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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DBX00028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郭子睿 张倬睿 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 王厚孚 一等奖

16HDBX00791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邵海林 辛明远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韩程栋 一等奖

16HDBX0009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唐万益 王云川 重庆市璧山区三合小学校 卢雨焦 一等奖

16HDB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吕佳洋  郭邦兆 公园路小学 郝斌 一等奖

16HDBX00021 澳门 澳門 小学组 黃鴻濱 梁嘉傑 澳門鏡平學校 林永康 一等奖

16HDBX0009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邓莉馨 邓于屏 重庆市璧山区三合小学校 卢雨焦 一等奖

16HDBX00027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陈品宇 胡家玮 长春吉大附中力旺实验小学 韩程栋 一等奖

16HDBX00304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陈天尧 孙墨涵 泰州市海军小学 韩夏 一等奖

16HDBX00746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高燕哲 王丽颖 阳谷县阿城镇中心小学 张波 一等奖

16HDBX00040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王孜诺 易林欣 广德实验小学 林莉 一等奖

16HDB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潘永琪  张博熙 公园路小学 郝斌 二等奖

16HDB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闫家华  张童企 公园路小学 郝斌 二等奖

16HDB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邢云天  曹越 公园路小学 郝斌 二等奖

16HDBX00002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黄泓誉 唐基伟 深圳市怡景小学 曾晓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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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DBX00104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满懿 史睿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实验小学 严明皓 二等奖

16HDBX00011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江昊文 殷鑫磊 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 王叶 二等奖

16HDBX0004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李承熙 吴一凡 汉阳区墨水湖小学 刘艳兰 二等奖

16HDBX00014 江苏省 太仓市 小学组 陈雨晴 王子嫣 太仓市科教新城实验小学 张晓峰 二等奖

16HDBX00103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韩阳 毛思琴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乌山小学 钟许 二等奖

16HDBX0031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田晓晗 孙培栋 天津市北辰区温家房子小学 孙浩然 二等奖

16HDBX00041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陈彥玮 陆恒宇 宁国市西津小学 宋晨星 二等奖

16HDB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杜雨轩 齐润泽 淄博市张店区杏园小学 周雨秋 二等奖

16HDBX0005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李明洁 章钰鑫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杨圣 二等奖

16HDB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许伟铭 张琦翔 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侨城小学 潘彬 二等奖

16HDBX0011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颜子杰 张馨 哈尔滨市阿城区胜利小学校 孙红婷 二等奖

16HDBX00053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丁子航 王子舟 连云港师专一附小 姜磊 二等奖

16HDBX00740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薛雅轩 武佩佩 阳谷县安乐镇中心小学 孟庆翔 二等奖

16HDBX00004 广东省 惠州市 小学组 柳苏益 王泷标 惠州市惠城区第十一小学金榜分校 黄吉鹏 二等奖

16HDBX00005 广东省 惠州市 小学组 柳恒悦 柳嘉悦 惠州市一中实验学校 黄仲书 二等奖

16HDBX00099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秦韵 杨稀然 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小学部 王丽丽 二等奖

16HDBX0011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胡志鑫 刘奥瑞 哈尔滨市新一小学校 刘奕楠 二等奖



16HDBX0031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鲍思安 汪前程 武汉市武昌区三道街小学 胡峰 二等奖

16HDBX00098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李曦 张庭语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实验小学 何松 二等奖

16HDBX00301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陈钰荣 金逸铭 泰州市凤凰小学 刘娣 二等奖

16HDBX00060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李依锦 张竞仁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杨御仿 二等奖

16HDBX00307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陈靖瑶 胡陶问雅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吴鑫 二等奖

16HDBX00039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黄秋实 姜桢 广德实验小学 夏广卫 二等奖

16HDBX0031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韩金江 闫明浩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重庆路小学 翟磊 二等奖

16HDBX00029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王悠然 薛子涵 长春市第一零三中学校 李莲 二等奖

16HDBX00054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相霁轩 徐梓洋 连云港师专一附小 丁兆岩 二等奖

