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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CJX00196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高钰杰 谭昱恒 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校 姜利 一等奖

16ZCJX00194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李旭晨 王茜 重庆市璧山区御湖小学校 胡镔心 一等奖

16ZCJX00420 江苏省 南京市 小学组 张笑 吴量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张陆军 一等奖

16ZCJX00324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殷灏瑞 常宇辰 泰州实验学校 李明华 一等奖

16ZCJX00104 安徽省 蚌埠市 小学组 王得力 吴世骏 蚌埠第二实验小学 高杰 一等奖

16ZCJX00312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胡世东 荆一展 桓台县第二小学 胡震 一等奖

16ZCJX00410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邓舞悠洋 刘知择 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 李媛 一等奖

16ZCJX00428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张明珠 李洋 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五小学 朱爱民 一等奖

16ZCJX00300 山东省 济宁市 小学组 刘苏鸣 陈睿萱 济宁市东门大街小学 宋维 一等奖

16ZCJX00068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范张驰 陈明轩 武汉市光谷第三小学 王淑丽 一等奖

16ZCJX00311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王悦天 胥科宇 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 赵萌 一等奖

16ZCJX00313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夏铭辰 解鸿睿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彭家小学 范文朝 一等奖

16ZCJX00067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赵子奇 周子越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吴鑫 一等奖

16ZCJX00166 浙江省 温州市 小学组 柳沐阳 董颖祯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张德杰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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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CJX00065 河北省 邯郸市 小学组 贾博童 韩雅萱 邯郸市丛台区赵都小学 朱红伟 二等奖

16ZCJX00069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管嘉琦 宋博飞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小学 曾平芳 二等奖

16ZCJX00070 武汉市 武汉市 小学组 周祺博 陈博宇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小学 张有蓉 二等奖

16ZCJX00429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詹博文 曾姜宇恒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余凡 二等奖

16ZCJX00315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毕宸浩 万家瑞 祥瑞园小学 曹汝冲 二等奖

16ZCJX00033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嘉昊 向柯任 经开区花园小学 曹斌 二等奖

16ZCJX00156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赵珩君 康瑞芮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卢俊颖 二等奖

16ZCJX00421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杨济彰 杨谨毓 西山区育红小学 卢俊颖 二等奖

16ZCJX00167 浙江省 温州市 小学组 杨林歌 林煜翔 泰顺县实验小学 林上好 二等奖

16ZCJX00105 安徽省 蚌埠市 小学组 高梓涵 郭雨晗 蚌埠第二实验小学 蚌埠第一实验小学 高杰 二等奖

16ZCJX00192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周靖博 程麟茜 重庆市璧山区城北小学校 黄兴胜 二等奖

16ZCJX00314 淄博市 淄博市 小学组 李祥赫 张轩豪 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 刘元超 二等奖

16ZCJX00022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李昱梁 吴偲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张陆军 二等奖

16ZCJX00024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王馨晨 袁家骥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李辉 二等奖

16ZCJX00032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刘奕萱 刘佳奇 二实验小学净月分校 刘志鑫 二等奖

16ZCJX00109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何宇轩 赵悦笛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马佳东 二等奖

16ZCJX00193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杨烨蓉 饶杉杉 璧山区凤凰小学校 胡先华 二等奖



16ZCJX00108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乔浩泽 张善棠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北京市西城

区宏庙小学
马佳东 二等奖

16ZCJX00165 浙江省 温州市 小学组 潘志鹏 陈梓航 泰顺县罗阳镇第二小学 张德杰 二等奖

16ZCJX00221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兰春硕 刘欣悦 哈尔滨市新华小学 王刚 二等奖

16ZCJX00103 安徽省 马鞍山市 小学组 王毅阳 韩毅晨 马鞍山市实验小学 高晶 二等奖

16ZCJX00158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杨曦晨 邓嘉诺 五华区瑞和实验学校 李于骁 二等奖

16ZCJX00152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王冠文 王冠程 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村小学 张天轶 二等奖

16ZCJX00303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吴沐尘 陶子萱 溧水区实验小学 蒋赟 二等奖

16ZCJX00401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许宸睿  赵冠宇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X00402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乔冠凯  张珺涵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X00409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闻宇轩 董博文 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 毛智文 二等奖

16ZCJX00601 江苏省 昆山市 小学组 曹宇航 邓依航 菉溪小学 谢涛 二等奖

16ZCJX00320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汤子恒 曹梓誉 泰州市凤凰小学 刘娣 二等奖

