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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NCX00070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陈乐垚 唐智贤 广德实验小学 林莉 一等奖

16ZNCX00093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陈卓 刘时鸣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迟新亮 一等奖

16ZNCX00006 安徽省 合肥市 小学组 贺翌阳 朱黄齐煜 合肥市大通路小学 袁明刚 一等奖

16ZNCX00007 广东省 佛山市 小学组 胡子衡 陆梓浩 广东省佛山市白燕小学 蔡虹 一等奖

16ZNCX00010 广东省 佛山市 小学组 陈梓桦 邹添乐 广东省佛山市白燕小学 余家宁 一等奖

16ZNCX0007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昊霖 赵宣睿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安建军 一等奖

16ZNCX00104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李羽瀚 周阳阳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校 冯卓 一等奖

16ZNCX00005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黄瑞 滕佳琪 芜湖市高安中心小学 盛伦玉 一等奖

16ZNCX00316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孙艺豪  张泰宁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一等奖

16ZNCX00004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刘奕鸣 凤弋鸣 安徽芜湖解放西路小学 戴静 二等奖

16ZNCX00310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陶莹 徐铭 芜湖市高安中心小学 江松柏 二等奖

16ZNCX00350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朱子默 赵姝玙 南瑞实验学校 谢志刚 二等奖

16ZNCX0030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蔡怡豪 戴郑源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王芳 二等奖

16ZNCX0007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启迪 夏文达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金美丽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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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NCX00016 山东省 烟台市 小学组 陈昱烨 李宇昕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办事处珠玑小学 李克福 二等奖

16ZNCX00027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赵启行 周旭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卢亚丽 二等奖

16ZNCX0007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胡成辉 李文沛 三道街小学 叶胜 二等奖

16ZNCX00017 山东省 烟台市 小学组 崔倬玮 冯雨晨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办事处珠玑小学 李肖肖 二等奖

16ZNCX00087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孙达文 汤郑灏 宜兴市实验小学 顾云峰 二等奖

16ZNCX00011 江苏省 南通市 小学组 姜梁 徐嘉忆 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小学部 秦许峰 二等奖

16ZNCX00022 浙江省 杭州市 小学组 黄颂琪 李明心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胡艳 二等奖

16ZNCX0007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轩瑜 张正宇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张学 二等奖

16ZNCX00091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胡俊宇 杨骐源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刘玉平 二等奖

16ZNCX00092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戴显权 柯涵元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刘玉平 二等奖

16ZNCX0031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宇星 郝昱皓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二等奖

16ZNCX00069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邱端辰 刘浩然 广德实验小学 林莉 二等奖

16ZNCX0007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傅子恒 明语桐 三道街小学 叶胜 二等奖

16ZNCX0008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聂泓宇 许玮珊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安建军 二等奖

16ZNCX00103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田宜可 周诗叡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胡必列 二等奖

16ZNCX0002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相宁 徐浩严 重庆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 卢亚丽 二等奖

16ZNCX00318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东俊 任子沐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二等奖



16ZNCX00023 浙江省 杭州市 小学组 蔡蜂语 刘毅恺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长乐小学 顾晨飞 二等奖

16ZNCX00076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杨浩桐 杨留彬 天津市红桥区中心小学 熊伟 二等奖

16ZNCX00094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凌枫 凌杨 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 陈舒琦 二等奖

16ZNCX00101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蒲晓宇 文玮锋 重庆市江北区鸿恩实验学校 刘炳城 二等奖

16ZNCX00018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李政翰 梁艺凡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杨淑霞 二等奖

16ZNCX00012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洪景天 徐逸川 常州市觅渡桥小学 常州市正衡中学 陆钟兴 三等奖

16ZNCX00021 浙江省 杭州市 小学组 沈倪冉 姚宋瑜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第一小学 杭州卖鱼桥

小学
刘飞成 三等奖

16ZNCX00075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勖宸 朱国徽 天津市红桥区中心小学 熊伟 三等奖

16ZNCX00013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许楷 赵周道 常州市天宁区朝阳二小 常州市清凉小学 陆钟兴 三等奖

16ZNCX00085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魏源 张嘉伟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陆琳洁 三等奖

16ZNCX00313 山东省 潍坊市 小学组 丛久杰 张兆鑫 临朐东城街道兴安小学 郑晓 三等奖

16ZNCX00014 江苏省 苏州市 小学组 顾旭杰 徐沁瑜 苏州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张晓峰 三等奖

16ZNCX00086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邓锡武 彭世满 无锡市稻香实验小学 陆琳洁 三等奖

16ZNCX00074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刘余熙 徐佳铖 山鹰小学 魏艳 三等奖

16ZNCX0031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超博 塔娜 九原区蒙古族小学 云波 三等奖

16ZNCX00335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睿乔 王星磊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三等奖

16ZNCX00700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杨一达 肖凯元 青岛大学路小学 贾文静 三等奖



16ZNCC0030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家一铭 张书源 淄博柳泉中学 侯东秀 一等奖

16ZNCC0070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陈奕霖 赵韵惠 青岛实验初级中学 林焕民 一等奖

16ZNCC00034 江苏省 常州市 初中组 管芙玄 张雨鸿 常州正衡中学 陆钟兴 一等奖

16ZNCC00031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陈若谷 张宁楠 南京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滨江中学 戴中 一等奖

