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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ECG00025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顾书腾 徐州市西朱小学 卓皓 一等奖

16FEC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金乙铉 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 解钟华 一等奖

16FECX00004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郭晓松 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 赵媛 一等奖

16FECX00887 广东省 广州市 小学组 杜俊杰 广州市花都区新星学校 萧琼璇 一等奖

16FECX00891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夏子昂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周燕 一等奖

16FECX0032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王麒喆 树人景瑞小学 王香云 一等奖

16FECX00886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马意轩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小学 李文有 一等奖

16FECG00024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胡家瑞 徐州市西朱小学 周小红 二等奖

16FECX0000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王书畅 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 解钟华 二等奖

16FECX0006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罗宇辰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周小红 二等奖

16FECX0006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张书瑗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王丽丽 二等奖

16FECX00074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小学组 蒋钰珥 兵团二中 陈虹 二等奖

16FECX00077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周锦戈 重庆树人景瑞小学 万晓辉 二等奖

16FEC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金子俊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万晓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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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FECX00323 常德市 常德市 小学组 周昱霖 常蒿路小学 黄爱琳 二等奖

16FEC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郭浩泽 东河区工业路第二小学 李喜军 二等奖

16FECX00747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张宇轩 梅丽小学 傅想燕 二等奖

16FECX0087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周文凯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小学 华佳洋 二等奖

16FECX0088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芮于博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湾学校 孙业墩 二等奖

16FECX00890 广东省 广州市 小学组 叶智宇 广州市花都区新星学校 萧琼璇 二等奖

16FECX00078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叶旭宸 重庆树人景瑞小学 陈虹 二等奖

16FECX0007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左博文 重庆树人景瑞小学 陈虹 二等奖

16FECG00022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魏国骜 贾汪区耿集中心小学 吕彬 三等奖

16FECX0006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金卓仪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史济强 三等奖

16FECX0006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士博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魏强 三等奖

16FECX00322 常德市 常德市 小学组 刘凯尧 常蒿路小学 黄爱琳 三等奖

16FECX00325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李瀚阳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张鸿志 三等奖

16FECX00326 河北省 邢台市 小学组 张国栋 邢台市郭守敬小学 张万富 三等奖

16FECX00748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郑铭皓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外国语学校 王羽 三等奖

16FECX00880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汤思翔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罗明勋 三等奖

16FECX00881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丘一智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小学 丘晋卿 三等奖



16FECX00883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吴天硕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小学 吴勇其 三等奖

16FECX00889 深圳市 深圳市 小学组 刘理安 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小学 陈晓丹 三等奖

16FECC00006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陈俊霖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祁广红 一等奖

16FECC00008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杨元江龙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王恋云 一等奖

16FECC00892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赵浚 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梁瀚威 一等奖

16FECG0002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冯张锐坤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徐松 一等奖

16FECG00021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田伟成 徐州市第三十一中学 徐松 一等奖

16FECC00007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付新贺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吕晶 二等奖

16FECC00037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李可凡 兵团二中 黄猛 二等奖

16FECC00039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初中组 马昱杰 兵团二中 黄猛 二等奖

16FECC00067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邓杰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胡天足 二等奖

16FECC00068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刘星宇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胡天足 二等奖

16FECC0030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王潇晨 淄博柳泉中学 韩朋 二等奖

16FECC0030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鑫泽 淄博柳泉中学 韩朋 二等奖

16FECC0030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梓淳 山东淄博新元学校 刘慧彦 二等奖

16FECC0030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孙昌浩 山东淄博新元学校 刘慧彦 二等奖

16FECC00893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钱咏佳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三中 邱春宏 二等奖



16FECC00894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庄智斐 深圳市福田区北环中学 冯振彪 二等奖

16FECC00895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秦明粤 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岳保建 二等奖

16FECG00026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任昱衡 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佟亮 二等奖

16FECC00032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李金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张天远 三等奖

16FECC00033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梁晨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张天远 三等奖

16FECC00034 长春市 长春市 初中组 张炎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中学 张天远 三等奖

16FECC0006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殷林涵 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 胡天足 三等奖

16FECC00301 武汉市 武汉市 初中组 刘响 武汉市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分校 童焱玲 三等奖

16FECC0030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张惠智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张国庆 三等奖

16FECC00317 广东省 广州市 初中组 翟晓岚 广州市黄埔区玉泉学校 文瑶 三等奖

16FEC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赵泓睿 包头市第二中学 刘波 三等奖

16FEC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子菁 包头市第二中学 段武杰 三等奖

16FECC00416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鞠修齐 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 刘斐 三等奖

16FECC00896 深圳市 深圳市 初中组 何振堃 深圳市高级中学初中部南校区 张翠婷 三等奖

16FECG00042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黄越恒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黄瑶 一等奖

16FECG00043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王冲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黄瑶 一等奖

16FECG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乔长栋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一等奖



16FECG00320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李泽彬 广州市玉岩中学 陈茂菊 一等奖

16FECG00019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辛家宇 徐州高级中学 兰颖 二等奖

16FECG00041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吴梦宇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黄瑶 二等奖

16FECG00044 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 高中组 高博 兵团第一师塔里木高级中学 黄瑶 二等奖

16FECG0030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高贻豪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王丹丹 二等奖

16FECG00303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史崇宇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刘可可 二等奖

16FECG0031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吴林锐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二等奖

16FECG00312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梁朝竣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二等奖

16FECG00318 浙江省 丽水市 高中组 陈叶佳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金松 二等奖

16FECG00319 广东省 广州市 高中组 陈至乐 广州市玉岩中学 何国安 二等奖

16FECG00415 广东省 广水市 高中组 唐欣雅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武昌 二等奖

16FECG00898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汪傲 深圳市龙华中英文实验学校 刘翔飞 二等奖

16FECG00018 南昌市 南昌市 高中组 李子正 南昌市第十中学 邹国俊 三等奖

16FECG00311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车兆发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王爱苹 三等奖

16FECG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赵雅祺 包头市回民中学 董二梅 三等奖

16FECG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杜若璞 包头市回民中学 乔燕 三等奖

16FEC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元泓 包头市回民中学 武虹霞 三等奖



16FECG00411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闫楚依 包头市回民中学 刘明明 三等奖

16FECG00412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张旭杰 包头市回民中学 刘明明 三等奖

16FECG00413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浩宇 包头市回民中学 武虹霞 三等奖

16FECG00897 深圳市 深圳市 高中组 李道名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中学 钱皓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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