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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2001013 李嘉荣 云南省临沧市 通过 27 C202004040 毛昱舒 河南省郑州市 通过

2 C201910021 张妙涵 广西崇左市 通过 28 C202004050 晁筱楷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3 C201912037 何子源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9 C202005009 孔润良 河南省许昌市 通过

4 C201912038 唐易洁 广西崇左市 通过 30 C202005018 班欣然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5 C202004002 张展嫣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1 C202005022 黄煦芮 河南省南阳市 通过

6 C202004032 莫舒晴 广西梧州市 通过 32 C202005034 张湘苒 河南省平顶山市 通过

7 C202004058 施章明 广西省钦州市 通过 33 C202005025 张宇豪 河南省鹤壁淇县 通过

8 C202005002 黄定栖 广西省百色市 通过 34 C201908046 李嘉宇
四川省马边彝族

泽州县
通过

9 C202005013 唐海寓 广西省桂林市 通过 35 C202004056 邹钰涵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10 C202005030 李明轩 广西玉林市 通过 36 C202005031 朱昊天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11 C201908013 毛兰江·依力牙斯 新疆阿克苏地区 通过 37 C201912091 吉婉伊 陕西省延安市 通过

12 C201908073 艾尔西丁·热则克 新疆泽普县 未通过 38 C202004054 汪宣彤 陕西省西安市 通过  

13 C201912084 美合日班·图尔荪 新疆温宿县 通过 39 C202004055 汪楦朔 陕西省西安市 通过

14 C201912100 艾尼瓦尔江·牙生 新疆阿克苏市 通过 40 C202004025 关曼缇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通过

15 C202003009 阿依夏·图如普 新疆皮山县 通过 41 C202004017 邸佳乐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6 C201912054 王烁登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42 C202004035 韩佳瑞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过

17 C201910041 理一诺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43 C202004051 卢未轩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18 C202002001 乔泊宁 河南省开封市 通过 44 C202004057 高程慧 河北省唐山市 通过

19 C202002012 方梓皓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5 C202005021 张露丹 河北省张家口市 通过

20 C202003011 杨梓桐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46 C202005026 李昊阳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21 C202004011 王安迪 河南省洛阳市 通过 47 C202004019 欧阳雨晴 江西省吉安市 通过

22 C202004016 薛梓妍 河南省灵宝市 通过 48 C202004029 李梓乐 江西省赣州市 通过

23 C202004022 杨鑫怡 河南省安阳县 通过 49 C202004036 汪可轩 江西省南昌县 通过

24 C202004030 鲁杜平 河南省南阳市 通过 50 C202004037 汪可欣 江西省南昌县 通过

25 C202004031 李文迪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51 C202004045 王梓建 江西省景德镇市 通过

26 C202004034 杨嘉慧 河南省许昌市 通过 52 C202005001 王子睿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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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202005003 樊惠娴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79 C202005028 叶芸熙 福建省厦门市 未通过

54 C202005036 吴诗奇 江西省抚州市 通过 80 C201912042 卓均昊 广东省汕尾市 通过

55 C201912046 唐乐昕 湖南省怀化市 通过 81 C201912072 沈文韬 广东省英德市 通过

56 C201912063 刘诗诗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82 C201912099 蔡蓝慧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57 C201912085 向绍航
湖南省芷江侗族

自治县
通过 83 C202002004 邓子浩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58 C202002003 蔡佳艺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84 C202002014 陈万臻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59 C202004006 陈浩宇 湖南省株洲市 通过 85 C202002015 区语嫣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0 C202004009 梁海睿 湖南省邵阳市 通过 86 C202002017 赖夏瑞 广东省汕尾市 通过

61 C202004023 欧阳锐达 湖南省娄底市 通过 87 C202004003 余梓维 广东省陆丰市 通过

62 C202004041 周梁宇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88 C202004007 梁旭然 广东省开平市 未通过

63 C202004042 陈之荣 湖南省娄底市 通过 89 C202004013 朱嘉莹 广东省云浮市 通过

64 C202004053 胡雯欣
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
通过 90 C202004021 林子乐 广东省惠州市 通过

65 C202005006 刘薇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91 C202005007 邓瑞煜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6 C202001008 宋依诺 湖北省宜昌市 通过 92 C202005008 邓婷方 广东省肇庆市 通过

67 C202005010 张梓汐 湖北省黄石市 通过 93 C202005014 梁梓熹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68 C202005029 廖子轩 湖北省咸宁市 通过 94 C202005023 李承耀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69 C202004010 夏祥浩 山东省德州市 通过 95 C202005024 凌浩源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70 C202005017 赵静怡 山东省德州市 通过 96 C202001004 庄犇犇 江苏省南通市 通过

71 C201912067 吴宇航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97 C201912020 李慧婷 浙江省台州市 通过

72 C202002021 詹彦泽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98 C202004039 金博韬 浙江省丽水市 通过

73 C202003010 林承恩 福建省漳州市 通过 99 C202004047 胡嘉芸 浙江省金华市 通过

74 C202004004 林芷菲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100 C202004052 王杰浩 北京市房山区 通过

75 C202004048 巫睿宸 福建省龙岩市 通过

76 C202005005 张嘉玥 福建省三明市 通过

77 C202005012 侯涵琦 福建省泉州市 未通过

78 C202005027 纪薇霖 福建省泉州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