16ZNCC00036 浙江省 乐清市 初中组 金驿肇 张以锦
乐清市公立寄宿学校 乐清市教师发展中

心附属初级中学
黄可淮 一等奖

16ZNCC00780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张惠睿 孙海伦 潍坊市临朐县城关街道城关初级中学 姜伟 二等奖

16ZNCC0008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陈齐暄 路昊龙 淄博柳泉中学 侯东秀 二等奖

16ZNCC0003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袁新博 周华禹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张爱华 二等奖

16ZNCC0008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付子涵 何盈璇 淄博柳泉中学 侯东秀 二等奖

16ZNCC00033 江苏省 常州市 初中组 王启欣 徐楷煜 常州正衡中学 陆钟兴 二等奖

16ZNCC00001 江北区 江北区 初中组 蓝曾 冯博彦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杜冰卿 二等奖

16ZNCC00073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豆宇康 仝宇涵 吴家山第三中学 杜涛 二等奖

16ZNCC00029 安徽省 芜湖市 初中组 骆文婷 杨艳 芜湖三十九中 章连桃 二等奖

16ZNCC00323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付一伟 高铉圃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二等奖

16ZNCC00314 江苏省 常州市 初中组 姜源斌 徐一丹 常州正衡中学 陆钟兴 二等奖

16ZNCC00095 璧山区 璧山区 初中组 鲍祯源 廖罗祺 重庆市璧山来凤中学校 蒋其燕 二等奖

16ZNCC00002 江北区 江北区 初中组 邓雯月 谢之岷 重庆市徐悲鸿中学校 卫小慧 二等奖



16ZNCC00032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李智恒 肖俊 南京市滨江中学 戴中 二等奖

16ZNCC00784 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 初中组 苏泰祯 赵赫扬 呼和浩特市实验中学 贾爱楠 二等奖

16ZNCC00035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周宸圯 周俊赫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施艳 二等奖

16ZNCC0008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陈文山 王睿煊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第一中学 李艳红 三等奖

16ZNCC00038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杨淑彤 叶滨恺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 施艳 三等奖

16ZNCC00037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赵宣屹 周之麟 杭州市惠兴中学 何梦文 三等奖

16ZNCC0008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雷振阳 王若宇 淄博柳泉中学 侯东秀 三等奖

16ZNCC0032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政波  吴恒 土右旗民二中 陈倩 三等奖

16ZNCC0032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贾彬  周禹同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史鑫凯 三等奖

16ZNCC00040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曾志远 夏琰童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张爱华 三等奖

16ZNCC00042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蒋沿旭 郑燚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张爱华 三等奖

16ZNCC00041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常瑞然 毛渝嘉 重庆市第九十五初级中学校 张爱华 三等奖

16ZNCC00030 安徽省 芜湖市 初中组 杨超 周亦轩 安徽芜湖无为县第六中学 陈志波 三等奖

16ZNCG00781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组 庄子涵 张笑凡 衡水第一中学 王婧 一等奖

16ZNCG0071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刘慎宇 杨帆 青岛电子学校 陈伟 一等奖

16ZNCG0033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子宸 郝天成 包头市第四中学 冀赟 一等奖

16ZNCG00097 江北区 江北区 高中组 李米乐 廖俊宇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一等奖



16ZNCG00049 浙江省 湖州市 高中组 付平 唐奥成 浙江省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邱良 一等奖

16ZNCG0032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燕纪龙 刘昌衡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常臻 一等奖

16ZNCG0032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谭新宇 段凯博 包头市第二中学 曹丽婷 二等奖

16ZNCG0033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郝彦龙 刘文超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常臻 二等奖

16ZNCG0032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白雪 王志文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常臻 二等奖

16ZNCG0071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陈笑悦 魏嘉汐 青岛电子学校 林焕民 二等奖

16ZNCG00044 江苏省 常州市 高中组 吴雨晗 熊逸可 常州第一中学 陆钟兴 二等奖

16ZNCG00090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芦旌锟 陆法雨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二等奖

16ZNCG00046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王旭 王忠旭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王延锋 二等奖

16ZNCG00050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莫杨 严晋洋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胡朗 二等奖

16ZNCG00711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毕泽田 林发康 青岛电子学校 范曙光 二等奖

16ZNCG0005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李欣 王莹 重庆市两江育才中学校 胡朗 二等奖

16ZNCG0033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吕毅 严新盛 包头市第二中学 曹丽婷 二等奖

16ZNCG0071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张涵昊 李鲲鹏 青岛电子学校 林焕民 二等奖

16ZNCG00047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郭庆哲 卢洪旭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魏军 二等奖

16ZNCG00780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郭航飞 张淼淼 邯郸市第四中学 裴力杰 二等奖

16ZNCG00045 江苏省 常州市 高中组 周天昊 邹亦帆 常州第一中学 陆钟兴 三等奖



16ZNCG00783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组 纪珈岚 魏钊末 河北辛集中学 刘瑶 三等奖

16ZNCG00782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贺浩岩 赵士成 邯郸市第四中学 付新良 三等奖

16ZNCG00048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丁柽隆 王康宁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魏军 三等奖

16ZNCG00043 安徽省 芜湖市 高中组 李文俊 张义翔 芜湖市第七中学 孔德业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