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0-3批北京康复训练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R202005016 康思慧 甘肃省陇南市 通过 25 R202006043 戴译煊 贵州省安顺市 通过

2 R202006008 范彦博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26 R202006044 梁灿 湖南省邵阳市 通过

3 R202006016 宋国庆 青海省西宁市 通过 27 R202006045 李俊豪 湖南省郴州市 通过

4 R202006017 姚诗帆
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
通过 28 R202006046 雷嘉乐

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
通过

5 R202006018 祁逸峰 青海省海东市 通过 29 R202006047 肖梦琪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6 R202006019 许文正 青海省西宁市 通过 30 R202006048 朱义航 湖南省耒阳市 通过

7 R202006020 马彦博 甘肃省天水市 通过 31 R202006049 姚诗涵
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
通过

8 R202006021 邓羽宸
贵州省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
通过 32 R202006050 钱泽灏 江西省南昌市 通过

9 R202006022 宋梓琪 青海省西宁市 未通过 33 R202006052 代鑫 贵州省铜仁市 通过

10 R202006023 仲树轩 青海省西宁市 通过 34 R202006053 熊宇城 贵州省毕节市 通过

11 R202006024 王研 山西省大同市 通过 35 R202006054 刘浩晨 湖南省郴州市 通过

12 R202006025 王梓臣
新疆维吾尔族自

治区克拉玛依市
通过 36 R202006055 许梓瑞 湖南省邵阳市 通过

13 R202006031 张承宇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37 R202006056 刘梓航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14 R202006032 汪嘉俊 湖南省临湘市 通过 38 R202006057 吴马薪 山西省运城市 通过

15 R202006033 韩景傲 河北省廊坊市 通过 39 R202006065 孙杨义轩
黑龙江省双鸭
山市

通过

16 R202006034 邹逸轩
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

通过 40 R202006068 刘宸熙 湖南省岳阳市 通过

17 R202006035 尹泽楠 贵州省赤水市 通过 41 R202006069 林佳怡 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

18 R202006036 袁得启 青海省西宁市 通过 42 R202006070 孙嘉树 山西省朔州市 通过

19 R202006037 谢芷涵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43 R202007003 王宇辰
河北省秦皇岛
市

通过

20 R202006038 张梓笑 河南省周口市 通过 44 R202007007 李朱茗皓 贵州省贵阳市 通过

21 R202006039 廖运嬿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45 R202007008 刘潞森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22 R202006040 李卓阅 广东省惠州市 通过 46 R202007015 唐宸煜 湖南省邵阳市 通过

23 R202006041 杨越子辰 云南省昭通市 通过 47 R202007052 陈子歆 贵州省安顺市 通过

24 R202006042 王芷怡 贵州省毕节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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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批外埠康复训练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R202005001 易前潼 重庆市 通过 24 R202006030 孙琛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2 R202005014 王苏宁 河北省沧州市 通过 25 R202006051 向冠全 四川省广元市 通过

3 R202005015 林可峰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26 R202006059 邱柯烨 广东省潮州市 通过

4 R202005017 李佳菡 云南省文山州 通过 27 R202006060 吴虹颖 河北省石家庄市 未通过

5 R202005018 陈璟婷 云南省昆明市 通过 28 R202006061 付凌珊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6 R202005019 毛泽少 陕西省咸阳市 通过 29 R202006062 刘家彤 江西省宜春市 通过

7 R202006001 李梦辰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30 R202006063 田墨砚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8 R202006002 周宸宇 河南省商丘市 通过 31 R202006064 代熙妍 辽宁省沈阳市 未通过

9 R202006003 王雨哲 陕西省安康市 通过 32 R202006066 王祖浩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
通过

10 R202006004 李智赟
河南省驻马店
市

通过 33 R202006067 张志颖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治州

通过

11 R202006005 张松石 陕西省渭南市 通过 34 R202006071 任政瑜 山西省吕梁市 通过

12 R202006006 曹宝颖 湖南省衡阳市 通过 35 R202006072 刘誉彤 山西省晋中市 通过

13 R202006007 纪德鑫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36 R202006073 焦奕洋 山西省朔州市 通过

14 R202006009 邢莉畯涵 辽宁省盘锦市 通过 37 R202006074 李帛霖 山西省太原市 通过

15 R202006010 王浩然 山东省济宁市 通过 38 R202007001 刘泓语 河北省承德市 通过

16 R202006011 邱俊凯 四川省内江市 通过 39 R202007002 郁金灏 河北省张家口市 通过

17 R202006012 王梓涵 山西省晋中市 未通过 40 R202007004 林新凯 辽宁省大连市 通过

18 R202006013 种政 山西省太原市 未通过 41 R202007005 黄婧雯 辽宁省沈阳市 通过

19 R202006014 尚义枫 山西省晋城市 通过 42 R202007006 邓嘉壕 广东省湛江市 通过

20 R202006015 段泓秀 山西省晋中市 通过 43 R202007009 王湫皓 山东省济南市 通过

21 R202006027 李柯豪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44 R202007010 张世康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22 R202006028 史傲天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45 R202007011 郭靖琦 河北省石家庄市 未通过

23 R202006029 吝佳阳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46 R202007012 郭子娇 辽宁省大连市 通过

制表人  ：           项目负责人  ：            部门负责人  ：             机构负责人：        

                                                    日期：

第 2 页



第20-3批外埠康复训练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47 R202007013 朱敏君 湖北省荆州市 通过 65 R202007034 王梓彤 河北省衡水市 通过

48 R202007014 高依诺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66 R202007035 佘依萱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过

49 R202007016 张芷晗 湖北省武汉市 通过 67 R202007036 李想 河北省沧州市 通过

50 R202007017 杨梦媛 湖北省随州市 通过 68 R202007038 邓志毅 云南省曲靖市 通过

51 R202007018 张宸翰 四川省成都市 通过 69 R202007039 张院梅 云南省普洱市 通过

52 R202007019 张思蓉 湖北省随州市 通过 70 R202007040 张敖宁 云南省普洱市 未通过

53 R202007021 朱景文 湖北省随州市 通过 71 R202007041 王永铄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54 R202007022 肖一轩 陕西省宝鸡市 通过 72 R202007042 刘子勋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55 R202007023 齐津惠 辽宁省阜新市 通过 73 R202007044 潘宇扬 广东省韶关市 通过

56 R202007024 杨函嘉 浙江省嘉兴市 通过 74 R202007045 鲍景希 河北省石家庄市 通过

57 R202007025 周子皓 江西省九江市 通过 75 R202007046 张佳晔 河北省承德市 通过

58 R202007027 李璟天 山西省大同市 通过 76 R202007047 明思宸 河北省张家口市 未通过

59 R202007028 张坤博 山西省忻州市 通过 77 R202007048 王睿泽 山东省济南市 未通过

60 R202007029 张梓莹 广东省茂名市 通过 78 R202007049 杨子豪 广东省揭阳市 通过

61 R202007030 唐承熙 湖南省永州市 通过 79 R202007050 张天雨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62 R202007031 廖依依 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 80 R202007051 王梓源 广东省茂名市 未通过

63 R202007032 张峻豪
河北省石家庄
市

通过 81 R202007053 姜姿亦 辽宁省抚顺市 通过

64 R202007033 杨弘奕
河北省石家庄
市

通过 82 R202007055 高馨怡 河北省沧州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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