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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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2102114 刘睿鑫 山西忻州市 通过 11 R202106094 刘宸赫 河北承德市 通过

2 R202104153 杜宝玉 山东临沂市 未通过 12 R202106101 刘祐安 湖南郴州市 未通过

3 R202106015 邢子硕 青海西宁市 未通过 13 R202106102 雷安蓉 贵州毕节市 通过

4 R202106046 王馨妤 甘肃庆阳市 未通过 14 R202106113 罗惜阳 湖南衡阳市 通过

5 R202106056 武芮汐 河北保定市 通过 15 R202106124 马千幂 吉林辽源市 通过

6 R202106069 王涵睿 河北沧州市 通过 16 R202106126 谭文睿 湖南郴州市 通过

7 R202106081 龙华毓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7 R202106130 刘梦熙 内蒙古通辽市 通过

8 R202106083 曹凯文 天津市 通过 18 R202106131 周辰皓 湖南郴州市 通过

9 R202106088 邓辅喆 湖南郴州市 通过 19 R202106140 李勇帅 河北廊坊市 通过

10 R202106093 张珍 湖南郴州市 通过 20 R202106144 魏尚菲 河北保定市 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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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202104167 万奕博 江西南昌市 通过 19 R202104126 臧云龙 吉林松原市 未通过

2 L202104176 刘晨铭 福建龙岩市 未通过 20 R202104130 吴思涵 云南昆明市 通过

3 L202106029 程光皓 江西上饶市 通过 21 R202104132 程烨 广西贺州市 通过

4 L202106044 张旭尧 安徽合肥市 通过 22 R202104144 赵朔北 河北邯郸市 通过

5 L202106051 萧宇 福建龙岩市 通过 23 R202104152 李洛橦 河北邢台市 通过

6 L202106057 祝衍修 湖南衡阳市 未通过 24 R202104163 黄刘婷 浙江温州市 通过

7 L202106079 潘嘉嘉 广东湛江市 通过 25 R202104164 卢康雨泽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8 L202106112 王沐宸 山东潍坊市 未通过 26 R202104170 周瀚辰 四川南充市 通过

9 R202104022 任孜初 河北邢台市 未通过 27 R202104171 张瑾轩 四川绵阳市 通过

10 R202104035 齐广彬 河北沧州市 未通过 28 R202104172 东玉诺 甘肃天水市 通过

11 R202104043 郑乐卿 河南周口市 通过 29 R202104185 惠金泽 河北唐山市 通过

12 R202104052 吴昱铮 吉林延边州 通过 30 R202106003 彭志玲 广东惠州市 通过

13 R202104073 江芷熙 江西上饶市 通过 31 R202106005 曾羽彤 广东河源市 未通过

14 R202104093 杜振霖 四川巴中市 未通过 32 R202106007 龙彩萱 湖北荆门市 通过

15 R202104107 任烨晗
河北张家口
市

通过 33 R202106010
海迪且·麦
麦提卡热

新疆喀什地区 通过

16 R202104111 赵泽航 河北邢台市 通过 34 R202106012
阿卜杜拉·

艾散
新疆喀什地区 通过

17 R202104113 苗舒乔 河北承德市 未通过 35 R202106013
穆合麦提·

阿巴斯
新疆和田地区 未通过

18 R202104115 王涵 山西朔州市 通过 36 R202106016 卢思颖 广西桂林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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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202106018 朱光霞 云南楚雄州 通过 55 R202106047 张雯博
黑龙江齐齐哈尔
市

未通过

38 R202106019 蒋宛潼 辽宁辽阳市 通过 56 R202106049 张一轩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39 R202106020 胡可
内蒙古赤峰
市

通过 57 R202106050 刘锦汐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40 R202106021 苏思元
河北秦皇岛
市

未通过 58 R202106053 陈启航 贵州铜仁市 通过

41 R202106022 刘德钢 天津市 未通过 59 R202106054 刘暖又 河南安阳市 未通过

42 R202106023 刘梓涵 吉林长春市 通过 60 R202106058 彭展歌 内蒙古赤峰市 通过

43 R202106025 张成祥 吉林白山市 通过 61 R202106060 曾铭然 广东广州市 未通过

44 R202106026 王峻洋 吉林长春市 通过 62 R202106061 季德杰 山东聊城市 未通过

45 R202106027 孙季安 吉林长春市 通过 63 R202106064 刘家鑫 天津市 未通过

46 R202106028 李翊轩 河北唐山市 通过 64 R202106065 马康原 河北承德市 未通过

47 R202106030 李汶鲜 四川南充市 通过 65 R202106066 孔祥云 广西柳州市 通过

48 R202106032 高镜湖 云南大理州 通过 66 R202106067 杨珺哲 吉林长春市 通过

49 R202106033 蒲思翰 四川南充市 通过 67 R202106070 陈金诺 河南开封市 通过

50 R202106034 鞠荣尧 山东济南市 未通过 68 R202106072 魏佳曦 山东济南市 通过

51 R202106039 代欣冉 云南昆明市 通过 69 R202106073 王睿涵健 山西吕梁市 通过

52 R202106041 单镇宇 辽宁辽阳市 通过 70 R202106074 赵若冰 山西运城市 通过

53 R202106042 苟云扬 四川巴中市 通过 71 R202106075 高子懿 吉林松原市 通过

54 R202106045 黄雅晴 广东湛江市 通过 72 R202106076 牟峻嘉 吉林长春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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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R202106077 徐炜晴 吉林长春市 通过 90 R202106115 王喆岭 山东聊城市 通过

74 R202106080 赵雅柠 辽宁营口市 通过 91 R202106118 赵艺晴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75 R202106087 王泽峰
黑龙江牡丹
江市

通过 92 R202106120 王沐晨 河南驻马店市 未通过

76 R202106089 叶世杰 陕西安康市 通过 93 R202106123 吕佳鑫 山西吕梁市 通过

77 R202106090 郝晨凯 山西太原市 通过 94 R202106127 田子祺 河北邯郸市 未通过

78 R202106091 韩瀚 山西忻州市 通过 95 R202106132 于世依 河北石家庄市 未通过

79 R202106092 苏子昱 河北沧州市 通过 96 R202106133 陆安俊 贵州黔东南州 通过

80 R202106095 王娜 云南昭通市 通过 97 R202106138 王子沐 甘肃庆阳市 通过

81 R202106096 王艳 云南昭通市 通过 98 R202106139 齐子鸣 甘肃陇南市 通过

82 R202106097 肖林花 云南丽江市 通过 99 R202106141 杨万玲 湖北荆州市 通过

83 R202106099 褚余雪 云南怒江州 通过 100 R202106142 尚佳仪 辽宁沈阳市 通过

84 R202106100 陈俊宇 云南昭通市 通过 101 R202106143 柴艺翔 山东济南市 通过

85 R202106104
排日扎提
·艾里夏

提

新疆阿克苏
地区

通过 102 R202106145 纪文梦 云南普洱市 通过

86 R202106106 杨延茜 云南保山市 通过 103 R202106147 劳羽杰 广东茂名市 通过

87 R202106107 刘雯斌 云南曲靖市 通过 104 R202106149 王思媛 云南昭通市 通过

88 R202106109 陈锦浩 四川泸州市 通过 105 R202106152 李嘉昊 河北衡水市 未通过

89 R202106110 黄景宸 云南曲靖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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