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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805035 王凌薇 河北保定市 通过 28 C201805031 裘皓东 江西上饶市 通过

2 C201806011 王欣妍 河北唐山市 通过 29 C201806044 杨燚铭 江西上饶市 通过

3 C201806014 刘梓康 河北衡水市 通过 30 C201807004 张雨萱 江西鹰潭市 通过

4 C201807013 郑佳琦 河北邯郸市 通过 31 E201806113 乐雨桐 江西鹰潭市 通过

5 C201807006 孙尚岩 河北邢台市 通过 32 C201807015 张廷煜 江西宜春市 通过

6 C201805033 颜翘策 河北邢台市 通过 33 C201807017 涂之骞 江西宜春市 通过

7 C201807019 祝崇光 河北邢台市 通过 34 C201806035 刘梓菁 江西宜春市 通过

8 C201807003 赵艺晴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35 C201806036 刘梓茉 江西宜春市 通过

9 C201806015 张煜明 山西忻州市 通过 36 C201807021 欧阳宣彬 江西萍乡市 通过

10 C201805034 张晓雅 山西晋中市 通过 37 C201806033 张玲瑛 江西萍乡市 通过

11 C201807002 王语璇 山东德州市 通过 38 C201805012 何思菱 江西赣州市 通过

12 C201806012 邓璐欣 河南郑州市 通过 39 C201807016 万熙玉 湖北武汉市 未通过

13 C201807001 卢校析 河南安阳市 通过 40 C201806040 张继康 湖北宜昌市 通过

14 C201807005 杜宜霖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1 C201806001 万腾杨 湖北孝感市 通过

15 C201806020 贾艺欣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2 C201806045 赵金昊 湖南衡阳市 通过

16 C201806037 王礼贤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3 C201806043 徐梓艺 湖南岳阳市 通过

17 C201807008 张晏瑞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4 C201806042 吴芯贝 广东茂名市 通过

18 C201807020 徐景城 河南许昌市 通过 45 C201806030 杨可甜 广东茂名市 通过

19 C201807010 付姝淙 河南南阳市 通过 46 C201805037 梁以安 广东云浮市 通过

20 C201806005 王晨权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7 C201805024 聂可可 广东云浮市 通过

21 C201806019 张涵汐 河南开封市 未通过 48 C201805027 黄铱婧 广东揭阳市 通过

22 C201806002 凌文希 江西南昌市 通过 49 C201803033 杨铃熔 广东揭阳市 通过

23 C201803003 胥皓轩 江西抚州市 通过 50 C201806028 李  越 广东揭阳市 通过

24 C201806021 刘雨涵 江西抚州市 通过 51 C201806007 蔡增恺 广东广州市 通过

25 C201807014 李允择 江西上饶市 通过 52 C201806024 陈则霖 广东湛江市 通过

26 C201806006 俞子沫 江西上饶市 通过 53 C201805023 李浩霖 广东湛江市 通过

27 C201806022 姚  诚 江西上饶市 通过 54 C201807009 林嗣添 广东湛江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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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201805036 徐  唯 广东梅州市 通过 66 C201806009 林诗涵 云南红河州 通过

56 C201807012 王睿君 四川德阳市 通过 67 C201806026 夏自翔 云南曲靖市 通过

57 E201807116 文泽锐 四川德阳市 通过 68 C201805029 黄  坚 云南西双版纳 通过

58 C201807018 王一凡 四川乐山市 通过 69 C201805030 成  轩 云南丽江市 通过

59 C201807023 刘雨橙 四川巴中市 通过 70 C201805026 李秋怡 云南曲靖市 通过

60 C201806025 兰紫萱 四川资阳市 通过 71 C201806039 赖光胤 云南文山州 通过

61 C201806004 曾庆粤 四川自贡市 通过 72 C201807022 林俊冰 广西玉林市 通过

62 E201806115 陈梓墨 四川凉山州 通过 73 C201806013 何香莹 广西防城港市 通过

63 C201806003 聂浩添 贵州铜仁市 通过 74 C201805025 韩嘉浩 宁夏固原市 通过

64 C201806008 王青源 贵州六盘水市 通过 75 C201806027
玉素甫·玉

山
新疆图木舒克

市
通过

65 C201805028 李析蔓 云南玉溪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