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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202106015 王玺滢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未通过 26 C202106112 孙孟涵 贵州贵阳市 待定

2 C202106092 韦雨萌 广西南宁市 通过 27 C202106013 林若曦 贵州遵义市 待定

3 C202106074 张艺可 广西南宁市 通过 28 C202105147 敖子芸 贵州贵阳市 未通过

4 C202106042 崔炜烽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9 C202106086 张悦娇 河北保定市 通过

5 C202106043 黄思涵 广西玉林市 通过 30 C202106020 杨俊豪 河北衡水市 待定

6 C202105125 陈美君 广西玉林市 未通过 31 C202106057 曾祥意 河北保定市 待定

7 C202105130 李佑麟 广西玉林市 通过 32 C202106076 董一帆 河北衡水市 待定

8 C202105145 冯建群 广西贺州市 未通过 33 C202106059 康博轩 河北邯郸市 通过

9 C202105088 杨旺高 广西桂林市 通过 34 C202106058 刘晨烁 河北保定市 待定

10 C202106064 慕烨庆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5 C202106090 王天语 河北邯郸市 通过

11 C202105089 覃昱皓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6 C202106116 白晨宇 山西吕梁市 通过

12 C202105086 覃秋茹 广西贵港市 通过 37 C202106026 王煊城 山西长治市 通过

13 C202106078 卢芯蔓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8 C202106093 雷雨茜 山西长治市 通过

14 C202106109 蒋子睿 广西南宁市 未通过 39 C202106061 曹育玮 山西晋中市 通过

15 C202106077 凌思远 广西百色市 通过 40 C202106062 王锦悦 山西临汾市 通过

16 C202106002 袁馨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1 C202106046 李政辉 山西临汾市 通过

17 C202106003 陈孔炜 广西梧州市 通过 42 C202106089 张子豪 山西晋中市 通过

18 C202106001 易远利 广西梧州市 通过 43 C202106056 孙荧泽 吉林长春市 通过

19 C202106034 程俊铨 广西南宁市 通过 44 C202106008 毛星月 云南昭通市 通过

20 C202106005 李朝晖 广西北海市 通过 45 C202106031 陈江耀 云南曲靖市 通过

21 C202106035 吴柯乐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6 C202106110 赵浩南 河南周口市 通过

22 C202106039 罗佳玲 广西百色市 通过 47 C202106084 陈沐阳 河南南阳市 通过

23 C202106044 陈国文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8 C202106075 刘冯羽彤 河南开封市 通过

24 C202106038 龙敏 广西钦州市 通过 49 C202106025 张伊沫 河南三门峡市 通过

25 C202106065 卢业启 广西玉林市 通过 50 C202106019 刘琦佳 河南新乡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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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2105121 王文泽 河南新乡市 通过 74 C202104066 刘怡萌 四川成都市 通过

52 C202106052 王宇航 河南濮阳市 通过 75 C202105142 杨子沐 四川南充市 通过

53 C202106071 张晓楠 河南安阳市 通过 76 C202105104 何佳蕊 四川绵阳市 通过

54 C202105101 赵宇昌 河南平顶山市 通过 77 C202104060 王煜婷 四川泸州市 通过

55 C202106004 秦恩博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78 C202106032 胡俊豪 四川乐山市 通过

56 C202106068 田一然 河南洛阳市 通过 79 C202106041 陈霁月 湖南衡阳市 通过

57 C202106111 苗鑫如 河南郑州市 通过 80 C202106023 吴宇涵 湖南衡阳市 通过

58 C202106022 王瑜 河南周口市 通过 81 C202106010 李凌骁 山东济宁市 通过

59 C202106027 齐逸泽 河南漯河市 通过 82 C202106024 吴孟宸 内蒙古赤峰市 通过

60 C202105118 王梓旭 河南商丘市 通过 83 C202104062 田雨轩 湖北宜昌市 待定

61 C202106011 赵诺安 河南安阳市 通过 84 C202106021 王梓焱 湖北随州市 通过

62 C202106036 张子涵 河南郑州市 通过 85 C202104033 余思航 重庆酉阳县 通过

63 C202106095 吴佳乐 河南郑州市 通过 86 C202106080 孙梓涵 广东肇庆市 通过

64 C202106097 桂林进 江西鹰潭市 通过 87 C202106055 黄思宇 广东河源市 通过

65 C202106094 章艺霆 江西宜春市 通过 88 C202106048 黄燕琳 广东汕头市 通过

66 C202106067 郭可盈 江西吉安市 通过 89 C202106028 张杰诚 广东茂名市 通过

67 C202106033 周长乐 江西宜春市 通过 90 C202106100 隆诗琪 广东茂名市 通过

68 C202106079 邓语歆 江西赣州市 通过 91 C202106066 刘忆婷 广东湛江市 通过

69 C202105108 杨宸 江西赣州市 通过 92 C202106030 高琦洋 福建漳州市 通过

70 C202104018 徐芷玥 江西宜春市 未通过 93 C202106085 张思琪 福建漳州市 通过

71 C202105151 杜泽妍 江西宜春市 未通过 94 C202104070 朱家锐 福建漳州市 通过

72 C202106083 温宇扬 江西赣州市 通过 95 C202104056 胡柏霖 福建漳州市 通过

73 C202106050 郑雅萱 江西鹰潭市 未通过 96 C202105150 朱梦菲 江苏连云港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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