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编号 组委会 市 赛项名称 参赛组别 选手姓名 学校名称 指导教师 奖项

16NONC00008 广东省 深圳市 24点计算 小学组 张子凡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鼎太小学 李美玲 一等奖

16NOSC00038 广东省 深圳市 24点计算 小学组 陈翰林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小学 黄庆红 一等奖

16NOSC00034 广东省 深圳市 打字赛跑 小学组 卢俊斌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小学 徐进涛 一等奖

16NONX00007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张敬 海口市第九小学 刘晓辉 一等奖

16NOSX00037 安徽省 合肥市 键盘输入 小学组 杨晨阳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一等奖

16NOSX00033 安徽省 合肥市 连续输入数字 小学组 徐靖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一等奖

16NOPC00017 重庆市 重庆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苟轩宇 树人景瑞小学 陈蓝 一等奖

16NOLC00014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李禹剑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刘溪 一等奖

16NOLX00012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志勇 一等奖

16NOJC00012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志勇 一等奖

16NOJX00001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7×

7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第二外国语海德学校 刘志勇 一等奖

16NODC00004 广东省 深圳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程大拙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小学 冯霞辉 一等奖

16NODX00002 广东省 深圳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张子凡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鼎太小学 李美玲 一等奖

16NOHX00007 安徽省 合肥市 打字赛跑 小学组 王玉珩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陈冬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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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NOSX00015 安徽省 合肥市 打字赛跑 小学组 杨敏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二等奖

16NOSC00009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杨丹 海口市第九小学 刘晓辉 二等奖

16NOPX00001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符蓝中 海口市第九小学 刘晓辉 二等奖

16NOJG00009 湖北省 武汉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葛宇桐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夏彦灵 二等奖

16NOGX00029 湖北省 武汉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游睿阳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秦伟航 二等奖

16NOHC00006 湖北省 武汉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李君怿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陈志贤 二等奖

16NOSC00007 广东省 深圳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李禹剑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刘溪 二等奖

16NOGX00018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丁媛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郭玲 二等奖

16NOHX00002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慕乐平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吴燕霞 二等奖

16NOSX00011 安徽省 合肥市 键盘输入 小学组 慕乐平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吴燕霞 二等奖

16NOGC00017 广东省 深圳市 键盘输入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志勇 二等奖

16NOHX00009 重庆市 重庆市 连续输入数字 小学组 袁晟杰 树人景瑞小学 廖泽露 二等奖

16NOGX00019 广东省 深圳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李禹剑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刘溪 二等奖

16NOHX00001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许新承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二等奖

16NOHX00003 重庆市 重庆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郭小渝 树人景瑞小学 李洁 二等奖

16NOGC00026 重庆市 重庆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许宇轩 树人景瑞小学 李洁 二等奖

16NOGX00006 湖北省 武汉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李君怿 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陈志贤 二等奖



16NOHX00010 安徽省 合肥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程问之 合肥和平东校 程若军 二等奖

16NOJX00007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李禹剑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刘溪 二等奖

16NODX00010 湖北省 武汉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王志强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韩琴 二等奖

16NODX00005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7×

7
小学组 李禹剑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 刘溪 二等奖

16NOPC00018 海南省 海口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齐奕程 海口市第九小学 刘晓辉 二等奖

16NOLX00002 湖北省 武汉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任芷菲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孙晓娣 二等奖

16NONX00003 安徽省 合肥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刘凯轩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钟晓丹 二等奖

16NOSX00014 安徽省 合肥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刘浩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陈冬梅 二等奖

16NOPX00002 海南省 海口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王朝昊 海口市第九小学 刘晓辉 二等奖

16NOLC00007 安徽省 合肥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施子鹏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陈冬梅 二等奖

16NOLX00003 安徽省 合肥市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孙博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陈冬梅 二等奖

16NOJX00003 重庆市 重庆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周承毅 树人景瑞小学 屈秀洁 二等奖

16NODX00003 广东省 深圳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志勇 二等奖

16NON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打字赛跑 小学组 施子鹏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吴燕霞 三等奖

16NONX00002 广东省 深圳市 打字赛跑 小学组 赵元柏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刘志勇 三等奖

16NOHC00005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孙雅雯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S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狄雨欣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郭玲 三等奖



16NOPX00003 湖北省 武汉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姜玟守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秦伟航 三等奖

16NOLC00008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俞子娴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L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蒋博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郭玲 三等奖

16NOJ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杨敏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DX00008 广东省 深圳市 过目不忘 小学组 刘理安 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小学 陈晓丹 三等奖

16NOPX00005 安徽省 合肥市 键盘输入 小学组 孙雅雯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LC00006 安徽省 合肥市 键盘输入 小学组 蒋博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SX00001 安徽省 合肥市 连续输入数字 小学组 张轩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LC00005 安徽省 合肥市 连续输入数字 小学组 孙雅雯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PX00006 安徽省 合肥市 连续输入数字 小学组 刘凯轩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钟晓丹 三等奖

