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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HCX00004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顾凌玮 王宇奇 重庆市江北区科技实验小学校 赵军 一等奖

16PHCX00053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李江豪 翁凌康 政通路小学 郑州优智实验学校 申合斌 一等奖

16PHCX00005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陈昊翰 张洪笛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一等奖

16PHCX0006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何佳熠 何昕阳
重庆市渝北区鲁能巴蜀小学 江北区华

新实验小学校
何桥 一等奖

16PHCX00302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林子茗 吴金蔓 江北区华新实验小学校 胡必列 一等奖

16PHCX00054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张海田 张皓然 政通路小学 人和路小学 申合斌 一等奖

16PHCX00058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陈洪 谭俊浩 重庆市璧山区河边小学校 徐勇 二等奖

16PHCX00007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贾浩然 雷靖涵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二等奖

16PHCX00052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任远 王泽铧 政通路小学 申合斌 二等奖

16PHCX00034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陈俊雄 孙佳乐 宜兴市和桥第二小学 李伟 二等奖

16PHCX00305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陈永泰 施奕男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黄建春 二等奖

16PHCX0000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李映辰 张昊哲
新疆农业大学附属小学 乌鲁木齐市第

113中学
郜宪坤 二等奖

16PHC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崔艺凡 卢悦麟 公园路小学 方娜 二等奖

16PHC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高溢泽 龙班比 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 陈慧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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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HCX0001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季顺 吕浩然 贾汪区瓦房小学 庄莹 二等奖

16PHCX00021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符骐凡 周乐臻 海口山高小学 海口市英才小学 符军 二等奖

16PHC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李佳雨 何嘉麒 环城路小学 佟海静 二等奖

16PHCX00300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丁筱健 邱子来
无锡育红万科小学 无锡金桥双语实验

学校
倪尔会 二等奖

16PHC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邓宇豪  康家源 沙河第二小学 赵一宇 二等奖

16PHCX00031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曹睿阳 陆奕晨 宜兴市实验小学 夏熙瑞 二等奖

16PHCX00056 建设兵团 库尔勒市 小学组 刘炜骏 严奥杰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 新疆医科大

附属中学
苏洋 二等奖

16PHCX0006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况建卫 游义博 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七小学小学校 游春虹 二等奖

16PHCX0008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陈如斯 徐雍开 哈尔滨市复华小学 刘杨 二等奖

16PHCX0006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刘俊成 张智杰 重庆两江新区人和小学校 刘东 二等奖

16PHCX00082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沙泓旭 周久力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凌霞 二等奖

16PHCX0006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刘君禹 应承宏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重庆九龙坡

区歇台子小学校
黄建春 三等奖

16PHCX00051 河南省 郑州市 小学组 赖宣羽 王绎皓 兴华小学 汝河路小学 申合斌 三等奖

16PHCX00022 海南省 海口市 小学组 陈思润 杨烜平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王栩 三等奖

16PHCX00017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刘炜晨 赵国梁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张景 三等奖

16PHCX00057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傅子耀 张桁旗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凌霞 三等奖

16PHCX00306 贵州省 贵阳市 小学组 马健博 韦思鹏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黄建春 三等奖



16PHCX00307 贵州省 贵阳市 小学组 黄添艺 杨睿康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黄建春 三等奖

16PHCX00308 贵州省 贵阳市 小学组 高子杰 彭泓雨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杨光 三等奖

16PHCX00303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陈泓铭 米政豪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黄建春 三等奖

16PHCX00304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韩宜霏 舒炜宸 重庆人民（融侨）小学校 黄建春 三等奖

16PHC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蒋睿 梁司雨 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 苏洋 三等奖

16PHCX00006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彭钰杰 张书军 重庆市江北区两江国际学校鱼嘴实验校 高忠志 三等奖

16PHC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吴瑞 白超 沙河第四小学 柴瑶 三等奖

16PHCX00055 建设兵团 库尔勒市 小学组 贾之钧 孙嘉永 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 张海超 三等奖