16HDBX0007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子涵 张瀚文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学校 陈继磊 二等奖

16HDBX00302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沈语彤 唐杨思懿 泰州市凤凰小学 刘娣 三等奖

16HDBX0031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姜盛峻 李若彤 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 徐志超 三等奖

16HDBX00112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李思彤 郑铎 阿城区回民小学 王洪涛 三等奖

16HDBX00097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李昊霖 王思萌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实验小学 聂佳宁 三等奖

16HDBX00049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冯双 赵之艺 友谊路小学 吕梦辰 三等奖

16HDBX00050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边新皓 张诗琪 天津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王军 三等奖

16HDBX00309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夏镇纲 赵乐阳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王平 三等奖



16HDBX00743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李长春 王义磊 阳谷县第二实验小学 孙卫国 三等奖

16HDBX00003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黄羽乐 王心远 深圳小学 黄敏 三等奖

16HDBX00030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公梓涵 王禹心 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 鞠明 三等奖

16HDBX0005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紫萱 袁茂清 天津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王军 三等奖

16HDBX00013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李思源 马宇衡 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 王叶 三等奖

16HDBX00101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王浩然 周佳美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乌山小学 钟许 三等奖

16HDBX00062 湖北省 孝感市 小学组 刘羽萱 周容慷 湖北省安陆市实验小学 刘斌 三等奖

16HDBX00038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方勇 洪睿 广德实验小学 刘明霞 三等奖

16HDBX00744 山东省 聊城市 小学组 申祥生 孙莉莎 阳谷县安乐镇中心小学 孟庆翔 三等奖

16HDBX00303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高鉴朗 阮鹏宇 泰州市凤凰小学 王江俊 三等奖

16HDBX00305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陈凯 李瑞安 泰州市海军小学 孙晓虎 三等奖

16HDBX0031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叶果 张天宇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王平 三等奖

16HDBX00012 江苏省 常州市 小学组 毛雨轩 杨羿林 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 王叶 三等奖

16HDBX00063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魏宸瀚 张文君 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吴鑫 三等奖

16HDBX00061 湖北省 随州市 小学组 孙昕煜 赵康威 湖北省广水市实验小学 付红军 三等奖

16HDBX00055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 小学组 孟令衡 田晓萌 连云港市大庆路小学 孙月梁 三等奖

16HDBC00031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高天硕 苏天舜 长春市新朝阳实验学校 李刚 一等奖



16HDBC00742 山东省 聊城市 初中组 张文康 崔道钦 阳谷县实验中学东校 张传涛 一等奖

16HDBC00065 湖北省 宜昌市 初中组 李梓晨 宋子涵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中学 方千 一等奖

16HDBC0031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翟烜册 封戈雅淇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一等奖

16HDBC00089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胡雨晴 王丹阳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华哲 一等奖

16HDBC00100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魏文轩 张欣悦 南京溧水第一初级中学 俞颖 一等奖

16HDBC00088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陈亚涵 沈展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吴颖 二等奖

16HDBC00067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胡骥勉 黄子煜 湖北省水果湖第一中学 江红玲 二等奖

16HDBC00006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邓金诺 胡文皓 深圳市盐田区实验学校 李碧雄 二等奖

16HDBC0032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毕玉婧 翟新彤 淄博市张店区第二中学 任玲 二等奖

16HDB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候听洋  闫昊然 北重一中 赵旭升 二等奖

16HDBC0031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于珍妮 周子昱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二等奖

16HDBC00009 广东省 惠州市 初中组 袁家纬 朱楚瑜 广东省惠州市第五中学 徐蓉 二等奖

16HDBC00300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刘光聿 姚然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杨贤 二等奖

16HDBC00114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臧九诚 武奥铮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黄浩然 二等奖

16HDBC00008 广东省 东莞市 初中组 方轶 梁桂源 广东省东莞市华侨中学 邓小妹 二等奖

16HDBC00016 江苏省 苏州市 初中组 赵瑞波 周熹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张菁 二等奖