16ZCJX00138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李思远 史祖维 西安市凤景小学 宋慧 二等奖

16ZCJX00025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周子悦 许涪钰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李辉 二等奖

16ZCJX00050 山东省 日照市 小学组 徐璟灏 别屹哲 日照市新营小学 庄元秋 二等奖

16ZCJX00051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李壬甲 于金涛 济南市明星小学 韩同旺 二等奖

16ZCJX00107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韩嘉鹏 刘瀚文
北京市西城区进步小学 北京市西城区

黄城根小学
马佳东 二等奖



16ZCJX00120 广东省 深圳市 小学组 卞琪翔 黄瑞
深圳市福永小学 深圳市和平中英文实

验学校
卞文强 二等奖

16ZCJX00139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苏庭煊 弓柠诚 西安市凤景小学 宋慧 二等奖

16ZCJX00147 上海市 上海市 小学组 邹家成 房杨茗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沈强 二等奖

16ZCJX00180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李陆铭 吴欣洋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陶家慧 二等奖

16ZCJX00181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刘宇宸 谢予恒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实验小学 陈铭鸿 二等奖

16ZCJX00322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顾加正 罗佳禾 泰州市凤凰小学 王江俊 二等奖

16ZCJX00400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云柯岚  刘轩锦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X00404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张奕飞  姚舜禹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X00157 云南省 昆明市 小学组 刘彻 李思奇 五华区瑞和实验学校 李于骁 二等奖

16ZCJX00140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高昀松 赵振旭 西安高新第六小学 高辉 三等奖

16ZCJX00195 重庆市 重庆市 小学组 黄子原 钟松羽 重庆市璧山区城北小学校 黄兴胜 三等奖

16ZCJX00321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李政稼 朱轶然 泰州市凤凰小学 王江俊 三等奖

16ZCJX00403 包头市 包头市 小学组 杨晨煜  李承诺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三等奖

16ZCJX00029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袁颢哲 汤正泽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 邵雷 三等奖

16ZCJX00141 陕西省 西安市 小学组 胡紫杋 刘懿萱 西安高新第六小学 高辉 三等奖

16ZCJX00125 河南省 新乡市 小学组 蔡松霈 王成林
新乡市和平路小学 新乡市世青国际小

学
李靖 三等奖

16ZCJX00028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辛忠谦 辛忠泽 徐师一附小 肖雷 三等奖



16ZCJX00182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李梓屹 牟羿泓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门外小学 呼和浩

特市东风路小学学苑校区
杨浩 三等奖

16ZCJX00222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小学组 龚熙泽 栾皓翔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二马路小学校 孙禹 三等奖

16ZCJX00023 南京市 南京市 小学组 李欣然 李楚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高新实验小学 张宁 三等奖

16ZCJX00116 福建省 厦门市 小学组 董振豪 朱万恒 厦门市第五中学小学部 黄辉杰 三等奖

16ZCJX00131 江苏省 苏州市 小学组 顾景辉 周甦逸 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 邢晓 三等奖

16ZCJX00191 璧山区 璧山区 小学组 张钰航 何欣昊
重庆市璧山区八塘小学校 重庆市璧山

区御湖小学校
卢雨焦 三等奖

16ZCJX00600 广西 桂林市 小学组 杨沭雷 廖国翀 桂林市芦笛小学 黄浩 三等奖

16ZCJX00034 吉林省 长春市 小学组 李雨桐 魏宇涵 汽开区东风小学 刘旭 三等奖

16ZCJX00132 江苏省 苏州市 小学组 陈悦然 邵德骐 常熟市东南实验小学 俞敏朴 三等奖

16ZCJX00178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刘扬和 陈一苇 无锡市东林小学 胡佳 三等奖

16ZCJX00064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小学组 杜金蔚 李宇翔 石家庄市新华区大郭学校 蒋元昌 三等奖

16ZCJX00026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蒋锦乐 袁召鹏 徐州市潘塘中心小学 魏国康 三等奖

16ZCJX00027 徐州市 徐州市 小学组 张诗嘉诚 孙文杰 徐州市潘塘中心小学 董现力 三等奖

16ZCJX00052 山东省 济南市 小学组 马琛铭 周琦 济南市明星小学 付成国 三等奖

16ZCJX00062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小学组 杜旭尧 申承垚 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杜  鑫 三等奖

16ZCJX00063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小学组 杜浩明 丛韵晓 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张立新 三等奖

