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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JSX0031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杨懿智 赵子乔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 孙健 一等奖

16ZJSX0004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吕承遥 王启睿 淄博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侨城小学 潘彬 一等奖

16ZJSX00013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李艾宸 赵俊衡 济南市光明街小学 徐佳 一等奖

16ZJSX00047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崔文权 胡丁文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徐峰 一等奖

16ZJSX00323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刘伟杰 王祉鉴 枫叶国际学校 严国强 一等奖

16ZJSX00338 四川省 德阳市 小学组 郭佳怡 李雨薇 岷山路小学 郑丁元 一等奖

16ZJSX00084 四川省 泸州市 小学组 马若彤 潘杰 泸州市龙马潭区下大街小学校 邱华 一等奖

16ZJSX0032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姜丞泽 张乃超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北京昌

盛园小学
米晓云 一等奖

16ZJSX00085 四川省 德阳市 小学组 陈一度 程修珩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 郑丁元 二等奖

16ZJSX00046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许宗豪 于昕凯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徐峰 二等奖

16ZJSX00086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漆鑫 赵宇泰 青少年创客空间 余桥 二等奖

16ZJSX00336 宁夏 银川市 小学组 胡馨月 杨俪苑 枫叶国际学校 严国强 二等奖

16ZJSX00415 建设兵团 库尔勒市 小学组 郑毅洋 蒋义卓
库尔勒市市第116小学 库尔勒市第116

小学
柴翩翩 二等奖

16ZJSX00065 陕西省 宝鸡市 小学组 费翔昱 冯泳皓 宝鸡市渭滨区宝桥小学 郭拴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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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JSX00416 建设兵团 库尔勒市 小学组 张昶玮 潘存戎
库尔勒市第113中学 库尔勒市第四十四

中学
陈创力 二等奖

16ZJS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边琮鉴 宫铭浩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 徐峰 二等奖

16ZJSX0000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范璞浩 蒋继宇
乌鲁木齐市113中学 乌鲁木齐市八一中

学
二等奖

16ZJSX0031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王传烁 张皓博
北京育翔小学回龙观学校 北京市西城

区师范附属小学
米晓云 二等奖

16ZJSX00063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曲文博 吴少凡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花景荣 二等奖

16ZJSX00087 四川省 成都市 小学组 程浩耘 何耀 犀浦外国语学校 童珏凡 二等奖

16ZJSX00041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费彦铭 孙宇奇 泰州实验学校 李明华 二等奖

16ZJSX00343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学组 李佳锐 朱麒高 辛寨小学 苏忠凯 二等奖

16ZJS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吕益凡  苏子萌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二等奖

16ZJSX00303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蒲祺 张哲瀚 宣城市第二小学 赵美 二等奖

16ZJSX00042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赵亚璞 朱垚丞 泰州实验学校 赵俊 二等奖

16ZJSX00311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唐鲁奥 王艺普 济南市明星小学 李宝勇 二等奖

16ZJSX00334 宁夏 银川市 小学组 徐国智 徐志森 红旗小学 张玉华 二等奖

16ZJS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惠靖寒 袁宇博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贾帅 二等奖

16ZJSX00032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阿杨焱铄 高咏泽
邯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路小学 邯

郸市丛台小学
陈鹏伟 二等奖

16ZJSX00413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耿紫妍 朱绎琳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 汪洵 二等奖

16ZJS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王梓嘉 白续尧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二等奖



16ZJSX00096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林羽赫 王梓鑫 哈尔滨市复华小学 刘杨 二等奖

16ZJSX00004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妥艺阳 辛熠 乌鲁木齐市第116小学 吴晓荣 三等奖

16ZJSX00344 山西省 太原市 小学组 林飞宇 王瑞甫 辛寨小学 张 军 三等奖

16ZJSX00056 福建省 厦门市 小学组 洪若涵 江佳森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小梅 三等奖

16ZJSX00302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方圣凯 刘笑 宣城市第二小学 蔡旭东 三等奖

16ZJSX00057 福建省 厦门市 小学组 王劭恒 余伟龙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小梅 三等奖

16ZJSX00412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陈天浩 吴惕若 南京市东山小学 赵凯 三等奖

