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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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2106122 白燚蒽 河北保定市 通过 14 R202108077 张茂煦 贵州六盘水市 通过

2 R202108004 张诗雅 河北保定市 通过 15 R202108078 马奕程 河南安阳市 未通过

3 R202108013 邱辰阳 湖南岳阳市 未通过 16 R202108083 万宇瑞鑫 贵州遵义市 通过

4 R202108015 姚子愉 贵州遵义市 通过 17 R202108085 杨俊辰 贵州遵义市 未通过

5 R202108021 陈梓轩 甘肃平凉市 通过 18 R202108086 肖佳衡 福建宁德市 通过

6 R202108023 史俊超 甘肃酒泉市 通过 19 R202108094 赵硕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7 R202108040 秦钰娜 贵州遵义市 通过 20 R202108106 额日赫 内蒙古赤峰市 未通过

8 R202108044 程一帆 江西上饶市 通过 21 R202108113 丁锦越
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
通过

9 R202108050 唐昀泽 山东济宁市 未通过 22 R202108115 杨梓昂 河北保定市 未通过

10 R202108059 高鑫 甘肃张掖市 通过 23 R202108121 岳佳琦 贵州黔东南州 通过

11 R202108061 高辰逸 内蒙古通辽市 通过 24 R202108122 李雨泽
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
未通过

12 R202108062 张妙可 河北衡水市 通过 25 R202108123 高晟棵
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
通过

13 R202108068 王子怡 河北廊坊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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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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02106111 程淑冉 宁夏银川市 通过 19 R202106082 孙艺菡 内蒙古赤峰市 通过

2 L202106129 刘诗曼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20 R202106103 霍芃宇 辽宁锦州市 通过

3 L202108008 游乔智 福建漳州市 通过 21 R202106117 孙千贺 辽宁大连市 通过

4 L202108081 陈瑞霖 湖南长沙市 未通过 22 R202106119 赵梓杨 河北石家庄市 未通过

5 R202102012 洪玙轩 广东惠州市 通过 23 R202106134 申梦涵 山西长治市 通过

6 R202102036 张嘉乐 湖北黄冈市 通过 24 R202106148 李紫菡 云南普洱市 通过

7 R202104024 刘宸赫 河北石家庄市 未通过 25 R202108001 刘禹彤 辽宁朝阳市 未通过

8 R202104041 张梓越 江西抚州市 通过 26 R202108002 覃绥安 广西南宁市 通过

9 R202104090 邓冰婼 辽宁本溪市 通过 27 R202108003 张纭宁 四川达州市 通过

10 R202104145 和霖欣 云南怒江州 通过 28 R202108005 辛子奇 河南开封市 通过

11 R202106002 贺梓琪 广东河源市 通过 29 R202108006 周云轩 山东泰安市 通过

12 R202106017 姜卓奇 江西南昌市 通过 30 R202108007 邓梦琪 河北沧州市 通过

13 R202106024 王子豪 吉林松原市 通过 31 R202108009 曹耀为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14 R202106031 田俊宇 云南红河州 未通过 32 R202108010 杨龄尧 广东惠州市 通过

15 R202106052 刘佳莹 河南周口市 未通过 33 R202108016 吴若希 河南商丘市 通过

16 R202106055 汪欣林 四川南充市 未通过 34 R202108019 王宇辰 山西阳泉市 通过

17 R202106062 罗子辰 广东梅州市 通过 35 R202108020 雷昱欣 山西吕梁市 通过

18 R202106071 武晨晞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36 R202108022 蒙科言 广西桂林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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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202108024 马若桐 山东临沂市 通过 55 R202108049 王芃凯 云南红河州 通过

38 R202108025 王瀚辉 辽宁沈阳市 通过 56 R202108051 陈泽楷 辽宁沈阳市 通过

39 R202108026 吴妍彤 辽宁盘锦市 通过 57 R202108052 麻佳鑫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40 R202108027 丁子玗 辽宁锦州市 通过 58 R202108053 李颜汐 辽宁大连市 通过

41 R202108029 宇文天濠 河北邢台市 未通过 59 R202108054 徐博渊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42 R202108030 吕泊然 河北石家庄市 未通过 60 R202108055 赵钦硕 河北邯郸市 通过

43 R202108032 郭明睿 黑龙江哈尔滨市 通过 61 R202108057 宋善玥 山西大同市 通过

44 R202108033 栾斯博 黑龙江哈尔滨市 未通过 62 R202108060 李奕欣 河北邢台市 通过

45 R202108035 梁腾飞 黑龙江绥化市 未通过 63 R202108063 李梓航 辽宁锦州市 通过

46 R202108036 杨凯瑞 云南保山市 通过 64 R202108064 孙静宁 内蒙古通辽市 通过

47 R202108039 梁彬佳 广西贵港市 通过 65 R202108065 周宇彤 辽宁沈阳市 未通过

48 R202108041 黄钧铭 广西玉林市 通过 66 R202108066 刚宥宁 辽宁阜新市 通过

49 R202108042 付云龙 云南普洱市 通过 67 R202108067 张雪 河北邢台市 通过

50 R202108043 胡娅楠 云南昭通市 未通过 68 R202108070 张汐潼 辽宁阜新市 通过

51 R202108045 张正轩 河北邯郸市 通过 69 R202108072 柳金声 辽宁沈阳市 通过

52 R202108046 孙习博 山西吕梁市 通过 70 R202108073 赵玺喆 河北保定市 通过

53 R202108047 赵骏安 山西吕梁市 通过 71 R202108074 杨红烨 吉林辽源市 通过

54 R202108048 孟則丞 山西临汾市 通过 72 R202108076
木提热木汗

·亚森
新疆和田地区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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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R202108080 利雅静 广西防城港市 未通过 90 R202108104 魏炯煜 广东汕尾市 通过

74 R202108082 张锦欣 湖北天门市 未通过 91 R202108105 刘璇 河北邯郸市 通过

75 R202108084 郄亦格 河北保定市 未通过 92 R202108107 吴桐 陕西延安市 未通过

76 R202108087 李鑫志 云南普洱市 通过 93 R202108108 李雨泽 辽宁锦州市 通过

77 R202108088 李馨 云南文山州 通过 94 R202108109 刘景治 辽宁朝阳市 通过

78 R202108090 孙可晗 河北保定市 通过 95 R202108110 王雅琪 辽宁葫芦岛市 通过

79 R202108091 许依诺 河北邯郸市 通过 96 R202108111 张汉卿 辽宁葫芦岛市 未通过

80 R202108092 马泽洋 河北保定市 未通过 97 R202108112 王悦研 辽宁辽阳市 通过

81 R202108093 沈诗垚 吉林辽源市 通过 98 R202108114 封昀杉 辽宁抚顺市 通过

82 R202108095 姚文馨 云南昆明市 未通过 99 R202108116 李雅铎 山西吕梁市 通过

83 R202108096 胡乐萱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100 R202108117 田子木 河北唐山市 通过

84 R202108097 白茵甯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101 R202108119 林兴岳 广东湛江市 通过

85 R202108098 崔劭祎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102 R202108120 高晨瑀 湖北随州市 未通过

86 R202108100 刘佳轩 山西朔州市 通过 103 R202108124 崔浩晨 河北邯郸市 未通过

87 R202108101 冯皓轩 江西吉安市 通过 104 R202108125 刘梦欣 辽宁锦州市 通过

88 R202108102 张至煊 广东湛江市 通过 105 R202108126 王桉淇 河北邯郸市 通过

89 R202108103 许梓纯 广东汕尾市 通过 106 R202108128 熊传柏泽 湖北武汉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