16ZCJX00110 北京市 北京市 小学组 韩雨宸 郭欣玥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马佳东 三等奖



16ZCJX00151 天津市 天津市 小学组 杜昕宇 张珺峰
天津市求真小学 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

村小学
张天轶 三等奖

16ZCJX00175 焦作市 焦作市 小学组 宋禹岑 刘亦卓 焦作市东环小学 宋超军 三等奖

16ZCJX00176 焦作市 焦作市 小学组 张康岩 田小妞 焦作市东环小学 慕永胜 三等奖

16ZCJX00177 无锡市 无锡市 小学组 倪巫垚 王安迪 无锡市侨谊实验小学 洪琦 三等奖

16ZCJX00183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小学组 唐翊铭 王钰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先锋路小学 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满族小学
杨浩 三等奖

16ZCJX00210 辽宁省 沈阳市 小学组 樊子豪 刘子彧 沈阳市大东区二〇五小学 王沈 三等奖

16ZCJX0022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小学组 王祈翔 郑思成
哈尔滨市虹桥第一小学校 哈尔滨市铁

岭小学校
刘大力 三等奖

16ZCJX00323 泰州市 泰州市 小学组 窦弋洋 吴天昊 泰州城东小学 金晔 三等奖

16ZCJX00427 湖北省 武汉市 小学组 梅柯文 周天昊 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 刘丽丽 三等奖

16ZCJX00602 浙江省 湖州市 小学组 沈禹彤 周子一 长兴县第一小学 胡剑萍 三等奖

16ZCJC00056 山东省 济南市 初中组 朱文煜 孙昊 山东省济南第十九中学 江秋实 一等奖

16ZCJC0011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赵晨洁 陈宇航 北京市161中学回龙观学校 任红艳 一等奖

16ZCJC00112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高瑞祺 李福泽 北京市161中学回龙观学校 任红艳 一等奖

16ZCJC00319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向奕林 彭照策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郝书爱 一等奖

16ZCJC00318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郑天行 和绍阳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郝书爱 一等奖

16ZCJC00055 山东省 济南市 初中组 张文哲 芦欣怡 山东省济南第十九中学 江秋实 一等奖

16ZCJC00301 山东省 济宁市 初中组 刘云帆 孟庆贺 济宁市第十五中学 王璇 一等奖



16ZCJC00184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初中组 齐乐坤 云楷岚 呼和浩特实验中学（启秀东校区） 贾爱楠 一等奖

16ZCJC00049 辽宁省 沈阳市 初中组 张峻魁 白耕旭 辽宁省实验学校沈北合作学校 杨杨 一等奖

16ZCJC00137 江苏省 昆山市 初中组 汪洋 李建烨 蓬朗中学 王澜 二等奖

16ZCJC00174 焦作市 焦作市 初中组 张弘毅 申泽源 焦作第十八中学 吕世鹏 二等奖

16ZCJC00066 河北省 沧州市 初中组 祁建飞 李观政 沧州市第十一中学 庞  杰 二等奖

16ZCJC00078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石帅帅 付国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李雪玲 二等奖

16ZCJC00423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王易 祁仔洋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阚瑞 二等奖

16ZCJC00225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武钧琢 乔轶 哈尔滨萧红中学 王懿 二等奖

16ZCJC00317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李欣澄 赵林未 淄博市临淄区实验中学 郑俊哲 二等奖

16ZCJC00114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段博珩 刘宇柠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阚瑞 二等奖

16ZCJC00111 北京市 北京市 初中组 周一川 华天钰 北京景山学校 李京 二等奖

16ZCJC00036 吉林省 长春市 初中组 王冲 张建伟 吉林省孤儿职业学校 王聪 二等奖

16ZCJC00159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蒋子林 高璐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齐洪 二等奖

16ZCJC00021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贺鑫 阙隆城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谢万荣 二等奖

16ZCJC00018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赵乐天 尹宇浩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谢万荣 二等奖

16ZCJC00172 浙江省 温州市 初中组 孔俊赫 蔡礼谦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冯京和 二等奖

16ZCJC00136 江苏省 昆山市 初中组 彭灿锐 雷志浩 淀山湖中学 丁盛乐 二等奖



16ZCJC00406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李恒 王赫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C00316 淄博市 淄博市 初中组 宋嘉轩 张润东 淄博市张店区实验中学 赵鑫玺 二等奖

