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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811023 曹友含 贵州省遵义市 通过 21 C201811031 秦钰 四川省广安市 通过

2 C201812041 李开蕊 云南省临沧市 通过 22 C201812015 蒋敏 四川省广安市 通过

3 C201812019 何嘉欣 广西省梧州市 通过 23 C201812018 熊子扬 四川省宜宾市 通过

4 C201812047 奚萍 广西省南宁市 通过 24 C201812032 何语熙 四川省泸州市 通过

5 C201901035 何俊慷 广西省桂林市 通过 25 C201901039 罗梓轩 四川省宜宾市 未通过

6 C201901015 陈石森 广西省贵港市 通过 26 C201901008 于以沫
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
通过

7 C201810024 穆拉迪力
新疆克州阿图

什市
通过 27 C201901016 李宇皓

黑龙江省大兴
安岭地区

通过

8 C201809038 闫修远 河南省信阳市 未通过 28 C201808017 袁浩硕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9 C201810019 卞嘉鹏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29 C201811020 魏昊
河北省张家口

市
通过

10 C201812008 姜语萱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30 C201901021 张多米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1 C201812009 崔嘉阳 河南省郑州市 未通过 31 C201811028 黄文轩 江西省抚州市 未通过

12 C201812030 董晨赫 河南省许昌市 通过 32 C201811030 程语洁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13 C201812046 汤迪 河南省安阳市 通过 33 C201812005 张奇君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14 C201901003 刘佳柔 河南省濮阳市 通过 34 C201812022 涂毅晨 江西省宜春市 未通过

15 C201901004 张子祥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5 C201812036 邱以安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16 C201901040 李承祥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36 C201901017 康雨晨 江西省赣州市 未通过

17 C201901033 赵依依
河南省平顶山

市
通过 37 C201901025 饶烨芳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18 C201811022 王科臻 山西省大同市 通过 38 C201901031 魏雨涵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19 C201811025 朱艺阳 山西省运城市 通过 39 C201901029 袁彤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20 C201901012 张毅 山西省大同市 通过 40 C201812044 唐承熙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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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201809042 易靖瑶 湖北省宜昌市 通过 61 C201810030 丁安圻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42 C201901018 万世航 湖北省孝感市 通过 62 C201811026 陈思翰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43 C201901024 刘汶鑫 湖南省岳阳市 通过 63 C201811029 潘伟麟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44 C201901034 卢佳宏 湖北省武汉市 未通过 64 C201812012 江志玮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45 C201812020 熊茂伶 重庆市大足区 通过 65 C201812013 刘子嫣 广东省河源市 通过

46 C201811021 戎振邦 山东省菏泽市 通过 66 C201812023 张子淇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47 C201812029 赵艺淳 山东省临沂市 通过 67 C201812034 蔡睿晞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48 C201901014 马雨桐 山东省德州市 通过 68 C201901006 黄铭轩 广东省江门市 通过

49 C201901022 王昕冉 山东省潍坊市 通过 69 C201901036 陈玥瑜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50 C201901027 李佳妮 山东省济南市 通过 70 C201812021 余泽贤 浙江省衢州市 通过

51 C201901037 徐一依 山东省临沂市 通过 71 C201812039 赵屹立 浙江省台州市 通过

52 C201812011 赵馨慧 辽宁省盘锦市 通过 72 C201812043 许昳晨 浙江省台州市 通过

53 C201812001 林景辰 福建省宁德市 通过 73 C201901013 毛钰珩 浙江省衢州市 通过

54 C201812002 黄皓康 福建省三明市 通过

55 C201812004 张慕妍 福建省漳州市 未通过

56 C201812016 陈子洋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57 C201812025 翁雅欣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58 C201812038 陈昕妍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59 C201812045 潘可钰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60 C201810009 高冰慧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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