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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KHX00013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牛彦超 孙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小学 白贵锋 一等奖

16MKHX00071 江苏省 杭州市 小学组 徐若恒 余铄 杭州市学军小学紫金港校区 陈啸 一等奖

16MKHX0001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何硕 吴腾毅 淄博市高新区宝鑫新经典学校 王赛 二等奖

16MKHX0002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郑皓天 郑博怀 张店区修文外国语学校 刘超 二等奖

16MKHX00019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潘宥嘉 王辰轩 淄博市张店区莲池学校 王贵 二等奖

16MKHX00083 沈阳市 沈阳市 小学组 杜雨轩 王晨屹 沈阳市浑南区第四中学 白连杰 二等奖

16MKH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辛博羿 王浩 沙河第五学校 寿宏宇 二等奖

16MKHX0001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怿琛 郑浩文 科苑小学 孙坦坦 二等奖

16MKHX00039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彭启桓 沈旻昊 天骄小学 萧泽燕 三等奖

16MKHX0003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范纬堃 黎绍辰 天骄小学 萧泽燕 三等奖

16MKHX00084 沈阳市 沈阳市 小学组 程功 贡自博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兴街小学 宋铁毅 三等奖

16MKH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浩博 牛凯玄 沙河第五学校 寿宏宇 三等奖

16MKHX0002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常睿涵 刘振铎 淄博市张店区重庆路小学 袁延奎 三等奖

16MKHX0001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董席语 汪家旭 淄博市张店区莲池学校 王贵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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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KHC00048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王银银 肖乐衡 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 史妮娜 一等奖

16MKHC00036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蒋佳宏 吴雨桐 福永中学 黄裕鹏 一等奖

16MKHC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额日禾木 单文杰 包头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一等奖

16MKHC00022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高煜城 张开旸 博山区第六中学 李乐堂 二等奖

16MKHC00034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王晨曦 周家宇 福永中学 李世平 二等奖

16MKHC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宋洋 翰林欣 包头蒙古族中学 刘璐 二等奖

16MKHC0002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韩佳睿 张敏学 淄博柳泉中学 韩朋 二等奖

16MKHC00035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王泽 钟恒 福永中学 吴清华 二等奖

16MKHX00063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王亦哲 于贝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学 陈新 二等奖

16MKHC00074 江苏省 杭州市 初中组 董智文 刘籼缘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中 杭州市嘉绿苑

中学
李红蓉 二等奖

16MKHC00033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黄煜淳 尹智鹏 福永中学 陈锦彬 二等奖

16MKHX00064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孙好 岳文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中学 陈新 三等奖

16MKHC00082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侯本余 田家安 沈阳市振东初级中学 于震东 三等奖

16MKHC00046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邓力维 周雨晴 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 周小江 三等奖

16MKHC00080 沈阳市 沈阳市 初中组 杜涌泉 荆陈玥俊 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张寒冰 三等奖

16MKHC00069 浙江省 湖州市 初中组 沈垚 盛傅超 德清县武康中学 陈孟杰 三等奖

16MKHC00070 浙江省 湖州市 初中组 陈依凡 吴弘毅 德清县武康中学 陈孟杰 三等奖



16MKHC00032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胡俊祥 谭昊 福永中学 刘杨杨 三等奖

16MKHC00026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左凌杰 刘清源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文杰 三等奖

16MKHC00047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高晨曦 喻子聪 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 史妮娜 三等奖

16MKHG00072 浙江省 绍兴市 高中组 陈涛 缪乐怡 绍兴鲁迅高级中学 葛方芳 一等奖

16MKHG00067 江苏省 杭州市 高中组 盛一涵 周凯悦 杭州市建设职业学校 王强 一等奖

16MKHG00041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崔健濠 林伟桡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黄弘毅 一等奖

16MKHG00057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李佳蕾 詹润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一等奖

16MKHG00043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张鸿栋 张禹潼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陈良官 二等奖

16MKHG00044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何凯 罗嘉诚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黄弘毅 二等奖

16MKHG00050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吴嘉凝 张筱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二等奖

16MKHG00053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孙嘉亿 许嘉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二等奖

16MKHG00059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刘行健 张轶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二等奖

16MKHG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云龙 栗明宇 包头蒙古族中学 张建国 二等奖

16MKHG00076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李卓航 刘成龙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 徐小虎 二等奖

16MKHG00058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李玮蔚 田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二等奖

16MKHG00079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盖薪宇 蒋嗣岷 沈阳市同泽高级中学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刘洪海 一等奖

16MKHG00065 江苏省 杭州市 高中组 何垚耀 周志伟 杭州市建设职业学校 王强 三等奖

蒋嗣岷 盖薪宇



16MKHG00052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王垚嘉 刘子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三等奖

16MKHG00078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李泽骏 王浩然 沈阳市第三十五中学 白雪 三等奖

16MKHG00077 沈阳市 沈阳市 高中组 程诗洋 李道政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苏或彧 三等奖

16MKHG00040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孔庆晶 徐泽成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陈良官 三等奖

16MKHG00042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李棋 卓骏攀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陈良官 三等奖

16MKHG00045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纪英昊 钟东良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陈良官 三等奖

16MKHG00049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毛小月 张润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三等奖

16MKHG00051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徐艺 周远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张新香 三等奖

16MKHG00056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杨云皓 秦立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姜满齐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