16ZJSX00060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孟子恒 薛明博 芜湖师范附小 王顺菊 三等奖

16ZJSX00301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徐艺洋 徐梓航 宣城市第二小学 王俊 三等奖

16ZJSX00039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熊力诚 朱子聪 水果湖第一小学 覃津津 三等奖

16ZJSX00059 安徽省 芜湖市 小学组 王鑫 余培圣 弋江北路小学 芜湖市北塘小学 王顺菊 三等奖

16ZJS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许绍驰  马宁 包头市第一实验小学 张瀚文 三等奖

16ZJSX00029 河北省 沧州市 小学组 李胜山 闫政佳 沧州市运河区凤凰城小学 曹  源 三等奖

16ZJSX00031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牛宏帅 苏宗帅 承德市承德县岔沟乡中心小学 许艳晶 三等奖

16ZJSX00335 宁夏 银川市 小学组 黎官灵 张珂郡 枫叶国际学校 余牧宏 三等奖

16ZJSX00011 山东省 临沂市 小学组 彭彦戈 吴希阳 红旗小学 张玉华 三等奖

16ZJSX00001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成果 王玺闰 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 陈慧丰 三等奖



16ZJSX0000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小学组
李亦明 穆拉德˙

买尔旦江
乌鲁木齐市第14小 乌鲁木齐市第22小 三等奖

16ZJSX00030 河北省 承德市 小学组 任诗语 张  帅 承德市承德县岔沟乡中心小学 许艳晶 三等奖

16ZJSX00068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冯昌铭 王一霖 西安市莲湖区庆安小学 刘瑛 三等奖

16ZJSX00414 陕西省 宝鸡市 小学组 徐子墨 戴子博 宝鸡市渭滨区宝桥小学 郭拴平 三等奖

16ZJSX00304 宣城市 宣城市 小学组
陈周子含  肖海

旭
宣城市第二小学 高芳 三等奖

16ZJSC00331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王北辰 周家好 枫叶国际学校 余牧宏 一等奖

16ZJSC00337 宁夏 银川市 初中组 蔡卓娴 王梓翔 枫叶国际学校 周益 一等奖

16ZJSC00326 贵州省 贵阳市 初中组 毛昱航 谭崴晨 枫叶国际学校 周益 一等奖

16ZJSC00701 四川省 泸州市 初中组 秦辉飚 谭瑞 四川省合江县中学校 唐霞 一等奖

16ZJSC00332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廖俊杰 吴思进 枫叶国际学校 余牧宏 一等奖

16ZJSC00324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宋文川 薛盛邺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薛露滋 二等奖

16ZJSC00089 四川省 成都市 初中组 胡梦阳 李耀林 犀浦外国语学校 蔺贵文 二等奖

16ZJSC00327 贵州省 贵阳市 初中组 徐怡静 郑雯 枫叶国际学校 周益 二等奖

16ZJSC00330 浙江省 杭州市 初中组 冯祥泰 李钦翰 枫叶国际学校 周益 二等奖

16ZJSC00005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陆林 王子恒 珲春市第四中学 曹莲花 二等奖

16ZJS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常凯智  申耘浩 一机二中 刘岩 二等奖

16ZJSC00308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耿一超 刘稼骏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李明东 二等奖



16ZJSC00346 山西省 阳泉市 初中组 王昱涵 巫宇杭 枫叶国际学校 余牧宏 二等奖

16ZJSC00040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崔振凯 徐鑫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李雪玲 二等奖

16ZJSC00069 陕西省 宝鸡市 初中组 杜欢乐 刘远哲 宝鸡市清姜路中学 荣夺刚 二等奖

16ZJSC00306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韩广科 王喆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李学信 二等奖

16ZJSC00307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万镕嘉 郑锐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唐大鹏 二等奖

16ZJSC00071 陕西省 榆林市 初中组 吴靖 任德宇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二等奖

16ZJSC00418 江苏省 南京市 初中组 徐若宇 赵若予 南京市东山外国语学校 张迅 二等奖

16ZJSC00061 安徽省 芜湖市 初中组 黄星玮 平刘驭阳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

外国语学校
王顺菊 二等奖

16ZJSC00419 陕西省 榆林市 初中组 王一恒 姬博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薛露滋 二等奖

