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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HMX00700 山东省 滨州市 小学组 李学洋 徐鑫冉 张瑞雪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常学 一等奖

16ZHMX00707 山东省 烟台市 小学组 王裕博 刘春廷 陈熙泉 烟台市芝罘区南山路小学 唐修林 一等奖

16ZHMX0000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韵茹 谢明轩 周子栋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王立萍 二等奖

16ZHMX00003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刘芷辰 陈付宇豪 李泽

骞
徐州市刘湾小学 袁肖楠 二等奖

16ZHMX0000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鑫伟 孙子潼 李享阳 淄博市淄川区实验小学 殷延隆 二等奖

16ZHMX00701 山东省 滨州市 小学组 李润东 张震震 宋晨硕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河街道百

川小学
王玉忠 二等奖

16ZHMX00001 延安市 延安市 小学组 王敬维 尉皓天 曹易凡 延安枣园小学 高树梅 二等奖

16ZHMX00004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史佳兴 周宇麒 姚俊雨 徐州市西朱小学 卓皓 二等奖

16ZHMX000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司书阳 于凯旭 韩昊晨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司美玲 三等奖

16ZHM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龙烁予 李浩博 赵骞昊 公园路小学 王洪刚 三等奖

16ZHM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侯睿峰 李佳岷 李朝晟 东河区少年宫 郭慧麟 三等奖

16ZHM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铭睿 吴铮 李政翰 东河区少年宫 郭慧麟 三等奖

16ZHMX00005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张珩宁 赵虹达 陈薇婷 徐州市刘湾小学 陶文亚 三等奖

16ZHMC00704 山东省 东营市 初中组 赵元博 李家瑞 马永晟 东营市实验中学 夏文强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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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HMC0001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道彦 李孜恒 傅铂涵 淄博市张店区第二中学 孙健萍 二等奖

16ZHMC00703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徐凯旋 王伟业 王思然 寿光市东城初级中学 冯树奂 二等奖

16ZHMC00702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于丰睿 张梓健 钟明杰 山东省诸城市明德学校 万炳光 二等奖

16ZHMC0050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韦亦舟 李良玉 刘润泽 淄博市淄川第二中学 李婷 二等奖

16ZHMC00705 山东省 临沂市 初中组 沈有明 杭渲雨 倪一丹 临沂沂河实验学校 李政轩 三等奖

16ZHMC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刘秉璇 石奕博 郝云欣 包头市第二中学 刘波 三等奖

16ZHMC00013 河北省 邢台市 初中组 董启昊 冯宗恒 瞿宽 邢台市第二十四中学 曹馨元 三等奖

16ZHMC00014 河北省 邢台市 初中组 商童语 韩雨睿 杨朋睿 邢台市第二十四中学 曹馨元 三等奖

16ZHMG00711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组 王子豪 陈亦新 王伟泓 烟台第二中学 孙德兴 一等奖

16ZHMG00712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郭宇轩 胡克宇 胡学昭 邹平一中 常学 二等奖

16ZHMG00016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庆彤 滕谋霖 王钰霖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二等奖

16ZHMG00713 山东省 泰安市 高中组 苏伟尚 李童心 李童飞 宁阳县第四中学 张峰 二等奖

16ZHM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李玲 高一雄 徐鑫国 包铝集团公司中学 张林宇 三等奖

16ZHMG00017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张云逸 王政江 陶一郡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三等奖

16ZHMG00710 山东省 滨州市 高中组 李延秋 刘东驰 王君豪 山东省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孙洪烈 三等奖

16ZHMG00714 山东省 泰安市 高中组
葛广伟 李安琪 宁方一

帆
宁阳县第四中学 张峰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