯洋 男 北京市 北京市十一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82 许志翾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3 秦家鹏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4 翟飞涵 男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5 陈智轩 男 四川省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86 吴匡义 男 安徽省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二等奖

CChO-JS20287 周振华 男 广东省 深圳外国语学校 二等奖

CChO-JS20288 李屹恺 男 河南省 郑州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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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289 黄佳宝 男 河南省 河南省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0 吉翔 男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1 张文櫆 男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2 刘栗汀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3 赵孜硕 男 山东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4 李彧涵 男 北京市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三等奖

CChO-JS20295 游雨杭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南开中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296 李泽川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7 周禾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8 郑子丰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299 陈国辉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0 李洋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三等奖

CChO-JS20301 李嘉伟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2 刘政东 男 山西省 山西省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3 唐一早 男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4 吴丁洋 男 天津市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05 林楠奇 男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6 刘濯锦 男 江苏省 江苏省盐城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7 吉翔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8 姜喆文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09 汪泓存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0 李茁澳 男 天津市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11 李思涵 男 江苏省 南京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12 万力榕 男 四川省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13 张一麟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四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4 吴宇丰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5 农云山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6 鹿修齐 男 江苏省 徐州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7 钟其言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18 王奕捷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19 郑力彰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0 何琬仪 女 海南省 海南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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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321 张昊翔 男 天津市 天津市耀华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2 牛劭茁 男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3 陈昕童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4 吴博超 男 广东省 汕头市潮阳实验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25 罗宇 男 福建省 晋江市南侨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6 罗钟诗琪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7 杜予硕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海门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8 熊伟 男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29 徐明睿 男 辽宁省 抚顺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0 戴则城 男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1 沈映彤 女 辽宁省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2 黄汉彬 男 福建省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3 隋东宸 男 吉林省 吉林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4 武星睿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5 方凯嵩 男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6 侯仁哲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7 肖竣仁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8 马谦益 男 云南省 云南省昭通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39 和家毅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铁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0 朱德鑫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1 张茗淇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2 郭浩天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二中 三等奖

CChO-JS20343 李寒露 女 贵州省 遵义清华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4 翁兴楷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5 王英旭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德强学校 三等奖

CChO-JS20346 朱睿扬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7 许竣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8 郑世奇 男 辽宁省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49 崔清扬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银川一中 三等奖

CChO-JS20350 程亦嘉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1 林子木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2 施远卓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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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JS20353 袁正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淮阴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4 王赞茗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5 王思杰 男 贵州省 贵阳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6 闫奕州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7 高杰杨 男 贵州省 贵州省兴义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8 赖文定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高级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59 张庭祯 男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0 曾令泽 男 甘肃省 民勤县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1 赖稳彰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2 何梓俊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3 毛顺宇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4 樊昱潇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5 杨睿禹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6 南山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三等奖

CChO-JS20367 侯帅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三等奖

CChO-JS20368 游笑权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69 宋易臻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三等奖

CChO-JS20370 胡涛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1 任益铭 男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2 胡金桃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钢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3 李奕霖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4 王道杨 男 海南省 海南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5 冯北辰 男 甘肃省 陇南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6 樊炫隆 男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第九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7 王海玥 女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78 赵熠 男 甘肃省 西北师大附中 三等奖

CChO-JS20379 林财科 男 贵州省 贵州省六盘水市第三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80 赵志鹏 男 云南省 临沧市第一中学 三等奖

CChO-JS20381 周盛廷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实验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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