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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GBX00021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李浩宇 倪宝成 六合区广益小学 孙军 一等奖

16HGBX00022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邢乐乐 徐自诺 六合区广益小学 孙军 一等奖

16HGBX00122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王妍 徐睿阳
重庆市璧山区八塘小学校 重庆市璧山

区金剑小学校
徐洪强 一等奖

16HGBX00328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苌雪伊 许浩 南京市东郊小镇小学 刘小梅 一等奖

16HGBX00500 湖北省 咸宁市 小学组 汪子谦 高睿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胡琳琳 一等奖

16HGBX00329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庞雅心 肖林峰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一等奖

16HGB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刘涛宁 张博馨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一等奖

16HGBX00308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胡家绪 张焜 崂山区汉河小学 胡保峰 一等奖

16HGB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赵淦宇 张浩彬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一等奖

16HGBX0033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熙坤 王宜昊 张店区湖田小学 赵辉 一等奖

16HGB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杜承傧  苏子钊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一等奖

16HGBX00306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尚鹏飞 王洪赟 山东省平度实验小学 王润德 二等奖

16HGBX0002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李欣研 彭曼平 徐州市兴东实验学校 苏炳源 二等奖

16HGBX00512 湖北省 咸宁市 小学组 张乐天 彭俊雄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郑会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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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GBX00048 河北省 沧州市 小学组 尹笑然 张恩泽 盐山县泰安路小学 张景树 二等奖

16HGBX00346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李元霖 杨百涛 七里河区宋家沟小学 张玉婷 二等奖

16HGBX00121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敖正霖 熊茂婷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实验小学校 曾诚秀 二等奖

16HGBX0012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段学博文 王鹏哲 重庆市万州区红光小学 彭先东 二等奖

16HGBX00024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夏徐源 於晨龙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张婷 二等奖

16HGBG00325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杜宇文杰 权经纬 徐州市刘湾小学 陶文亚 二等奖

16HGBX00084 山西省 运城市 小学组 王浩恺 卫昶孝 人民路小学 魏风小学 翟杰成 二等奖

16HGB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唐浩哲 唐霆昊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五小学 祁海龙 二等奖

16HGBX0012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刘凌晨曦 谭蕴仁 重庆市万州区红光小学 陈国祥 二等奖

16HGBX00510 湖北省 荆州市 小学组 刘子睿 秦朗 荆州市沙市大赛巷小学 任明 二等奖

16HGBX00031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黄梓琛 刘洋铭 徐州市大马路小学 叶硕 二等奖

16HGBX0002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何启畅 李泳骏 徐州市星源小学 王可斌 二等奖

16HGBX0008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黄静雯 张子豪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道临空小学 张紫薇 二等奖

16HGBX00138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胡礼毅 田皓宇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二等奖

16HGBX0006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李韦希 刘彻 北京复外一小 北京市炭儿胡同小学 宋旭彤 二等奖

16HGBX00115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李江平 李鑫龙 兰州市城关区段家滩小学 张多军 二等奖

16HGBX00304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任洢锐 王潇翰 山东省平度实验小学 高峰 二等奖



16HGBX00045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小学组 鞠安赫 詹高远
秦皇岛市建树里小学 秦皇岛市新一路

小学
左  喆 二等奖

16HGBX00046 河北省 秦皇岛市 小学组 卢宇翔 朱珈良 秦皇岛市青云里小学 左  喆 二等奖

16HGBX00030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金一奥 刘梓涵 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 何铁华 二等奖

16HGBX0007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钰尧 徐晨阳 张店区湖田小学 赵辉 二等奖

16HGB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王晨恺 杨晨巍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 张莹 二等奖

16HGBX00023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何屹然 周正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张婷 二等奖

16HGBX00082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万冯依 张逸龙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道滠口小学 盛鹂梦 二等奖

16HGB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杨皓然 李镇宇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二等奖

16HGBX00106 浙江省 宁波市 小学组 罗叶蓁 童瑶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 宁波市鄞

州区江东中心小学
鲁谷晨 二等奖

16HGBX00068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范可浩 余泊洋 广德实验小学 林莉 二等奖

16HGBX00302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徐智宸 汪可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陈柳 二等奖

16HGBX00116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俞才旭 张译元 彭家坪学校 杨彦辉 二等奖

16HGB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唐启伦  张浩冉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二等奖

16HGBX0005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刘晏豪 赵泊宁 奋斗小学 北师大实验小学  夏培智 二等奖

