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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902017 舒伟博 贵州省六盘水市 通过 26 C201903024 杜芸蕾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2 C201812031 李金荣 云南省玉溪市 通过 27 C201903038 马可欣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3 C201812040 林梓熙 云南省保山市 通过 28 C201903039 蒋妤涵 河南省驻马店市 通过

4 C201901009 李雨轩 云南省楚雄州 通过 29 C201901007 田景怡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5 C201902009 杨馨祤 云南省昭通市 通过 30 C201903001 罗祺凯 山西省晋中市 通过

6 C201902035 和旭然 云南省丽江市 通过 31 C201903025 李芊雨 山西省晋城市 通过

7 C201903006 陈志恒 云南省曲靖市 通过 32 C201903019 刘彦麟 四川省泸州市 通过

8 C201903007 李晓函 云南省楚雄州 待定 33 C201903041 徐梦琋 四川省广元市 通过

9 C201901041 李昊磊 广西梧州市 未通过 34 E201812149 孙嘉正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10 C201902008 黄浩桉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5 E201901151 杜允唐 四川省南充市 未通过

11 C201902027 陈君 广西河池市 通过 36 E201903155 于鑫昕 四川省达州市 通过

12 C201903004 梁彬佳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7 C201901038 张玉欣 陕西省宝鸡市 通过  

13 C201903015 宁小钰 广西钦州市 通过 38 C201903012 惠梓豪 陕西省榆林市 通过

14 C201903030 黄河 广西百色市田 通过 39 C201812014 卢宸阳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5 C201901020 萨拉麦提 新疆哈密市 通过 40 C201901019 任梦瑶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16 C201901030 展煜涵 新疆北屯市 通过 41 C201902006 张梓豪 河北省沧州市 通过

17 C201902002 阿比丹 新疆图木舒克市 通过 42 C201902022 高依诺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8 C201902021
依克帕
莱木

新疆喀什 通过 43 C201902024 刘祖豪 河北省衡水市 通过

19 C201903013 加拉力丁 新疆巴州 通过 44 C201902026 李俊汐 河北省承德市 通过

20 C201901043 张笍鹏 河南省濮阳市 通过 45 C201903017 张福昊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21 C201902015 陈昶林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6 C201812007 周丽萍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22 C201902029 孙鹤展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47 C201812024 陈修城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23 C201902034 马锦佑 河南省新乡市 通过 48 C201812028 卢钰萍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24 C201903008 庄雨萱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49 C201812035 陈武明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25 C201903018 常梦珂 河南省平顶山市 通过 50 C201901005 刘婷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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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1901026 徐浩栖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76 C201812003 林锦欣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52 C201902016 李宇祥 江西省萍乡市 通过 77 C201812033 林文彬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53 C201902018 胡瑜溪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78 C201901023 陈鸿林 广东省云浮市 通过

54 C201902019 张菲菲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79 C201902007 陈煜嘉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55 C201902025 章粟淳 江西省赣州市 未通过 80 C201902030 李星瀚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56 C201902033 程启航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81 C201902036 江梓琪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57 C201903002 袁悦诗祺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82 C201903040 罗佳瑶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58 C201903035 王俣悦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83 C201902013 仲琳艳 江苏省泰州市 通过

59 C201903042 郭梦伊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84 C201903028 夷宝春萌 江苏省淮安市 通过

60 C201902012 宁雨奚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85 C201903016 罗懿泽 浙江省台州市 未通过

61 C201903010 陈彦诚 湖南省长沙市 通过 86

62 C201903026 李梁粟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87

63 C201901001 陈家俊 湖北省黄冈市 通过 88

64 C201903005 琴达干 内蒙古兴安盟 通过 89

65 C201901011 霍辰溪 山东省济南市 通过 90

66 C201902020 刘紫静 山东省菏泽市 通过 91

67 C201903011 孟德硕 山东省滨州市 通过 92

68 C201903027 岳媛媛 山东省聊城市 通过 93

69 C201903033 李雨泽 山东省淄博市 通过 94

70 C201902001 杨墨一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95

71 C201902023 张瀚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96

72 C201902031 郭志华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97

73 C201903003 刘亦琳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98

74 C201903021 陈翊安 福建省厦门市 通过 99

75 C201903022 高振皓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