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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910002 陈峰浩 贵州遵义市 通过 26 C201910069 冯泊帆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2 C201910010 何欣婷 云南省文山州 通过 27 C201909015 唐福林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3 C201910017 鲁诗雨 云南省文山州 通过 28 C201909050 唐麒航 四川省成都市 未通过

4 C201910033 张舒涵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 通过 29 C201910004 李泊言 四川省广元市 通过

5 C201910035 韦天祥 云南省文山州 通过 30 C201910067 秦时月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6 C201908061 陈光轩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1 C201908008 乔亚萱 陕西省榆林市 通过

7 C201909062 李厚源 广西桂林市 通过 32 C201909008 郭家豪 陕西省榆林市 通过

8 C201911002 曾晓彤 广西柳州市 通过 33 C201910006 郭禹瑶 黑龙江牡丹江市 通过

9 C201911019 李妍熠 广西柳州市 通过 34 C201910005 刘子勋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0 C201910046 李钇桢 新疆伊犁州 通过 35 C201910016 张艾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1 C201910060 王嘉一 新疆塔城地区 通过 36 C201910027 田墨砚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2 C201910075 帕提玛 新疆喀什地区 通过 37 C201910050 黄曼琪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3 C201908076 肖朵朵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38 C201910052 扶晴岚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4 C201909027 程子健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9 C201910072 尹嘉欣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5 C201909029 李威威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0 C201911011 李文茜 河北省沧州市 通过

16 C201910015 王思源 河南平顶山市 通过 41 C201911015 吴梓烨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7 C201910024 何子赫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42 C201911024 贾尚优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8 C201910034 卞紫瑞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43 C201911026 李航铖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19 C201910055 吕佳玥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44 C201909013 刘书华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20 C201910063 张淑轩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45 C201909036 彭莉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21 C201910064 赵奕翔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46 C201910001 汪昱枫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22 C201911006 范彦博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7 C201910014 黄可馨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23 C201910031 张程瑞 山西省吕梁市 通过 48 C201910022 徐文彦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24 C201910040 白晋轩 山西省临汾市 通过 49 C201910037 丁延璐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25 C201910048 王博涵 山西省长治市 通过 50 C201910038 曹小莳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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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1910059 罗咏丽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76 C201910044 吴子墨 福建省泉州市 通过

52 C201910062 刘馨予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77 C201910068 颜智健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53 C201910070 胡鑫麒 江西省鹰潭市 通过 78 C201911010 唐妍汐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54 C201911016 张钰宸 江西景德镇市 通过 79 C201911014 邓梓淇 福建省宁德市 通过

55 C201909040 肖煜霖 湖南省岳阳市 通过 80 C201909010 郑逸彤 广东省潮州市 通过

56 C201910054 李悦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81 C201909025 郑浩言 广东省清远市 通过

57 C201910056 李逸宸 湖南省岳阳市 通过 82 C201909026 苏科霖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58 C201911012 隋宇洋 湖南省岳阳市 通过 83 C201909059 张家玮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59 C201908054 萧宇涵 湖北省恩施州 通过 84 C201909060 苏泳健 广东省清远市 待定

60 C201908072 叶嘉玥 湖北省襄阳市 未通过 85 C201909061 陈浩轩 广东省清远市 通过

61 C201909054 鲍游华 湖北省黄冈市 通过 86 C201910018 周珈绫 广东省汕尾市 通过

62 C201911003 魏嵘轩 湖北省武汉市 通过 87 C201910020 林恩宥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63 C201911021 陈羽荃 湖北省宜昌市 通过 88 C201910032 陈俊棋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4 C201911022 程沐涵 湖北省恩施州 通过 89 C201910053 汪钰萱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65 C201911023 张蝾月 湖北省恩施州 通过 90 C201910057 俞健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6 C201911027 陈纾墨 湖北省黄石市 通过 91 C201910058 许凯洋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67 C201910011 季渲皓 山东省临沂市 通过 92 C201910066 刘嘉铭 广东省云浮市 通过

68 C201910029 吴昱莹 山东省枣庄市 通过 93 C201910074 吴思彤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69 C201911009 潘玉满 山东省济宁市 通过 94 C201910077 黎向权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70 C201911028 朱镇鸣 山东省临沂市 通过 95 C201911013 莫荣俊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71 C201909058 沈廷宇 福建省宁德市 通过 96 C201909055 曹睿 江苏省宿迁市 通过

72 C201910008 陈昱彤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73 C201910012 倪梓熙 福建省南平市 通过

74 C201910023 张镇右 福建省莆田市 通过

75 C201910042 马明杰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