16HGBX00111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李健 叶智明 深圳市龙岗区六约学校 杨国安 二等奖

16HGBX00113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张星竹 朱宸君 玉门街小学 吴欣 二等奖

16HGBX00114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何正东 刘玮琪 蒋家湾小学 陈伟 三等奖



16HGBX0033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铖润 杨榆涵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刘小溪 三等奖

16HGBX00062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姜维 赵哲楠
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 北京市海淀

区第二实验小学
宋旭彤 三等奖

16HGBX00136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陈宣霖 余越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三等奖

16HGBX00137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贾其朦 胡恒嘉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三等奖

16HGBX00513 湖北省 咸宁市 小学组 张鑫 陈鑫 咸宁市咸安区实验学校 余春霞 三等奖

16HGBX00061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曾子凡 于世鑫
北京邮电大学附属小学 东城区分司厅

小学
夏培智 三等奖

16HGBX00343 甘肃省 兰州市 小学组 郭晋恺 赵志昊 城关区榆中街小学 柴彦姝 三等奖

16HGBX0033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孙宁鹏宇 张丰川 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中心小学 孙  光 三等奖

16HGBX0033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类杰 赵狄娜 祥瑞园小学 曹汝冲 三等奖

16HGBX00091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丁泽宇 毛李梦泽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刘瑛 三等奖

16HGBX00350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赵璐琦 周颐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张陆军 三等奖

16HGBX00305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罗圭 邵春卿 青岛平度市南京路小学 付杰梁 三等奖

16HGBX00107 广东省 珠海市 小学组 罗桂涛 王庆龄 珠海市斗门区城南学校 林国生 三等奖

16HGBX00301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龚诚 邹卓辰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陈柳 三等奖

16HGBX0012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张珂玮 张文杰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 陶翠芸 三等奖

16HGBX00105 浙江省 宁波市 小学组 陈子铮 李宇轩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 徐伟 三等奖

16HGBX00303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潘浩民 汪子钧 武汉市光谷第十五小学 陈柳 三等奖



16HGBX00067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查镔恒 罗邵颜 广德实验小学 林莉 三等奖

16HGBX00047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王博森 杨茗淇 邯郸市实验小学 陈鹏伟 三等奖

16HGBX00110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王智 易宇翔 深圳市宝安区灵芝小学 陈世安 三等奖

16HGBX00309 青岛市 青岛市 小学组 刘文杰 吴子晨 崂山区汉河小学 胡保峰 三等奖

16HGBX00502 湖北省 荆州市 小学组 张意哲 樊卓宇 荆州市沙市大赛巷小学 任明 三等奖

16HGBX00135 江北区 江北区 小学组  卜小芪 禹依航 重庆市江北区鲤鱼池小学 过震 三等奖

16HGBC00018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陈柄先 陶其航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潘华莉 一等奖

16HGBC00019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陈申 孙雨萌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张伟  一等奖

16HGBC00020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桑阳 赵建辰 南京市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杨梅 一等奖

16HGBC00129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王杰 周思怡 两江新区星辰初级中学校 张佳 一等奖

16HGBC00317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刘嘉驹 赵觐琳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二中学 黄健 一等奖

16HGBC0033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刘学坤 许家豪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一等奖

16HGBC00312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海宽 刘汪鑫 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杭州路中学 陶彦均 二等奖

16HGBC00117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窦子骅 王凯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高强 二等奖

16HGBC00311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雷鸿秋 张满成 平度市同和街道同和中学 杨扬 二等奖

16HGBC00008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敖钦 李沛声 乌鲁木齐13中 樊早早 二等奖

16HGBC00051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初中组 李伟佳 于佳璐 张家口市宣化第四中学 冯建国 二等奖



16HGBC00118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马钊 张相政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高强 二等奖

16HGBC00102 江苏省 淮安市 初中组 滑浩然 张轶 江苏省淮阴中学新城校区 贾晶晶 二等奖

16HGBC00006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初中组 曹张羽 刘宇航 乌鲁木齐市市第十九中学 孙惠梅 二等奖

16HGBC00017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石旭辉 王宇航 南京市弘光中学 孙婷  二等奖

16HGBC00314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郝晓阳 赵浩凯 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宋海瑞 二等奖

16HGBC00050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初中组 王凯 左承昊 张家口市宣化第四中学 冯建国 二等奖

16HGBC00128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陈裕星 吕恩濠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初级中学校 魏泽友 二等奖

16HGBC00093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王紫琪 吴世哲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二等奖

