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报名号 人数 负责人 省份 生源中学
2015002 2 李敏 福建 厦门一中、厦门双十中学等
2015003 4 崔传森 辽宁 辽宁省实验中学
2015010 2 吕文静 山东 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
2015011 2 黄烨 湖北 巴东三中
2015012 2 杨一帆 吉林 吉林省通化市通钢一中，吉林省通化市第一中学
2015014 4 刘伊然 山东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5017 2 石权耕 辽宁 丹东市第二中学
2015018 2 宋静雯 江苏 南京市金陵中学
2015019 3 马壮 安徽 灵璧中学
2015020 4 郭盛东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南雅中学
2015026 2 施睿隆 湖北 湖北省郧阳中学
2015027 2 任九岱 河南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高中
2015028 1 杨帆 甘肃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第一中学
2015032 3 陈容宾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第一中学
2015033 3 祝孔辉 河南 河南省固始慈济高中
2015040 2 龙珍 西藏 西藏林芝市第一中学
2015042 1 付彤 山西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中学
2015049 1 曾宝帮 湖南 湖南省宜章一中
2015050 4 于之齐 安徽 安徽省寿县第一中学
2015052 3 贺煦炜 四川 成都外国语学校
2015054 2 谢可杨 浙江 浙江武义第一中学
2015055 2 张媛媛 河北 河北易县中学
2015057 3 陈思洋 浙江 浙江省金华市第一中学
2015059 1 郭晓阳 山东 山东省高唐县第一中学
2015062 1 古力尼尕·塔依尔 新疆 新疆苏克苏地区库车县第六中学
2015065 2 谢文博 甘肃 甘肃省白银市中恒学校
2015071 4 仉昱博 宁夏 银川一中
2015073 2 李衍泽 山东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第一中学
2015075 4 陈绮琳 广东 中山纪念中学
2015076 3 宋昕言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2015081 2 刘阳 山西 太行中学
2015082 1 蒲开武 湖北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2015084 2 云淑芬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2015086 1 冯蜀兰 重庆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
2015087 2 董浩洋 新疆 石河子一中
2015088 1 沈亦蒙 新疆 伊宁市第三中学
2015094 4 李安坤 四川 四川省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2015095 1 刘文楚 甘肃 靖远一中
2015096 3 袁伟程 广东 光明中学
2015097 3 曾文海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
2015098 2 张凯童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二中
2015099 2 陈少武 福建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第一中学
2015100 4 潘玥 黑龙江 大庆实验中学
2015101 3 温颂恒 广东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2015104 2 王沛然 四川 泸州天立学校
2015109 3 梁晨雨 广西 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



2015110 3 王剑 山西 山西省吕梁市吕梁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2015112 1 孙晓庆 浙江 浙江省慈溪市实验高级中学
2015115 4 毛悦 甘肃 甘肃省定西中学
2015117 3 杨洲 重庆 重庆市第一中学
2015118 3 刘婧星 江苏 江苏省海安县高级中学
2015121 2 朱慧敏 河南 河南省确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5122 3 辛婕 海南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2015123 2  李坤达 吉林 长春市第157中学，吉林市毓文中学
2015126 2 王旬 陕西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旬阳中学
2015128 4 赵婉晴 河北 河北衡水中学
2015133 2 王一诺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2015135 4 徐畅 安徽 安徽省天长中学
2015146 2 孙悦 内蒙古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第一中学
2015149 1 李昕 山东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2015150 2 甘逸航 海南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2015151 4 田苗 山西 高平市第一中学
2015159 3 徐鹏博 吉林 长春市十一高中
2015165 1 胡映飞 云南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民族完全中学
2015171 4 沈金双 云南 腾冲市（县）第五中学
2015173 4 武庭辉 山西 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第一中学
2015176 2 毛榕谦 广东 黄冈中学惠州学校
2015177 2 左灵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第一中学
2015180 1 李慧萍 河南 陕州中学
2015182 2 王楚添 黑龙江 鸡西实验中学
2015185 4 赵若帆 河南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5189 1 王甜甜 贵州 贵州省习水县第五中学
2015199 4 李乐 山东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2015203 3 孟繁煜 吉林 吉林省延边第一中学
2015204 1 袁梦迪 河南 民权县高级中学
2015206 4 李继威 安徽 安徽省六安第一中学
2015211 2 庄月 山西 山西省忻州市第一中学
2015214 1 苑阳泽 河南 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5215 3 俞博 宁夏 宁夏中卫中学
2015216 2 吴正红 安徽 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南陵中学
2015217 4 刘倩如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5220 2 郑芷晴 广东 东莞高级中学
2015223 4 杨英泽 河北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2015224 2 范力文 四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2015225 2 霍宛彤 辽宁 锦州中学
2015226 3 董淳 云南 腾冲市第一中学
2015228 3 朱军彪 浙江 浙江省诸暨中学
2015232 4 周沛泽 内蒙古 林东第一中学
2015234 3 程重 湖北 湖北省黄冈中学
2015235 4 张宏福 宁夏 宁夏六盘山高中
2015236 3 先毅 四川 四川省泸州市高级中学校
2015237 3 胡乃天 河北 河北冀州中学
2015238 3 李航宇 福建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2015239 2 田宇濛 重庆 重庆市黔江区黔江中学
2015241 4 孟子天雪 山东 山东市滕州市第一中学
2015243 3 王金晓 浙江 浙江省温岭中学
2015244 3 张琪琦 云南 云南省文山州第一中学
2015245 3 徐伊洁 浙江 浙江省东阳中学
2015246 1 杨诺亚 广东 广州市铁一中学
2015247 2 邓思禹 福建 福建省三明第一中学
2015249 4 玛依拉·肉孜 新疆 新疆哈密地区一中
2015250 3 张晗 河南 南阳一中
2015251 4 王海晔 云南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
2015254 3 严晨 湖南 龙山黄仓中学
2015255 3 谢瑞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2015258 2 巴丽合尼·库安尼西 新疆 新疆伊犁伊宁县三中
2015259 3 董瑞芳 浙江 瑞安中学
2015264 3 张誉铙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2015270 2 田英豪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2015271 2 龙书培 湖南 湘西州民族中学
2015272 2 黄海璐 湖南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2015275 2 陈佳仪 广西 岑溪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