16ZJSC00072 陕西省 榆林市 初中组 常榆 郭致远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三等奖

16ZJSC00015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蔡宇浩 李亚帅 德州市第七中学 张瑛 三等奖

16ZJS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马塏渊 康康 一机二中 刘岩 三等奖

16ZJSC00064 安徽省 芜湖市 初中组 王张宇 闫星伟 芜湖市第七中学 章绍宝 三等奖

16ZJSC00014 山东省 德州市 初中组 刘思彤 孙帆 德州市第七中学 张瑛 三等奖

16ZJSC0031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贾燚豪 张久毅 淄川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赵青 三等奖

16ZJSC00062 安徽省 芜湖市 初中组 司嘉锐 吴将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王顺菊 三等奖

16ZJSC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志蔚  陈泽宇 一机二中 刘岩 三等奖



16ZJSC00305 青岛市 青岛市 初中组 李宣彤 张文博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耿春丽 三等奖

16ZJSC00300 宣城市 宣城市 初中组 肖诺言 余糖 宣城市第六中学 冯爱国 三等奖

16ZJSC00051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董珍绮 杜鑫昊 淄博外国语实验学校 张恒 三等奖

16ZJSC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贾宝玺 晏梓翔 淄川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赵青 三等奖

16ZJSC00315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崔金浩 朱鸿佳 博山区第六中学 李蓉 三等奖

16ZJSC0031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车淑彤 孟庆栋 淄博外国语实验学校 张恒 三等奖

16ZJSG00081 四川省 泸州市 高中组 王施远 钟蔚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何兆强 一等奖

16ZJSG00082 四川省 泸州市 高中组 刘幸金萧 罗鑫源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李琍娜 一等奖

16ZJSG00083 四川省 泸州市 高中组 罗艺刚 章峻伟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李琍娜 一等奖

16ZJSG00035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李纪开 种劭晗 邯郸市第二中学 关志勇 一等奖

16ZJSG00017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史海江 陶纪海 济南第七中学 杜丽萍 二等奖

16ZJSG00339 四川省 泸州市 高中组 胡椿林 张诗琪 泸州外国语学校 张瀚 二等奖

16ZJSG00342 四川省 泸州市 高中组 李明春 杨贸尧 合江县中学校 唐霞 二等奖

16ZJSG00333 浙江省 杭州市 高中组 丁元川 李昀宸 泸州高级中学校 郑陶 二等奖

16ZJSG00325 贵州省 贵阳市 高中组 曾信源 刘子鑫 临朐一中 马利 二等奖

16ZJSG00077 甘肃省 兰州市 高中组 高 翔 唐家明 兰州市第二中学 刘宏 二等奖

16ZJSG00310 山东省 潍坊市 高中组 谭逸轩 吴光宇 临朐县实验中学 祝玉亮 二等奖



16ZJSG00018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曹延泽 杜婕妤 济南市长清一中 臧代岭 二等奖

16ZJSG00322 广西 柳州市 高中组 王一帆 周书政 长清一中 臧代岭 二等奖

16ZJSG00074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杨霄辉 曹柳晴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薛露滋 二等奖

16ZJSG00073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李春 张夏源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薛露滋 二等奖

16ZJSG00058 福建省 厦门市 高中组 方钦锐 万家俊 厦门市启悟中学 林永和 三等奖

16ZJSG00076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王雨泽 崔皓博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三等奖

16ZJSG00409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刘鹏飞 云耀鑫 包头市回民中学 吉春海 三等奖

16ZJSG00410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郭欣雨 谢文琦 包头市回民中学 金山 三等奖

16ZJSG00034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程姚林 魏渤锜 邯郸市第二中学 关志勇 三等奖

16ZJSG00036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王起帆 院梦彬 邯郸市第二中学 关志勇 三等奖

16ZJSG00037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组 史依然 于泽政 邯郸市第二中学 关志勇 三等奖

16ZJSG00019 山东省 东营市 高中组 刘济通 王一铭 东营市第一中学 于华荣 三等奖

16ZJSG00075 陕西省 榆林市 高中组 冯玉升 张馨月 榆林高新完全中学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