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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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2102081 张昭远 河南安阳市 通过 16 R202104120 谭贤彬 湖南湘西州 通过

2 R202104006 张锦璇
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

通过 17 R202104128 曹友含 贵州遵义市 通过

3 R202104007 周博丞
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

通过 18 R202104131 王一诺 黑龙江哈尔滨市 未通过

4 R202104032 甘德轩 青海西宁市 通过 19 R202104135 张一诺 河北保定市 通过

5 R202104045 黄好艺 贵州黔南州 通过 20 R202104136 戴梓睿 湖南娄底市 通过

6 R202104062 陶子梵
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

通过 21 R202104138 付沐萱 河北承德市 通过

7 R202104064 张心悦 河北承德市 通过 22 R202104139 武颖凯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8 R202104068 于婧嫣 青海海西州 通过 23 R202104150 赵鹤铭 河北保定市 通过

9 R202104072 林子淇 河北承德市 通过 24 R202104169 胡育宁 内蒙古赤峰市 通过

10 R202104074 高博瑞 山西临汾市 通过 25 R202104175 陈妍伊 天津市 未通过

11 R202104077 唐晨馨
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

通过 26 R202104177 纪天擎 河北廊坊市 通过

12 R202104086 温嘉俊 河北廊坊市 通过 27 R202104178 刘轩铭 河南信阳市 通过

13 R202104109 龙海鸣 贵州毕节市 通过 28 R202104183 王梓墨 河北承德市 通过

14 R202104110 张政奕 河北邯郸市 通过 29 R202104184 陈鑫鑫 湖北咸宁市 未通过

15 R202104116 朱欣彤
青海海东地
区

通过



第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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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02104026 孟一凡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9 R202102094 胡泽晨杨 云南文山州 通过

2 L202104050 罗一轩 湖南郴州市 通过 20 R202102102 王晟睿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3 L202104133 周一霏 广东阳江市 通过 21 R202102108 刘宇浩 贵州遵义市 通过

4 L202104165 杜沐筱 山东东营市 通过 22 R202102112 高艺媱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5 R202012053 陈城东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3 R202102113 张晋培 贵州毕节市 通过

6 R202102006 唐虎成 广西南宁市 通过 24 R202104002 孟家玉 河南许昌市 通过

7 R202102035 刘星含 辽宁本溪市 通过 25 R202104004 蒋宸轩 云南红河州 通过

8 R202102040 刘梓淳 湖北仙桃市 通过 26 R202104005 马麟皓 云南昭通市 通过

9 R202102042 刘奕甜 云南曲靖市 通过 27 R202104008 韩华宁 山西晋中市 通过

10 R202102066 张国优 云南昭通市 通过 28 R202104009 林怡彤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1 R202102067 罗弋之 湖北天门市 通过 29 R202104011 郝佩昕 山西晋中市 通过

12 R202102076 林锐锋 广东潮州市 通过 30 R202104012 郭浩文 山西朔州市 通过

13 R202102077 王文熠 湖北仙桃市 通过 31 R202104013 邢琬婧 山西运城市 通过

14 R202102088 唐子轩 江西抚州市 通过 32 R202104014 翟浩然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15 R202102089 王艺辰 四川资阳市 通过 33 R202104015 王继辰 辽宁大连市 通过

16 R202102090 黄文聪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4 R202104016 张津铭 辽宁鞍山市 通过

17 R202102091 黄文达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5 R202104017 刘翊轩 湖北武汉市 通过

18 R202102092 焦诗贺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36 R202104019 郭浚鸿 广西贵港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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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202104020 任奕帆 四川南充市 通过 55 R202104056 雷正福 云南昭通市 通过

38 R202104021 王必晟 湖北黄冈市 通过 56 R202104057 鲍泽勋 云南曲靖市 通过

39 R202104023 刘栩岩
河北石家庄

市
未通过 57 R202104058 王佳乐 云南临沧市 通过

40 R202104025 尚潇阳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58 R202104059 徐文彬 云南文山州 未通过

41 R202104027 王泽轩 四川广安市 通过 59 R202104060 李官明哲 云南昭通市 通过

42 R202104028 邱向妍 四川内江市 通过 60 R202104065 杨睿妍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43 R202104030 曾晓彤 广西柳州市 通过 61 R202104066 赵雨泽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44 R202104031 于杨伊伊 陕西宝鸡市 通过 62 R202104067 龚馨婉 河南商丘市 通过

