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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XJX0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翁旭阳 邢少嘉 包钢实验一小 肖莉娜 一等奖

16SXJX00004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刁海馨 刘锦城 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 延飞 一等奖

16SXJX00005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贾惠钧 朱忆嘉 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贾黄小学 苏晨光 一等奖

16SXJX00050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经泽 王传鑫 淄博市淄川区北关小学 翟骐骏 一等奖

16SXJX0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周恩宁 达如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杨佳乐 一等奖

16SXJX000015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胡锦轩 秦宇 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 杜刚 二等奖

16SXJX000005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奕霏 赵梓博 长春市绿园区春晖小学 孙枝军 二等奖

16SXJX000059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冯渝钦 钟文博 重庆市渝北区渝开学校 吴志强 二等奖

16SXJX00000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曹贺然 王俊翔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李志刚 二等奖

16SXJX000036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林俊宇 骆吴杰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邵颖 二等奖

16SXJX000023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郭冠雄 宋冠廷 承德市魁星园小学 承德市实验小学 隋丽娜 二等奖

16SXJX000055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蒋云硕 赵凤龙 承德县第二小学 霍瑞芝 二等奖

16SXJX00000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君睿 李镇宇 长春市朝阳实验小学 刘嘉琪 二等奖

16SXJX000050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柏子腾 齐景熙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五小学 杨德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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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XJX000016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姜傲祎 李金生 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 杜刚 二等奖

16SXJX000048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梓阳 张敬晰 淄博市周村区实验学校 陈继磊 二等奖

16SXJX0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多利汗 查日金 九原区蒙古族小学 阿其拉图 二等奖

16SXJX000040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陈钰铭 刘卉瑄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小学 宋亮 二等奖

16SXJX000046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王嘉胤 臧昱博 长春市朝阳区安民街小学校 王辉 二等奖

16SXJX000021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郭涵宇 刘宇松 承德县实验小学 李显峰 三等奖

16SXJX000404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李佳阳 闫佳君 承德县第二小学 霍瑞芝 三等奖

16SXJX000038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刘东旭 陶业成 大连市中山区秀月小学 叶鹏 三等奖

16SXJX00005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刘格豪 田宗昊 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鲁山路小学 贾晓莹 三等奖

16SXJX00000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陈轩祺 高琳涵 长春北师大附属学校 康飞飞 三等奖

16SXJX000001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胡桢黎 邹雨桐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张俊锋 三等奖

16SXJX0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闫闰清 王柯恩 固阳蒙古族学校 倪剑平 三等奖

16SXJX000002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陈星翰 张艺涵 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 张俊锋 三等奖

16SXJX000049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小学组 张胤泽 周靖哲 昂昂溪区第二小学校 黄慧 三等奖

16SXJX000039 大连市 大连市 小学组 韩冠羽 刘洋宇 大连市甘井子区实验小学 曹书嘉 三等奖

16SXJC000042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李天铭 王延州
大连中山区第九中学 大连西岗区第三

十四中学
耿殿君 一等奖

16SXJC000012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王烁 闫道宇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杜刚 一等奖



16SXJC0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孙智波 王鹏 萨一中 贾勇 一等奖

16SXJC00005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奉魁 苏冠恺 淄博市淄川第二中学 张琨 一等奖

16SXJC00005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唐滋婕 王艺菲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范阳中学 尹磊 二等奖

16SXJC00005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谭张政 王煜皓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艾建 二等奖

16SXJC000054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冯友良 何颖超 西安市西信中学 王媛媛 二等奖

16SXJC000500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陶姿颖 邢家彪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范阳中学 尹磊 二等奖

16SXJC000053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韩知松 王秋阳 淄博市周村区第一中学 毕玉春 二等奖

16SXJC000010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王佳 周彦希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凤桐 二等奖

16SXJC000037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林王涛 郑应豪 宜兴市湖父实验学校 邵颖 二等奖

16SXJC000064 重庆市 重庆市 初中组 燕良翌 谭啸 重庆市渝北中学校 王天国 二等奖

16SXJC0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许成功 安阳 蒙古族中学 王瑞芳 二等奖

16SXJC00001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薛梓恒 于森林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杜刚 三等奖

16SXJC0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秦宇泽 王佳乐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 张晓琦 三等奖

16SXJC0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智强 高硕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贾勇 三等奖

16SXJC000011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刘子源 余安邦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张凤桐 三等奖

16SXJC000046 河南省 郑州市 初中组 王耀霖 于正辰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吴萌 三等奖

16SXJG000058 淄博市 淄博市 高中组 黄昱钧 司薏楠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郑珂 一等奖



16SXJG000043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王海文 张钰松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方振强 一等奖

16SXJG000026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陈求是 张权宇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黄卫星 一等奖

16SXJG000025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王泽昕 赵依琳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成昌珊 二等奖

16SXJG000700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董航 白家宁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杜刚 二等奖

16SXJG000044 大连市 大连市 高中组 洪智圣 吕萌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井泉 二等奖

16SXJG000024 天津市 天津市 高中组 韩爱泽 刘桠楠 天津市第一百中学 吴晓峰 二等奖

16SXJG000050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卢泽鑫 谢圳 深圳科学高中 朱峰 二等奖

16SXJG000014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李坤哲 杨仲青 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 杜刚 二等奖

16SXJG0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付豪 高磊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张莉凤 二等奖

16SXJG000065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杜冲 李俊男 重庆市忠县忠州中学校 刘长安 二等奖

16SXJG0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周硕 王杰 包头市土右旗萨一中 张利凤 二等奖

16SXJG0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刘浩远 王霞 蒙古族中学 张建国 三等奖

16SXJG000052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陈天宇 陈鑫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鄢凯 三等奖

16SXJG000053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刘成志 钟太豪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级中学 鄢凯 三等奖

16SXJG000051 广东省 深圳市 高中组 陈洪慧 贺晨阳 深圳科学高中 朱峰 三等奖

16SXJG000009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胡佳唯 李佳欣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于亚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