16HDBC00033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吕瑛琪 任冠臣 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 谢绍霞 二等奖



16HDBC00015 江苏省 苏州市 初中组 岑宏阳 沈成杰 苏州市吴中区碧波中学 张菁 二等奖

16HDB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郭春晖  徐能翔 土右旗萨拉齐第四中学 侯云春 二等奖

16HDBC0032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安高豫 李沛霖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二等奖

16HDB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赵宇  杜锦峰 美岱召中学 陈俊艳 二等奖

16HDBC00007 广东省 佛山市 初中组 陈俊伟 吴沛乐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张学贤 二等奖

16HDBC00102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曹鑫平 汤昌然 南京溧水第一初级中学 俞颖 二等奖

16HDBC0031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新宇 张永顺 淄博市张店区第二中学 崔峰 三等奖

16HDBC00306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鹿明 孙宝赫 徐州黄山外国语学校 王跃光 三等奖

16HDBC00032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田嘉庆 杨凯夫 长春市第一零三中学校 李莲 三等奖

16HDBC00066 湖北省 随州市 初中组 付佳雨 何冠宇 湖北省广水市实验初级中学 付垚 三等奖

16HDBC00113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曲昱硕 张景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黄浩然 三等奖

16HDBC00023 澳门 澳門 初中组 陳泉睿 甄澄宇 澳門勞工子弟學校 盧偉科 三等奖

16HDBC00087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杨黎明 张晨曦 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 杨荆 三等奖

16HDB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邵煜博  白景怡 北重一中 郝俊莉 三等奖

16HDBC00017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乔璇刚 王兴航 徐州黄山外国语学校 王跃光 三等奖

16HDBC00325 广东省 深圳市 初中组 卢承乐 王文洋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园岭初中部 田俊 三等奖

16HDBC00747 山东省 济南市 初中组 张亦驰 王一丁 济南育英中学 张金明 三等奖



16HDBG00115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李昊阳 王子硕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沈雁鹏 一等奖

16HDB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郭志坚 张彦彬 包头市第二中学 曹丽婷 一等奖

16HDBG00750 山东省 聊城市 高中组 韩晓丹 张业顺 阳谷县第三中学 樊明涛 一等奖

16HDBG00026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甘婉晴 林映萱 澳門鏡平學校 蔡鏢 二等奖

16HDBG00116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金摩西 王乙雯 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校 朴华顺 二等奖

16HDBG00048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硕 郁航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朱纯普 二等奖

16HDBG00324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戚根正 王梓源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堃 二等奖

16HDBG0041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鑫宇 岳明 包头市第二中学 戈杨 二等奖

16HDBG00024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黃俊賢 羅俊熙 澳門鏡平學校 蔡鏢 二等奖

16HDBG00036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组 王蔚然 张耘陌 衡水第一中学 李素静 二等奖

16HDBG00025 澳门 澳門 高中组 鄺尹姿 梁偉權 澳門培華中學 劉志榮 二等奖

16HDBG00070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贾建祥 朱凯怡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汉口北高级中学 段芬 二等奖

16HDBG00047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李聿伟 王明哲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朱纯普 二等奖

16HDB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黄温泽 张旭 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倪善涛 三等奖

16HDBG00068 湖北省 十堰市 高中组 陈意飞 沈亚杰 湖北省竹山县第一中学 李松 三等奖

16HDBG00117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高中组 金秋玉 孙嘉懿 哈尔滨市朝鲜族第一中学校 朴华顺 三等奖

16HDBG0032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车津毅 景尚远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堃 三等奖



16HDB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孟祥龙  薛丽媛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刘海龙 三等奖

16HDBG00010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陈梓楠 黄蓝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鄢凯 三等奖

16HDBG0032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王天若 王艺臻 淄博实验中学 颜丽华 三等奖

16HDBG00037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组 邢天龙 祝一星 衡水第一中学 颜丽华 三等奖

16HDBG00751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高龙 孙大川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孔凡灵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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