45 R202104033 张瀚匀
贵州六盘水

市
通过 63 R202104069 黄晴晴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6 R202104034 林宇阳 山东临沂市 通过 64 R202104070 张亦杭 辽宁营口市 通过

47 R202104038 冯梓鑫 四川南充市 未通过 65 R202104071 赵佳一 辽宁阜新市 通过

48 R202104039 蔡雨彤 云南昭通市 通过 66 R202104075 邹翰楠 湖南娄底市 通过

49 R202104040 李泽楷 陕西商洛市 通过 67 R202104076 陈石森 广西贵港市 通过

50 R202104042 燕若萱 山西晋中市 通过 68 R202104078 李硕 内蒙古通辽市 通过

51 R202104044 莫芳华 广西桂林市 通过 69 R202104079 王宇彤 湖北黄冈市 通过

52 R202104047 周瑞晨 辽宁盘锦市 通过 70 R202104080 张思雨 四川南充市 通过

53 R202104053 李锦宸 云南玉溪市 通过 71 R202104081 谭梓炜 四川资阳市 通过

54 R202104054 管祯玲 云南德宏州 通过 72 R202104082 刘予宸 四川南充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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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R202104083 石尚衡 河南开封市 通过 91 R202104117 李智宸 四川巴中市 通过

74 R202104084 陈焕鑫 广西桂林市 通过 92 R202104118 王浩然 四川南充市 通过

75 R202104085 周应杭 云南昭通市 通过 93 R202104119 杨斡 云南保山市 通过

76 R202104087 魏楷佳 山东菏泽市 通过 94 R202104121 郑楷衍 湖北荆州市 通过

77 R202104088 魏宇航 辽宁锦州市 通过 95 R202104123 张宸硕 河北邢台市 通过

78 R202104089 佟欣萌 辽宁沈阳市 通过 96 R202104124 赵一鸣 河北保定市 通过

79 R202104091 冷治行 辽宁丹东市 通过 97 R202104127 樊梓荣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80 R202104092 郭刘杰 河北邢台市 通过 98 R202104129 何书逸 四川资阳市 通过

81 R202104095 杨诗婷
贵州黔东南

州
通过 99 R202104137 安仕渊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82 R202104099 姚沐言 河北承德市 通过 100 R202104140 赵沐熙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83 R202104100 张佑铭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01 R202104141 陈睿雪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84 R202104101 单俊杰
内蒙古通辽

市
通过 102 R202104142 王梓怡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85 R202104102 邹予涵 贵州遵义市 通过 103 R202104143 蒋起航 贵州贵阳市 通过

86 R202104103 郑丞泽 四川南充市 通过 104 R202104146 韩子瑞 云南昆明市 通过

87 R202104105 张梓汐 湖北黄石市 通过 105 R202104147 黄佳馨 四川内江市 通过

88 R202104106 王子辰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106 R202104149 刘朗达 河北邢台市 通过

89 R202104108 陈成慧
广西防城港

市
通过 107 R202104151 李豪萱 云南大理州 通过

90 R202104114 翟梓涵 四川遂宁市 未通过 108 R202104155 詹铠霖 广东汕尾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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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R202104156 赵灿铄 广东汕头市 通过 117 R202104173 李振豪 甘肃庆阳市 通过

110 R202104157 黄灿贤 广东揭阳市 通过 118 R202104174 何子源 广西玉林市 通过

111 R202104158 晏元卓 四川南充市 通过 119 R202104179 李佳壕 四川广安市 未通过

112 R202104159 廖灵熙 广东汕头市 通过 120 R202104180 张宇程 四川南充市 通过

113 R202104160 唐梓睿 湖南衡阳市 通过 121 R202104181 卢晨希 四川南充市 通过

114 R202104161 卢逸帆 广东汕尾市 未通过 122 R202104182 马梓皓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15 R202104166 武育铭
河北石家庄

市
通过 123 R202104186 周杭峰 四川自贡市 通过

116 R202104168 刘镐彤 河南新乡市 通过 124 R202104187 周杭默 四川自贡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