16NOG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张振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SX00002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宇文昊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陈冬梅 三等奖

16NOGX00002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蒋博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刘应琼 三等奖

16NOPX00004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孙雅雯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刘应琼 三等奖

16NOGX00001 安徽省 合肥市 拼中国地图 小学组 周奕扬 合肥市屯溪路小学 刘应琼 三等奖

16NOGX00007 安徽省 合肥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苏瑾瑞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宁凡 三等奖

16NOSX00010 湖北省 武汉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葛宇桐 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夏彦灵 三等奖



16NONX00006 内蒙古 包头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郭浩泽 东河区工业路第二小学 李喜军 三等奖

16NOHC00012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刘理安 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小学 陈晓丹 三等奖

16NOHX00011 安徽省 合肥市
舒尔特方格5×

5
小学组 孙博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程若军 三等奖

16NOSX00036 湖北省 武汉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童文静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黄杨 三等奖

16NOSX00031 安徽省 合肥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苏瑾瑞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程若军 三等奖

16NOSC00030 安徽省 合肥市
舒尔特方格6×

6
小学组 孙博文 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 程若军 三等奖

16NOPC00021 内蒙古 深圳市包头 数字华容道 小学组 刘昱昆 内蒙古包头市一机小学 李素萍 三等奖

16NOLC00010 湖北省 武汉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左明宇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孙晓娣 三等奖

16NOLX00001 湖北省 武汉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王志强 青山区钢城十二小 孙晓娣 三等奖

16NOJG00010 安徽省 合肥市 速算全能 小学组 刘凯轩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钟晓丹 三等奖

16NODC00014 广东省 深圳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吴佳睿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一等奖

16NOHC00014 淄博市 淄博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李昊坤 桓台县世纪中学 李季 一等奖

16NOHX00008 广东省 深圳市 键盘输入 初中组 姚彦希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一等奖

16NOSC00035 广东省 深圳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姚瑶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一等奖

16NOSC00046 淄博市 淄博市 拼中国地图 初中组 张毓翼 桓台县世纪中学 李季 一等奖

16NOPX00015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邓超敏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蔡俊添 一等奖

16NOGX00027 广东省 深圳市 数字华容道 初中组 谭家权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一等奖



16NONX00005 淄博市 淄博市 打字赛跑 初中组 孙晨博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NOHC00015 海南省 海口市 打字赛跑 初中组 陈德舜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SX00044 天津市 天津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王一凡 天津市静海区沿庄镇东滩头中学 刘东辉 二等奖

16NOLC00011 广东省 深圳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姚彦希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二等奖

16NOGC00025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詹荣基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DX00001 淄博市 淄博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吴培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NOHX00004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石培骏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SX00041 海南省 海口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郑世锐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GC00034 天津市 天津市 过目不忘 初中组 李文通 天津市静海区沿庄镇东滩头中学 李兰芝 二等奖

16NOSC00025 淄博市 淄博市 键盘输入 初中组 史雨赫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NOGX00021 淄博市 淄博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刘秀杰 桓台县世纪中学 李季 二等奖

16NOSX00003 广东省 深圳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刘嘉娴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二等奖

16NOGC00037 广东省 深圳市 拼中国地图 初中组 刘嘉娴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二等奖

16NOGC00015 淄博市 淄博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史元森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NOGX00031 海南省 海口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郑世锐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GC00016 海南省 海口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石培骏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GX00003 天津市 天津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高士铎 静海五中 赵振亮 二等奖



16NOSX00029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6×

6
初中组 邓超敏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蔡俊添 二等奖

16NOPX00014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6×

6
初中组 陈润森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二等奖

16NOGX00032 广东省 深圳市
舒尔特方格7×

7
初中组 邓超敏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蔡俊添 二等奖

16NO2X00004 淄博市 淄博市 数字华容道 初中组 胡少凯 桓台县世纪中学 李季 二等奖

16NOPC00007 淄博市 淄博市 数字华容道 初中组 张玉函 桓台县世纪中学 闫涌泉 二等奖

16NOJC00005 海南省 海口市 数字华容道 初中组 陈德舜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二等奖

16NOJC00006 淄博市 淄博市 速算全能 初中组 徐梓凯 桓台县世纪中学 李季 二等奖

16NOSX00005 海南省 海口市 键盘输入 初中组 石磊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SC00008 海南省 海口市 键盘输入 初中组 郑世锐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PX00004 海南省 海口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郑世锐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LC00008 海南省 海口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詹荣基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LC00006 海南省 海口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石培骏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LC00005 海南省 海口市 连续输入数字 初中组 陈长耀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PC00007 海南省 海口市 拼中国地图 初中组 陈长耀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GX00005 海南省 海口市
舒尔特方格5×

5
初中组 詹荣基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SX00028 海南省 海口市 数字华容道 初中组 郑世锐 海口市第四中学 陈兴利 三等奖

16NOPX00019 广东省 深圳市 速算全能 初中组 祝明瑄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中学 马婧如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