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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904013 邓七七 云南省弥勒市 通过 26 C201904068 张棋栋 山西省晋中市 通过

2 C201904079 赵梦琪 云南省昆明市 通过 27 C201904073 田光琪 山西省孝义市 通过

3 C201904082 马忠杰 青海省海东市 通过 28 C201904075 曲奕泽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4 C201904083 马明华 青海省海东市 通过 29 C201904084 冯雅芝 山西省忻州市 通过

5 C201905022 韦彦泽 广西省河池市 通过 30 C201904100 姚奕瑾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6 C201904087 马乾慧
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通过 31 C201905015 魏天俊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7 C201904101 艾合麦提江 新疆尉犁县 通过 32 C201904022 李成佳妍 四川省泸州市 通过

8 C201905004 艾合太木 新疆鄯善县 通过 33 C201904037 邱俊凯 四川省内江市 通过

9 C201904017 师传景 河南省南阳市 通过 34 C201904012 郑翰林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10 C201904020 付少俊 河南省永城市 通过 35 C201904081 董天佑 四川省江油市 通过

11 C201904033 周子琪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6 C201905020 曹婼茜 四川省自贡市 通过

12 C201904034 周子琴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7 C201904014 李文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通过  

13 C201904048 耿一凡 河南省永城市 通过 38 C201904059 隋阳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通过

14 C201904056 朱子晨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9 C201904091 刘羿辰 黑龙江省大庆市 通过

15 C201904072 李苏颐 河南省新乡市 未通过 40 C201904092 朱堂睿 黑龙江省大庆市 通过

16 C201904076 何智阳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41 C201812037 曹佳凯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7 C201904086 王凌灏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42 C201902014 张宇航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8 C201904094 武静文 河南省焦作市 通过 43 C201904009 宋承彧 河北省黄骅市 通过

19 C201904010 赵晨皓 山西省原平市 通过 44 C201904016 金一航 河北省任丘市 未通过

20 C201904011 巨煦泽 山西省侯马市 通过 45 C201904036 董亚浩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21 C201904019 石嘉鑫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46 C201904038 马瑞萱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22 C201904024 王佳润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47 C201904040 田雨萱 河北省遵化市 通过

23 C201904028 卫可馨 山西省高平市 通过 48 C201904043 薛凯洋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24 C201904052 马钰娜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49 C201904046 安梓瑶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25 C201904063 高梓沐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50 C201904061 姜凯乐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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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1904065 杨朵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77 C201903009 李国派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52 C201904066 李婉晴 河北省廊坊市 通过 78 C201904002 陈嘉敏 广东省云浮市 通过

53 C201903014 李国梦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79 C201904004 杨沈杰 广东省阳春市 通过

54 C201903036 李奇思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80 C201904007 符诗玮 广东省惠州市 未通过

55 C201904015 关晓彤 江西省樟树市 通过 81 C201904008 谢子涵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56 C201904027 祝姝媛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82 C201904041 李明添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57 C201904029 朱雨哲 江西省抚州市 通过 83 C201904044 吴子涵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58 C201904057 曹启恒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84 C201904051 欧诗茵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59 C201904060 熊欣妍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85 C201904054 李诗欣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0 C201904077 李欣蔓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86 C201904055 陈思涵 广东省廉江市 通过

61 C201904085 吴邦威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87 C201904062 刘倚嘉 广东省阳江市 未通过

62 C201904099 焦搏伟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88 C201904064 朱昭希 广东省雷州市 通过

63 C201904102 黄梓辰 江西省新余市 通过 89 C201904067 陈雅琪 广东省潮州市 通过

64 C201905007 赖雨萱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90 C201904093 吴浩然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65 C201905009 郭淇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91 C201904103 蔡金洲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66 C201905012 潘毅鑫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92 C201905003 陈楚裕 广东省化州市 通过

67 C201904018 陈国藩 湖南省益阳市 通过 93 C201905014 蔡钰琳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68 C201905008 林俊熙 湖北省襄阳市 未通过 94 C201905017 蔡诗雨 广东省普宁市 通过

69 C201904089 翁庆茁 山东省兖州市 通过 95 C201905018 张梓莹 广东省化州市 通过

70 C201904098 赵泓舜 山东省淄博市 通过 96 C201905019 胡赵花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71 C201905013 高剑鑫 山东省德州市 通过 97 C201905021 何诗琪 广东省南雄市 通过

72 C201904030 陈焕芝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98 C201904006 徐凌萱 江苏省徐州市 未通过

73 C201904031 陈力勤 福建省福安市 通过 99 C201904105 王馨怡 江苏省连云港市 通过

74 C201904104 庄谨宁 福建省厦门市 未通过 100 C201904047 蔡昕桐 浙江省兰溪市 通过

75 C201905005 黄沐晨 福建省莆田市 待定 101 C201904070 那扎尔克 新疆哈密市 待定

76 C201905006 陈香月 福建省厦门市 未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