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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2104035 赵书晟 甘肃陇南市 通过 26 C202104061 甘晟铭 广西崇左市 通过

2 C202104036 谢欣然 贵州黔南州 通过 27 C202104050
阿布都艾尼·

巴拉提
新疆和田地区 通过

3 C202104064 谢俊楠 贵州毕节市 未通过 28 C202104001 王清灿 河南郑州市 未通过

4 C202104065 麻宏依 贵州铜仁市 通过 29 C202105113 周  果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5 C202104029 周皓明 云南昭通市 通过 30 C202105114 赵子桐 河南三门峡市 通过

6 C202104053 周月梦 云南昭通市 通过 31 C202105139 乔留阳 河南许昌市 通过

7 C202105120 刘雅静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2 C202105148 胡星宸 河南信阳市 通过

8 C202104004 王思琦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3 C202104080 贵景语 河南新乡市 通过

9 C202104046 崔雨馨 云南昭通市 通过 34 C202105152 杨孝然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10 C202104048 赵任衔 云南玉溪市 通过 35 C202102016 王  冉 河南濮阳市 通过

11 C202105082 庞芷妍 广西玉林市 未通过 36 C202105096 崔舒雅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12 C202105129 孙明霞 广西玉林市 通过 37 C202104058 郭宸熙 河南鹤壁市 通过

13 C202105126 梁铭玥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8 C202105117 范优优 河南商丘市 通过

14 C202105081 宁怡锦 广西玉林市 通过 39 C202104069 李嘉琪 河南安阳市 通过

15 C202102084 黎嘉乐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0 C202105095 董峻宏 河南洛阳市 通过

16 C202105116 赵博睿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1 C202105097 练梓臣 河南商丘市 通过

17 C202104012 邓为开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2 C202105098 王奕泽 河南周口市 通过

18 C202105085 兰伊贝贝 广西来宾市 未通过 43 C202105149 李金泽 河南周口市 通过

19 C202104021 莫文宗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4 C202104068 王子昊 河南郑州市 通过

20 C202104019 何浚华 广西崇左市 通过 45 C202105100 孙梦林 河南焦作市 通过

21 C202105083 黄乐新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6 C202104075 张世航 河南许昌市 通过

22 C202104013 唐文昊 广西贺州市 通过 47 C202104073 吴梓沫 河南洛阳市 通过

23 C202105127 汤  奕 安徽安庆市 未通过 48 C202102094 梁惜晗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24 C202104076 覃绍哲 广西河池市 未通过 49 C202104030 辛艺涵 河南周口市 通过

25 C202104059 罗韩湘 广西河池市 通过 50 C202105136 王子涵 河南周口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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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2105135 王子琪 河南周口市 通过 76 C202105110 兴羽墨 河北邯郸市 通过

52 C202105137 郑研硕 河南郑州市 通过 77 C202105094 崔劭祎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53 C202104005 朱若晗 河南商丘市 通过 78 C202102078 王洪毅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54 C202105105 薛  茵 河南南阳市 通过 79 C202105093 张浩锟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55 C202104041 周子晨 山西运城市 通过 80 C202105123 赵思佳 河北邢台市 通过

56 C202104057 赵  培 山西大同市 通过 81 C202104049 崔皓哲 河北邢台市 通过

57 C202104042 刘佳轩 山西朔州市 通过 82 C202104043 王嘉佑 河北沧州市 通过

58 C202104055 宋家乐 山西晋城市 通过 83 C202105090 苏紫璇 江西赣州市 未通过

59 C202104010 王涵姝 山西太原市 通过 84 C202104067 程皓喆 江西上饶市 通过

60 C202105107 宋善玥 山西大同市 通过 85 C202104002 陈诗乐 江西吉安市 通过

61 C202104022 姚佳利 四川巴中市 通过 86 C202105109 魏欣浩 江西南昌市 未通过

62 C202105104 何佳蕊 四川绵阳市 待定 87 C202104077 王萱逸 江西赣州市 通过

63 C202105146 李佳芮 四川攀枝花市 待定 88 C202105108 杨  宸 江西赣州市 待定

64 C202104066 刘怡萌 四川成都市 待定 89 C202104018 徐芷玥 江西宜春市 待定

65 C202105142 杨子沐 四川南充市 待定 90 C202104038 罗锦宇 湖南衡阳市 通过

66 C202105141 张锦妍 四川达州市 通过 91 C202104063 张语涵 湖南岳阳市 通过

67 C202104007 刘  兮 四川巴中市 通过 92 C202104024 陈家欣 湖南永州市 通过

68 C202104072 田佳琪 四川凉山州 通过 93 C202104079 付雅澜 湖南岳阳市 通过

69 C202104023 闵悦安 四川自贡市 通过 94 C202104032 唐康杰 湖南永州市 通过

70 C202105092 付泓哲 吉林白城市 通过 95 C202104025 伍锡毅 湖南永州市 通过

71 C202105112 崔振安 吉林长春市 通过 96 C202104031 欧诗漫 湖南永州市 通过

72 C202105140 牛驭葶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97 C202104052 胡诗影 湖北鄂州市 通过

73 C202104034 刘诗曼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98 C202105144 刘子麒 重庆巫溪县 通过

74 C202104027 张  雪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9 C202104037 张景波 重庆城口县 通过

75 C202105111 张正轩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00 C202104054 徐智涵 重庆垫江县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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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C202105122 马梓涵 重庆北碚区 通过 112 C202105102 陈梓烊 广东肇庆市 通过

102 C202104026 赵子琛 山东济宁市 通过 113 C202105119 冯周桐 广东肇庆市 通过

103 C202104009 王  想 山东枣庄市 通过 114 C202102086 廖梓梦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04 C202104071 江昌拥 福建福州市 通过 115 C202104078 刘  伟 广东清远市 通过

105 C202104051 何净茹 福建漳州市 通过 116 C202104028 洪国轩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06 C202104003 苏智辉 福建三明市 通过 117 C202105133 梁汝淇 广东阳江市 通过

107 C202105115 阮可馨 福建漳州市 通过 118 C202105143 林兴岳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08 C202104040 李灏天 福建福州市 通过 119 C202104006 陈锦慧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09 C202104039 游君逸 福建福州市 通过 120 C202105131 叶世涛 广东茂名市 通过

110 C202104015 沈梓莹 广东云浮市 未通过 121 C202102045 伍梦瑶 浙江温州市 通过

111 C202105132 肖锐涵 广东中山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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