16ZCJC00072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宫玉健 张志伟 黄陂区盘龙第一初级中学 谈波 二等奖

16ZCJC00057 山东省 潍坊市 初中组 沈成志远 王瑜亮 潍坊光正实验学校 孙博文 二等奖

16ZCJC00048 辽宁省 沈阳市 初中组 吴殿禹 朱星瑞 辽宁省实验学校沈北合作学校 梁殿明 二等奖

16ZCJC00603 浙江省 宁波市 初中组 张朕恺 高毅 宁波科学中学 李祥祥 二等奖

16ZCJC00405 包头市 包头市 初中组 张珑山 孙熙力玮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C00223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 初中组 李朋泽 张晏海
哈尔滨市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哈尔滨

市虹桥初级中学
赵海波 二等奖

16ZCJC00079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董佳霖 任伯阳 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 吕宝荣 二等奖

16ZCJC00201 阳江市 阳江市 初中组 罗文豪 陈宝麟 阳江市岗列学校 庞志文 二等奖

16ZCJC00169 浙江省 温州市 初中组 黄一哲 郑 拓 温州市实验中学 温州市绣山中学 林屹立 二等奖

16ZCJC00426 浙江省 宁波市 初中组 宋宇泽 胡天星 宁波科学中学 李祥祥 二等奖

16ZCJC00171 浙江省 温州市 初中组 余浩宇 柳业旸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冯京和 二等奖

16ZCJC00170 浙江省 温州市 初中组 陈一琰 陈瑜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冯京和 二等奖

16ZCJC00226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初中组 苗博然 王坤正 齐齐哈尔市第三中学校 杨晓亮 三等奖

16ZCJC00071 湖北省 武汉市 初中组 李沁 王梦园 黄陂区盘龙第一初级中学 谈波 三等奖

16ZCJC00144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杨屹东 张嘉豪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李云海 三等奖



16ZCJC00304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武旭明 陆俊杰 溧水区石湫中学 周宏 三等奖

16ZCJC00326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吴轩宇 韩苏豫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张璐 三等奖

16ZCJC00020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陈羿如 刘学然 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谢万荣 三等奖

16ZCJC00117 福建省 厦门市 初中组 郑博涛 董炜华 厦门市第五中学 黄辉杰 三等奖

16ZCJC00030 徐州市 徐州市 初中组 王欣宇 朱星翰 徐州市开发区中学 任秀丽 三等奖

16ZCJC00143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李宋乐 黄泽林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分校 李云海 三等奖

16ZCJC00224 黑龙江省 黑河市 初中组 董丰瑞 邹衡 孙吴县第二中学 李巧玲 三等奖

16ZCJC00188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金智勇 宋新民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陈明娇 三等奖

16ZCJC00187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刘先博 吕德俊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陈明娇 三等奖

16ZCJC00047 辽宁省 沈阳市 初中组 王子硕 宋祉睿 沈阳市第一二七中学 朱玉军 三等奖

16ZCJC00179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王浩磊 施浩宇 无锡市广勤中学 朱颖 三等奖

16ZCJC00231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万可欣 王宇心 无锡市新城中学 朱晓胜 三等奖

16ZCJC00160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李元 陈席林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钟选烨 三等奖

16ZCJC00019 南京市 南京市 初中组 宗涛 潘润杰 溧水区东庐初级中学 张元龙 三等奖

16ZCJC00161 云南省 昆明市 初中组 刘俊超 江澎洲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徐童 三等奖

16ZCJC00424 广西 桂林市 初中组 廖巫钢 秦宇诚 桂林市清风实验学校 生辉 三等奖

16ZCJC00054 山东省 菏泽市 初中组 陆建铭 孙旋坤 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十二初级中学 刘凯 三等奖



16ZCJC00142 陕西省 西安市 初中组 刘一霖 李沐锴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李云海 三等奖

16ZCJC00077 天津市 天津市 初中组 杨迅 张俊臣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中学 李学刚 三等奖

16ZCJC00325 泰州市 泰州市 初中组 闵俊皓 李誉 扬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吉诗韵 三等奖

16ZCJC00186 大连市 大连市 初中组 王坤 王学霖 大连南金实验学校 陈明娇 三等奖

16ZCJC00232 无锡市 无锡市 初中组 毛一丁 沈琪 无锡市后宅中学 陈国清 三等奖

16ZCJG00060 山东省 潍坊市 高中组 曹坤彬 张文清 临朐县第一中学 王波阳 一等奖

16ZCJG00197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杜春雷 向芸材 重庆市璧山来凤中学校 陈菊芳 一等奖