16PHCX0001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王梓涵 吴昕彤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 吴梦瑶 三等奖

16PHCX00020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耿淼杰 耿暄奥 贾汪区耿集中心小学 吕彬 三等奖

16PHCC00061 璧山区 璧山区 初中组 盛敏 邹智杰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曹鸿 一等奖

16PHCC00050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陈柏言 赵崇天
郑州市第一〇二中学 郑州市郑中国际

中学
申合斌 一等奖

16PHCC00066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曹坤锐 桂小峰 重庆市江津吴滩中学校 欧杨 一等奖

16PHCC0008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孙嘉淇 王靖翔 哈尔滨市第十七中学 张博伦 二等奖

16PHCC00035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华晨曦 严文超 江阴市周庄中学 朱梦磊 二等奖

16PHCC00067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黄道晨 易宁轩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王勇 二等奖

16PHCC00068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黄澄辉 马崇芮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黎玉斌 二等奖



16PHCC0006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王鹏骁 周子涵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蒋缙松 二等奖

16PHC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孙志文 李子彤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二等奖

16PHCC00309 四川省 成都市 初中组 唐浩然 郑之浩 四川省成都市第八中学校 黎玉斌 二等奖

16PHCC00060 璧山区 璧山区 初中组 李春成 刘昊瑜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曹鸿 二等奖

16PHCC00024 海南省 海口市 初中组 王愿铭 祝瑀 海口实验中学 高翔 三等奖

16PHCC00016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黄润泽 夏鑫焱 徐州黄山外国语学校 王跃光 三等奖

16PHC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静怡 刘海洋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三等奖

16PHCC00023 海南省 海口市 初中组 黄静远 许志成 海口实验中学 高翔 三等奖

16PHCC00036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承锐之 何梓鑫 江阴市周庄中学 朱梦磊 三等奖

16PHCC00059 璧山区 璧山区 初中组 程浩然 巫济宏 重庆市璧山来凤中学校 刘德梅 三等奖

16PHCG00070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黎陈 王倩 重庆市合川瑞山中学 朱广 一等奖

16PHCG00012 江北区 江北区 高中组 陈鑫 冯涛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林宁 一等奖

16PHCG00044 广西 柳州市 高中组 谢春华 张津 广西柳州钢一中学 黄明迪 一等奖

16PHCG00046 广西 柳州市 高中组 何俊威 梁振荣 广西柳州钢一中学 黄明迪 二等奖

16PHCG00029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刘奕轩 任仕正 东营市第一中学 于华荣 二等奖

16PHCG0007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陈磊 秦熙豪 重庆市合川瑞山中学 朱广 二等奖

16PHCG00045 广西 柳州市 高中组 钱正超 韦侯翼 广西柳州钢一中学 黄明迪 二等奖



16PHCG00040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边筱婷 顾珈维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二等奖

16PHCG00025 海南省 海口市 高中组 吴长桐 张家祥 海口实验中学 庞岩 二等奖

16PHCG00009 江北区 江北区 高中组 肖宇峰 杨新渝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胡天足 二等奖

16PHCG0007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陈昶宇 叶茂 重庆市渝西中学 朱美松 二等奖

16PHCG00027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陈学彤 刘春萌 东营市第一中学 巩欣锋 二等奖

16PHCG00030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陈哲衡 王颖芝 东营市第一中学 巩欣锋 二等奖

16PHCG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樊伟 杨尚 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张建国 三等奖

16PHCG00039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梅若海 张锦凯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胡晓军 三等奖

16PHCG00028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王鑫宇 赵嘉瑞 东营市第一中学 巩欣锋 三等奖

16PHCG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葛健 张兆中 内科大附中 常万兵 三等奖

16PHCG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霍智鹏 刘新宇 北重五中 李静波 三等奖

16PHCG00026 海南省 海口市 高中组 曾维钊 吴嘉鹏 海口实验中学 庞岩 高翔 三等奖

16PHCG00038 无锡市 无锡市 高中组 陈琦 石沁怡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石晓燕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