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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1912005 龙欣彤 广西钦州市 通过 28 C202001003 王雅馨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2 C201912017 罗进贤 广西梧州市 通过 29 C202001006 刘雨涵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3 C201912061 陈贵宇 广西防城港市 通过 30 C201911007 曹宝颖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4 C201911005 何鑫蕊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31 C201912012 陈沛妍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5 C201911017 周乐彤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32 C201912013 杨萱霏 湖南省邵阳市 通过

6 C201909040 刘静媛 河南省三门峡市 通过 33 C201912014 杨正凯
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
通过

7 C201912004 李欣妍1 河南省平顶山市 通过 34 C201912045 熊诗悦 湖南省长沙市 通过

8 C201912015 魏川翔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5 C201912059 周菲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9 C201912027 李嘉瑶 河南省驻马店市 通过 36 C201912078 周亦涵 湖南省郴州市 通过

10 C201912032 刘柏宇 河南省焦作市 通过 37 C202001001 吴若灵 湖南省郴州市 通过

11 C201912036 王依晨 河南省驻马店市 通过 38 C201912019 刘浩冉 湖北省襄阳市 通过

12 C201912043 张潇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39 C201912087 吴智翔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通过  

13 C201912052 周嘉宁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40 C201910036 刘心欣 福建省泉州市 通过

14 C201912060 周宸宇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41 C201912049 陈佳慧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15 C201912075 马媛 河南省平顶山市 通过 42 C201912050 游雨泽 福建省宁德市 通过

16 C201912079 贾珞凯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43 C201912069 马翌桐 福建省南平市 通过

17 C201912057 王宇博 山西省运城市 通过 44 C201912093 游林钰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18 C201912098 黄文瑄 山西省运城市 通过 45 C201912097 张欣妍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19 C201912008 霍佳尧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46 C201910019 叶灵紫 广东省汕尾市 通过

20 C201912074 李天戈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47 C201912002 陈子龙 广东省惠州市 通过

21 C201912039 魏芸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48 C201912003 林嘉怡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22 C201912048 廖茂森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49 C201912010 施享煜 广东省汕尾市 未通过

23 C201912076 胡娜梅 江西省抚州市 通过 50 C201912016 郑耀辉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24 C201912080 刘全威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51 C201912044 王振杰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25 C201912082 李欣妍2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52 C201912051 陈诗婷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26 C201912088 董一辰 江西省鹰潭市 通过 53 C201912055 陈柏岚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27 C201912092 刘旭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54 C201912068 莫雯雯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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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201912089 马嘉豪 广东省阳江市 通过 82 C202001014 周芷依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56 C201912095 唐湉馨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83 C202001015 祁羽布 四川省乐山市 通过

57 C202001016 陈思莉 广东省韶关市 通过 84 C201912090 王晓晓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58 C201912023 冯铭浩 广东省江门市 通过 85 C201912065 李佑泽 河北省张家口市 通过

59 C201910045 刘俊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86 C202002020 徐博渊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过

60 C201912021 吴紫嫣 广东省江门市 通过 87 C202003006 徐耀林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61 C201912022 刘小米 江苏省连云港市 通过 88 C202001002 熊雅萱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62 C201912064 李美璇 江苏省连云港市 通过 89 C202001012 徐晨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63 C201912066 袁光格 广西北海市 通过 90 C202002018 徐梓俊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64 C201912086 黎浩扬 广西贵港市 通过 91 C202002022 吴裕容 江西省景德镇市 通过

65 C202002019 林钧泓 广西贵港市 通过 92 C202003001 吴子浩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66 C202003002 陈钰蕊 广西柳州市 通过 93 C202002013 魏宏耀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67 C201909016
克热玛·阿

布地海拜
新疆和田地区 通过 94 C201912077 李亦萱 福建省三明市 通过

68 C201912034 李钇桥 新疆塔城市 通过 95 C201912041 林雅婷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9 C202002016
艾比布拉·

买买提明
新疆和田地区 通过 96 C202002011 陈奕璇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70 C201912056 郭书含 河南省焦作市 通过 97 C202002008 梁靖宜 广东省江门市 通过

71 C201912062 王睿涵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98 C202003003 李垲源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72 C201912081 刘丰锐 河南省焦作市 通过 99 C202002007 舒俊凯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73 C201912083 姚子千 河南省焦作市 通过 100 C201912073 缪佳怡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74 C202002002 张楚涵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101 C201912047 郭永春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75 C202002006 朱一轩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102 C201912006 高叙顺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76 C202002009 方信生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77 C202002024 胡锦妍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78 C202003004 尹一诺 河南省新乡市 通过

79 C202003008 梁蕙雯 河南省平顶山市 通过

80 C202001010 候彦博 山西省吕梁市 通过

81 C202002005 马浩轩 山西省吕梁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