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2批北京康复训练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R201901052 刘芯媛 贵州遵义市 通过 31 R201903066 刘洛 湖南益阳市 通过

2 R201901056 方伽佐 湖南岳阳市 通过 32 R201902033 张宇钒 贵州遵义市 通过

3 R201902013 潘月 湖南常德市 通过 33 R201901061 李溪玥 贵州贵阳市 通过

4 R201902012 李维生
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

通过 34 R201902006 资坚 湖南衡阳市 通过

5 R201902009 杨松宁 云南临沧市 通过 35 R201902004 孙涛
河北张家口
市

通过

6 R201902031 田雨橙 湖南常德市 通过 36 R201903067 钟家城 湖南益阳市 通过

7 R201902015 朱玺燃 云南昭通市 通过 37 R201901027 蔡肖林 湖南常德市 通过

8 R201902011 向雨婷 湖南湘西州 通过 38 R201903034 靳雨树 江苏徐州市 通过

9 R201902008 罗伊依
湖南衡阳市
耒阳市

通过 39 R201902019 魏裕轩 河北沧州市 通过

10 R201901059 卢航宇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0 R201903056 张展博 河北衡水市 未通过

11 R201901058 舒偲维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1 R201902022 邓可心 河北廊坊市 未通过

12 R201901055 苏洋洋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2 R201902052 蒋梓铭
湖南省邵阳
市

通过

13 R201901053 黄熠祺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3 R201903018 李东朔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4 R201902010 李梓旭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4 R201903077 刘旭杭 河北保定市 通过

15 R201901042 李春庆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5 R201902043 刘懿
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

通过

16 R201901057 罗彬烜 湖南娄底市 通过 46 R201903035 袁洛尧
内蒙古赤峰
市

通过

17 R201901054 徐鹏程 湖南岳阳市 通过 47 R201903050 贾其铭 河南商丘市 通过

18 R201902016 刘舒航 湖北宜昌市 通过 48 R201903043 李沐阳 河北衡水市 通过

19 R201903041 李修远
河南驻马店
市

通过 49 R201903036 赵一同 山西晋中市 通过

20 R201903006 谭梓轩 湖南娄底市 通过 50 R201903021 杨宇铄 山东德州市 通过

21 R201903001 谭诗琴 湖南娄底市 通过 51 R201903029 董傲松 山东济宁市 通过

22 R201902034 姜俊熙 河北廊坊市 通过 52 R201903037 韩沂霏
河北张家口
市

未通过

23 R201902002 冯睿航 贵州遵义市 通过 53 R201902024 高岳
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

通过

24 R201902003 和子胺
云南怒江傈
僳族自治

通过 54 R201902049 戴佳宇 湖南娄底市 通过

25 R201902035 王婉婷 山东蓬莱市 通过 55 R201902018 侯佳妮
河北张家口
市

通过

26 R201902032 张梓彤 甘肃庆阳市 通过 56 R201902026 王一鸣
河北张家口
市

未通过

27 R201903007 梁嘉毫 湖南衡阳市 通过 57 R201903064 王梓鑫 陕西渭南市 通过

28 R201903002 容李媛 湖南邵阳市 通过 58 R201903019 柳汐谣 湖南岳阳市 通过

29 R201903042 袁榕 云南红河州 通过 59 R201903065 刘雨橙 四川巴中市 通过

30 R201902005 施皓宇 江苏盐城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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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R201812030 魏梓塇 河南郑州市 通过 26 R201903073 杨文喆 河南鹤壁市 通过

2 R201812075 郭泽霖 河南登封市 通过 27 R201903059 邵煜泽 河南商丘市 通过

3 R201903053 俎茗睿 陕西咸阳市 通过 28 R201902051 谢伊诺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 R201903060 杨淳皓 陕西铜川市 通过 29 R201903081 何子信 河南周口市 通过

