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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807027 王梓瑞 云南昆明市 通过 21 C201807032 田育豪 山西临汾市 通过

2 C201806041 田俊宇
云南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

治州

通过 22 C201808009 张思涵 山西忻州市 通过

3 E201807118 李泽锋 云南玉溪市 通过 23 C201808029 李智宸 四川巴中市 通过

4 C201808023 任进荣 云南昭通市 通过 24 C201808019 杨怡熙 四川巴中市 通过

5 C201807031 黎媛梦 广西桂林市 通过 25 E201808120 姜子墨 四川成都市 通过

6 C201807024
祖拜旦·阿

不都热扎克

新疆吐鲁番
市

通过 26 C201807011 陈冠杰 四川成都市 通过

7 C201809032
萨合巴·
帕尔玛江

新疆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

通过 27 C201809023 康庭银 四川达州市 通过

8 C201808007
穆凯代斯·

阿卜杜吉力

新疆和田地
区

通过 28 E201808130 冯梽桓 四川乐山市 通过

9 C201808004 秦景初 河南鹤壁市 通过 29 C201808008 陈子贤 四川乐山市 通过

10 C201809003 张涵绮 河南南阳市 通过 30 E201809132 罗宁 四川乐山市 通过

11 C201809010 唐振邦 河南南阳市 通过 31 C201809008 程思涵
四川凉山彝
族自治州

通过

12 C201809005 宋建浩 河南南阳市 通过 32 E201809134 王奕婷 四川眉山市 通过

13 C201809016 杜昕怡 河南南阳市 通过 33 C201807007 唐珞溪 四川眉山市 通过

14 C201808016 吴金峰 河南南阳市 通过 34 C201808003 胡星悦 四川眉山市 通过

15 C201808011 梅若琪 河南信阳市 通过 35 E201808119 杜珂昕 四川内江市 通过

16 C201808014 石贺元 河南商丘市 通过 36 C201809020 徐君睿 四川内江市 通过

17 C201808001 刘依涵 河南许昌市 通过 37 C201809034 庞奥菥 四川内江市 通过

18 C201807029 宋铭洋 河南周口市 通过 38 E201807117 阳沛沅 四川南充市 通过

19 C201808010 胡诗文 河南周口市 通过 39 C201808013 杨沛灵
四川攀枝花

市
通过

20 C201809004 陈韵萱 河南郑州市 通过 40 C201808002 肖家铭 四川资阳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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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201809131 邱彦博 四川资阳市 通过 61 C201808015 易芯莹 江西宜春市 通过

42 C201808025 宋炳翰 四川自贡市 通过 62 C201809024 张雨菡 江西宜春市 通过

43 C201808030 邓皓宸 陕西汉中市 通过 63 C201807025 谭贤彬
湖南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通过

44 C201809006 熊一宁 陕西安康市 通过 64 C201809018 张圣欣 重庆市 通过

45 C201808031 朱浩铠
黑龙江大庆

市
通过 65 C201808026 路珩

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

未通过

46 C201807030 梁俊尧
黑龙江哈尔

滨市
通过 66 C201808028 王旗 山东临沂市 通过

47 C201807028 李卓妍
黑龙江省绥

化市
通过 67 C201808022 任梓萱 山东德州市 通过

48 C201808012 张雅淇 河北邢台市 通过 68 C201808005 莫峻熙 广东东莞市 通过

49 C201808006 饶俊熙 江西抚州市 通过 69 C201808020 李荣轩 广东佛山市 通过

50 C201807033
欧阳
羽墨

江西抚州市 通过 70 C201809017 张子柠 广东惠州市 通过

51 C201808021 胡晨睿 江西南昌市 通过 71 C201809002 叶伟杰 广东清远市 通过

52 C201809029 梁钰童 江西吉安市 通过 72 C201807026 陈春蕾 广东湛江市 通过

53 C201809025
欧阳
文惠

江西吉安市 通过 73 C201808024 陈怡 广东湛江市 通过

54 C201806023 石艺可
江西景德镇

市
通过 74 E201809133 杨智慧

江苏连云港
市

通过

55 C201809028 邵天俊
江西景德镇

市
通过 75 E201808123 康舒妤 江西吉安市 通过

56 C201809027 詹雨泽 江西九江市 通过

57 C201809031 龚柠月 江西上饶市 通过

58 C201809021 江毅辰 江西新余市 通过

59 C201806034 伍宏溢 江西鹰潭市 通过

60 C201809030 车莫菲 江西鹰潭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