16ZCJG00061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组 唐晶晨 蔡嘉明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张剑 一等奖

16ZCJG00073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谭宇轩 谭青玉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 杨霞 一等奖

16ZCJG00199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张易培 周荻松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熊玉竹 一等奖

16ZCJG00074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莫逸伟 冯栋 武汉市光谷第二高级中学 戴新菊 一等奖

16ZCJG00059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韩显烨 位仲杰 山东省章丘第四中学 曹传征 一等奖

16ZCJG00076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任宇翔 杨仕豪 汉口北高级中学 舒元 二等奖

16ZCJG00106 安徽省 蚌埠市 高中组 吴哲 陈翼飞 蚌埠第一中学 郭盛 二等奖

16ZCJG00227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高中组 王璐璐 许可心 牡丹江市第五高中 刘书凯 二等奖

16ZCJC00408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殷可铮 曹粲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G00015 南京市 南京市 高中组 徐轶凡 俞朝阳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刘萍 二等奖



16ZCJG00058 山东省 济南市 高中组 靳博瑜 聂锦钊 山东省章丘第四中学 李昌旺 二等奖

16ZCJG00411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方一飞 黄震 湖北黄陂第六中学 辜胜飞 二等奖

16ZCJC00407 包头市 包头市 高中组 王振岩 宋竟豪 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陈超 二等奖

16ZCJG00302 南京市 南京市 高中组 毛泽文 施业成 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马磊 二等奖

16ZCJG00083 江苏省 盐城市 高中组 蔡曹勇 张飏 江苏省东台中学 何鹏 二等奖

16ZCJG00310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潘柲达 刘治江 通化靖宇中学 李刚 二等奖

16ZCJG00198 重庆市 重庆市 高中组 蒋云逸 何蕊桐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 熊玉竹 二等奖

16ZCJG00014 南京市 南京市 高中组 张珂元 段皓天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刘萍 二等奖

16ZCJG00202 阳江市 阳江市 高中组 伍俊晔 胡一帆 阳春市第一中学 陈海湖 二等奖

16ZCJG00228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高中组 王一凡 王天驹 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中学 马莹 二等奖

16ZCJG00204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吴楠 王起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杨勇 二等奖

16ZCJG00041 吉林省 长春市 高中组 李俊楠 刘鹤龙 长春十中 段依宏 二等奖

16ZCJG00146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常佳霖 何逸凡 西安市车辆中学 袁芬 二等奖

16ZCJG00115 北京市 北京市 高中组 王聆涛 朱骏泽 北京景山学校 李京 二等奖

16ZCJG00016 南京市 南京市 高中组 孙伟豪 程晨 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马磊 三等奖

16ZCJG00164 云南省 昆明市 高中组 杨亚杰 赵昱坤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岳丹 三等奖

16ZCJG00145 陕西省 西安市 高中组 何金龙 梁至昕 西安市车辆中学 袁芬 三等奖



16ZCJG00118 甘肃省 兰州市 高中组 温旭浩 毛 驹 兰州市第二中学 俞振宁 三等奖

16ZCJG00203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张周 陈意夫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杨勇 三等奖

16ZCJG00163 云南省 昆明市 高中组 陈胤宏 王钰铮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王鸿宇 三等奖

16ZCJG00206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张敬鑫 李宗晟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沈阳市科汇高中 王常铭 三等奖

16ZCJG00205 辽宁省 沈阳市 高中组 李英杰 李哲豪 沈阳市第十七中学 王常铭 三等奖

16ZCJG00075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组 王壮 熊子龙 汉口北高级中学 舒元 三等奖

16ZCJG00162 云南省 昆明市 高中组 周航可 卢登震 昆明市第一中学西山学校 齐洪 三等奖

16ZCJG00418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苏来曼·热合木
江 塔依尔·艾力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
帕孜力·买

买提
三等奖

16ZCJG00017 南京市 南京市 高中组 程昊智 蒋世宇 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糜亦伟 三等奖

16ZCJG00012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栾梦雨 苏力塔尼

江·玉努斯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 孟庆华 三等奖

16ZCJG00082 江苏省 盐城市 高中组 潘敬禹 周子墨 江苏省东台中学 何鹏 三等奖

16ZCJG00013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 高中组
阿拉帕提·阿地
里江 蔡美兰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中学
古丽娜扎尔
·艾尼瓦尔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