16HGBC00127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吴天乐 张帆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初级中学校 魏泽友 二等奖

16HGBC00095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吴意远 张启明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二等奖

16HGBC00088 山西省 太原市 初中组 郭晓菲 牛子怡 太原市第二十七中学校 孟翊 二等奖

16HGBC00316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宇涵 闫嘉祎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胡保峰 二等奖

16HGBC00052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初中组 李霖祥 杨力恺 张家口市宣化第四中学 郭富昆 二等奖

16HGBC00049 河北省 张家口市 初中组 刘振洋 赵彤蒲 张家口市宣化第四中学 冯建国 三等奖

16HGBC00315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杜睿临 李昕泽 青岛平度市实验中学 宋海瑞 三等奖

16HGBC00130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程仁 张峻竭 重庆市钢城实验学校 闫晓丽 三等奖

16HGBC00092 陕西省 榆林市 初中组 艾子莫 白佳煜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郭忠孝 三等奖



16HGBC00094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李孟蓉 许家瑞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三等奖

16HGBC0033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孟煜丞 岳泓洋 淄博柳泉中学 韩磊 三等奖

16HGB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翔  郝佳一 一机二中 刘岩 三等奖

16HGBC00032 山东省 济宁市 初中组 龚文渊 李佳旭 济宁市高新区黄屯中学 郭祥环 三等奖

16HGBC00119 甘肃省 兰州市 初中组 牛松岩 徐梓涵 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孙晓波 三等奖

16HGB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赵伟 张 浩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贾勇 三等奖

16HGB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敏戈 张焱南 一机二中 刘岩 三等奖

16HGB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王帆 陈炳旭 一机二中 刘岩 三等奖

16HGBC00083 山西省 运城市 初中组 崔泽润 王雨阳 运城市实验中学 运城向阳学校 崔海博 三等奖

16HGBG00026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董禹杰 潘志明 徐州市铜山中学 张敬伟 一等奖

16HGBG00053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刘冰冰 张少雨 邯郸市第二中学 任  刚 一等奖

16HGBG0001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陈治弘 苏豪 乌鲁木齐市第六十九中学 穆文宁 一等奖

16HGBG00320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冯泽宇 张言鑫 即墨市市北中学 潘玉荭 一等奖

16HGBG00027 徐州市 徐州市 高中组 陈一方 刘景涛 徐州市铜山中学 张敬伟 一等奖

16HGBG00080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陈天宇 李新元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李玉新 一等奖

16HGBG00321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刁爱洁 宫晓鹏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徐君鹏 二等奖

16HGBG00009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马彦飞 杨泽同 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 杨涛 二等奖



16HGBG00322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宫乐创 杨升伟 即墨市市北中学 房正刚 二等奖

16HGBG00079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李昊政 乔彬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李玉新 二等奖

16HGBG00099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建荣骞 马潇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二等奖

16HGBG00100 湖南省 岳阳市 高中组 陈辰羽 陈梓异 岳阳市云溪区第一中学 李旭东 二等奖

16HGBG00101 湖南省 岳阳市 高中组 冯洋一 周骏驰 岳阳市第十五中学 杨帆 二等奖

16HGBG0001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高子真 朱创鑫 乌鲁木齐市市第十九中学 普静 二等奖

16HGBG00010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阿巴拜克力·吐
尔汗江 陈嘉仪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 史晖 二等奖

16HGBG00324 青岛市 青岛市 高中组 逄泽堃 赵浩浩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任颐 二等奖

16HGBG00133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黎明 冉彪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 张显福 二等奖

16HGBG00056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组 卜铎  吴优 衡水第一中学 李丽娜 二等奖

16HGBG00134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秦艳涛 陶少聪 重庆市忠县中学校 熊骑 二等奖

16HGBG00098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吴宇晴 徐泽铭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二等奖

16HGB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郝志斌 师凯雄 土右旗萨一中 张莉凤 二等奖

16HGBG00054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连钰 刘华帅 邯郸市第二中学 任  刚 二等奖

16HGBG00097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张卓楠 王于鑫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郭忠孝 三等奖

16HGBG00096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郭佩雄 白尚佳一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郭忠孝 三等奖

16HGBG00131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郭颖 肖登拓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 晏 超 三等奖



16HGBG00132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陈科峰 陈一夫 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校 晏 超 三等奖

16HGBG00055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姜承爻 刘子恒 邯郸市第二中学 任  刚 三等奖

16HGBG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田帅 张子恩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贾勇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