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9-5批人工耳蜗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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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909046 杨淼 云南省安宁市 通过 26 C201908003 谢梦琪 山西省大同市 通过

2 C201908019 黄睿 广西贵港市 通过 27 C201908005 何宸轩 山西省偏关县 通过

3 C201909022 梁智宸 广西陆川县 通过 28 C201908018 徐子欣 山西省五寨县 通过

4 C201906071
萨伊拜·库

尔班
新疆新和县 待定 29 C201908021 刘柯辰 山西省新绛县 通过

5 C201908007
麦斯吐热·
买买提明

新疆伊宁市 待定 30 C201908028 宋昕远 山西省文水县 通过

6 C201906034 王若溪 河南省滑县 通过 31 C201908053 吴琳泽 山西省平陆县 通过

7 C201907019 桑佳佩 河南省西峡县 通过 32 C201908043 伍奕博 四川省安岳县 通过

8 C201908006 王紫晴 河南省尉氏县 通过 33 C201908083 谭梓炜 四川省安岳县 通过

9 C201908017 葛佳琪 河南省新蔡县 通过 34 C201909041 何雨泽 四川省广安市 通过

10 C201908031 王悦萌 河南省项城市 通过 35 C201908041 张松石 陕西省大荔县 通过

11 C201908037 梅灵爱 河南省固始县 未通过 36 C201908004 董世佳 黑龙江省讷河市 通过

12 C201908038 潘艺昕 河南省杞县 未通过 37 C201908085 符颢言 辽宁省昌图县 通过  

13 C201908058 闫容榛 河南省南乐县 未通过 38 C201908033 曹紫萱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4 C201908070 刘夏青 河南省长葛市 通过 39 C201908034 张世康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15 C201908071 张艺琳 河南省开封县 通过 40 C201908035 杜嘉诚 河北省藁城市 通过

16 C201908079 赵梓硕 河南省平舆县 通过 41 C201908059 侯家成 河北省武安市 通过

17 C201909003 杨雅欣 河南省长葛市 通过 42 C201908060 马梓焜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8 C201909004 宋灵姝 河南省焦作市 未通过 43 C201908065 柳益凯 河北省任丘市 通过

19 C201909009 连如玉 河南省禹州市 通过 44 C201908066 赵紫诺 河北省任丘市 未通过

20 C201909011 赵清姝 河南省杞县 通过 45 C201908084 崔涵淼 河北省沙河市 通过

21 C201909014 姜皓轩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46 C201909002 龙泽洋 河北省唐山市 通过

22 C201909034 翟诗琪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7 C201909031 刘璇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23 C201906010 刘姗 山西省灵丘县 通过 48 C201909032 王杰淋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24 C201906089 闫梦洁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49 C201909033 张予芊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过

25 C201907005 王依然 山西省泽州县 通过 50 C201906042 刘曼杉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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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1906073 雷芷萱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76 C201908081 李诗涵 福建省漳浦县 通过

52 C201906080 陈华荣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77 C201904069 简渝馨 广东省四会市 通过

53 C201906081 胡芮馨 江西省新余市 未通过 78 C201905001 杨坤伟 广东省普宁市 通过

54 C201907002 陈晖 江西省鹰潭市 通过 79 C201906049 李垲锋 广东省化州市 通过

55 C201908023 陶俊豪 江西省南昌市 未通过 80 C201906058 吴其宇 广东省徐闻县 通过

56 C201908029 郭重材 江西省吉安市 未通过 81 C201908002 莫永洋 广东省云浮市 通过

57 C201908036 王贞茗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82 C201908016 陈思雨 广东省雷州市 通过

58 C201909007 康子俊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83 C201908024 卢建涛 广东省信宜市 通过

59 C201909012 邓以轩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84 C201908026 詹林焕 广东省普宁市 通过

60 C201906067 蒋伊 湖南省道县 通过 85 C201908042 庄举源 广东省揭西县 通过

61 C201908030 刘子儒 湖南省冷水江市 通过 86 C201908044 符俪莹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2 C201908045 文小捷 湖南省湘乡市 未通过 87 C201908048 彭丽渟 广东省化州市 通过

63 C201908047 杨竣凯 湖南省花垣县 通过 88 C201908049 林涵 广东省揭西县 通过

64 C201908052 盘晨轩 湖南省宁远县 通过 89 C201908055 蓝心瑜 广东省高州市 通过

65 C201908075 付文睿 湖南省津市市 通过 90 C201908068 李俊源 广东省高州市 通过

66 C201909051 陶丽宇 湖南省安化县 通过 91 C201908078 张铭凯 广东省普宁市 通过

67 C201908025 朱怡欣 湖北省郧县 通过 92 C201909019 肖语 广东省翁源县 通过

68 C201905002 徐媛 山东省滕州市 通过 93 C201909024 黄紫娴 广东省阳西县 通过

69 C201908062 高沐汐 山东省诸城市 未通过 94 C201909028 黄烨康 广东省清新县 通过

70 C201908069 雷奕铭 山东省章丘市 通过 95 C201909035 张曼琳 广东省开平市 通过

71 C201909018 郝宸熙 山东省淄博市 通过 96 C201909039 邓咏昊 广东省高州市 通过

72 C201906083 张琪涵 福建省安溪县 通过 97 C201909045 杨贝贝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73 C201907016 张籽涵 福建省邵武市 通过 98 C201907014 夏启皓 江苏省姜堰市 未通过

74 C201908074 邱冰茹 福建省诏安县 通过 99 C201909037 王璨 江苏省连云港市 未通过

75 C201908080 程若涵 福建省闽侯县 通过 100 C201909047 贾雨豪 江苏省涟水县 通过

101 C201908056 黄迦乐 山西省稷山县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