5 R201903082 李锦雯 陕西榆林市 通过 30 R201903013 张旭阳 河南周口市 未通过

6 R201903031 余羽馨 湖南岳阳市 通过 31 R201901050 程子涵 河南市商丘市 通过

7 R201903078 唐昌盛 贵州毕节市 通过 32 R201901051 程子健 河南市商丘市 通过

8 R201902037 李志斌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3 R201901040 史世耀 河南商丘市 通过

9 R201903038 杨语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4 R201902029 徐佳乐 河南商丘市 通过

10 R201903039 罗梦英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5 R201903072 陈誉霆 山西晋城市 通过

11 R201903048 陈子涵 云南普洱市 未通过 36 R201903045 胡缃铃 山西晋中市 通过

12 R201901043 金成宇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7 R201903016 韩娴雨 山西吕梁市 通过

13 R201903052 杨欣钰 新疆乌鲁木
齐市

通过 38 R201903017 李姝妍 山西运城市 通过

14 R201903054 牟雯萱 新疆伊犁州 通过 39 R201903015 张思涵 山西忻州市 通过

15 R201903047 武天旭 新疆五家渠
市

未通过 40 R201903014 王子文 山东菏泽市 通过

16 R201901062 郭仲洋 河南驻马店 通过 41 R201903071 王子义 山东菏泽市 通过

17 R201901063 马紫跃 河南新乡市 通过 42 R201902023 唐浚哲 四川凉山州 通过

18 R201901066 杨浩轩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3 R201902045 徐榕梦 四川都江堰市 通过

19 R201901072 张艺歆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4 R201902027 孙浩天 四川资阳市 通过

20 R201902007 张子然 河南信阳市 通过 45 R201903057 张伊一 四川巴中市 通过

21 R201902017 王怡亭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6 R201903044 敬皓鹏 新疆阿克苏市 通过

22 R201903046 李彩睿 河南周口市 通过 47 R201903061 李俊熙 四川成都市 未通过

23 R201902021 孙奕宸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8 R201901068 邹佳乐 四川遂宁市 通过

24 R201902048 杨景棋 河南安阳市 通过 49 R201903079 张译文 陕西渭南市 通过

25 R201903004 马文皓 河南濮阳市 通过 50 R201903080 李昕玥 陕西渭南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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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R201903076 闫俊豪 陕西咸阳市 通过 80 R201903040 李宏裕 湖南岳阳市 未通过

52 R201903075 关清羲 陕西咸阳市 通过 81 R201901044 李子木 湖南常德市 未通过

53 R201903009 刘艺童 陕西渭南市 通过 82 R201902028 盘丽红 湖南永州市 通过

54 R201903010 赵思涵 陕西延安市 通过 83 R201902030 袁辰博 湖南岳阳市 通过

55 R201903003 周梦瑶 陕西渭南市 通过 84 R201903051 陈理成 湖南岳阳市 通过

56 R201903011 薛王皓 陕西渭南市 通过 85 R201902047 胡雨歆 湖南岳阳市 未通过

57 R201902042 张雅淇 河北邢台市 通过 86 R201903074 王思淼 山东东营市 通过

58 R201902041 颜翘策 河北邢台市 通过 87 R201902020 赵力凝 山东滨州市 通过

59 R201902053 李明宇 河北邢台市 通过 88 R201903070 王沫楚 辽宁朝阳市 通过

60 R201902040 胡博尤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89 R201903058 李奕含 辽宁铁岭市 通过

61 R201903068 苏祺迪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0 R201903032 张博阳 辽宁朝阳市 通过

62 R201903055 李翼航 河北高碑店
市

通过 91 R201902046 曹子涵 辽宁营口市 通过

63 R201901039 姚子艺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92 R201901048 田悦霖 辽宁沈阳市 通过

64 R201903023 戈昱博 河北沧州市 通过 93 R201901049 张泽研 辽宁朝阳市 通过

65 R201903022 李金泽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94 R201901046 孙梦晓 辽宁铁岭市 通过

66 R201903024 郝梦嘉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5 R201901047 苗宸宇 辽宁盘锦市 通过

67 R201903025 李世彬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6 R201901045 高健硕 辽宁朝阳市 未通过

68 R201903027 孔钰图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7 R201903069 岂子芯 辽宁沈阳市 通过

69 R201903026 李耀杰 河北邯郸市 通过 98 R201903033 邓奕航 湖南衡阳市 通过

70 R201901070 杜雨潼 河北邯郸市 通过 99 R201903049 崔智玲 山西运城市 通过

71 R201901071 梁梓潼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100 R201901064 刘思忆 重庆市 通过

72 R201902025 任潇航 河北唐山市 通过 101 R201903012 郑铭浩 广东茂名市 通过

73 R201901069 刘芮铭 河北唐山市 通过 102 R201903005 陈月皓 广东茂名市 通过

74 R201902038 徐若宁 河北秦皇岛
市

通过 103 R201901073 黄常校 广东清远市 通过

75 R201902039 毛允祺 天津市 通过 104 R201901041 胡俊宇 广东清远市 通过

76 R201903020 李艺馨 江西抚州市 通过 105 R201903063 祖欣怡 安徽宿州市 通过

77 R201902001 冯宇轩 湖南岳阳市 未通过 106 R201903062 闵梓琪 安徽宿州市 通过

78 R201903030 杨怡熙 四川巴中市 通过 107 R201902036 王康 江西赣州市 通过

79 R201901060 徐君睿 四川内江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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