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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1 杲承哲 章丘五中 

370006 任佳琪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009 林伟平 威海一中 

370010 孙启楚 聊城一中 

370012 李翔 邹平一中 

370014 布乃龙 聊城水城中学 

370015 李文质 新泰一中 

370017 成云珊 胜利一中 

370018 高宇 聊城一中 

370020 鹿韶源 肥城六中 

370022 张汉泽 泰安一中 

370025 张鹏 平度一中 

370027 王志成 龙口一中 

370028 车宸智 平度一中 

370035 张耕瑞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036 贾珂 烟台二中 

370038 孙浩源 枣庄实验中学 

370039 路卓尔 淄博一中 

370040 贾志垚 沾化一中 

370041 马本骋 定陶一中 

370042 张浩然 泰安一中 

370044 李昂 威海一中 

370046 卢陶然 单县一中 

370047 崔久健 莒县二中 

370048 王浩宇 淄博六中 

370049 魏然 日照一中 

370051 王润泽 菏泽一中 

370052 卜令杰 垦利一中 

370056 李润禾 烟台一中 

370058 张路宽 平邑一中 

370059 李子超 潍坊一中 

370060 颜子翔 青岛二中 

370062 孔令卓 济宁育才中学 

370063 邵长捷 济宁一中 

370064 庞茂斌 临沂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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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65 王庆恺 莱芜一中 

370071 马宗辉 平度一中 

370072 王鑫凯 淄博六中 

370073 牟璇 日照实验高中 

370075 蔡燕 平度一中 

370076 宫晓康 平度一中 

370077 姜曲益 烟台一中 

370078 赵海岳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079 郭雨虹 新泰一中 

370080 李梦晗 胶州一中 

370083 王育斌 淄博六中 

370084 夏心怡 胶州一中 

370086 赵翔宇 沂南一中 

370087 韩旻昊 潍坊一中 

370088 何山 城阳二中 

370089 刘顺杰 平度一中 

370090 许京浩 五莲一中 

370092 李傲霜 菏泽一中 

370094 胡孝梁 济宁育才中学 

370095 关慧钰 单县一中 

370097 燕云飞 东营一中 

370098 刘姝宏 寿光现代中学 

370100 郑同 威海一中 

370101 刘汗青 单县一中 

370104 张雯 泰安一中 

370105 宋绪杰 泰安一中 

370106 刘逸卓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107 邱昱皓 莱州一中 

370109 秦晗 五莲一中 

370110 齐奕翔 淄博实验中学 

370112 洪锐 泰安一中 

370113 王锦坤 淄博一中 

370115 庄苗苗 胶州一中 

370116 刘子琦 安丘一中 

370117 赵文峰 蓬莱一中 

370119 王维昊 潍坊一中 

370122 王雨豪 青岛二中 

370123 李睿宁 济宁一中 

370126 朱洪正 潍坊一中 

370129 马浩天 莱阳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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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33 郭晓宇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135 王星博 邹城一中 

370137 李明阳 泰安一中 

370140 孙敬煊 潍坊一中 

370141 杨智程 鄄城一中 

370142 杨金玺 沂水一中 

370144 朱凯迪 东营一中 

370145 井伟松 肥城泰西中学 

370147 韩春雷 沂水一中 

370148 刘童瑶 高密一中 

370149 刘睿涵 泰安一中 

370152 李岭蔚 烟台青华中学 

370154 窦婧宇 德州一中 

370157 荆峥 桓台一中 

370159 吴炳炎 莱西一中 

370160 宿旸 龙口一中 

370162 刘梓良 寿光现代中学 

370165 王志宇 德州一中 

370167 李朋祥 沂水一中 

370168 燕唯一 东营一中 

370169 孙曾一 青岛五十八中 

370171 杨佳怡 胜利一中 

370174 樊冰清 东营一中 

370175 安芃霏 日照一中 

370176 孙睿 高密一中 

370177 刘涵章 威海一中 

370178 刘君瑶 兖州一中 

370180 孙玉玺 德州一中 

370181 孟建宇 莒县二中 

370182 李中杰 陵城一中 

370183 李世锐 北镇中学 

370186 王彦博 东营一中 

370187 李鸿宇 肥城泰西中学 

370189 吴天元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190 张景喻 胜利一中 

370191 张艺凡 泰安一中 

370192 吴心泓 淄博实验中学 

370194 翟希鲁 淄博一中 

370197 付中强 沂水一中 

370199 邱小芙 潍坊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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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200 李静轩 高密一中 

370203 牟文昊 青岛经开一中 

370204 许清源 青州一中 

370205 张雨虹 历城二中 

370207 朱云帆 宁阳一中 

370208 孟秋月 淄博七中 

370209 王锦涛 德州一中 

370210 张雨睿 枣庄八中 

370212 王洁浩 高密一中 

370213 王嫣琳 蓬莱一中 

370214 魏锦涛 历城二中 

370215 王凯萱 莱州一中 

370216 李颜 齐河一中 

370217 谭鸿剑 泰安一中 

370218 王惟一 兰山七中 

370219 李雨 昌邑一中 

370221 李昊宸 高密一中 

370222 宋泽 泰安一中 

370223 韦玮 淄博一中 

370224 王子腾 烟台开发区高中 

370227 刘新领 荣成三中 

370228 屈云鹏 邹城一中 

370229 伊康平 邹平一中 

370232 王烁 泰安一中 

370235 陈瑶 平度一中 

370236 单榆斐 高密一中 

370237 王逸菲 德州一中 

370238 王安琪 沂水一中 

370239 赵玉炜 泰安一中 

370240 李敏硕 德州一中 

370242 周迅 莱西一中 

370243 宿升 胶州实验中学 

370247 尹一凡 日照实验高中 

370249 陈立伟 德州一中 

370250 周长宇 莘县一中 

370252 张耀恒 德州一中 

370253 肖姿林 新泰一中 

370254 张晓衡 德州一中 

370256 寇宜博 文登新一中 

370257 刘心怡 德州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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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258 朱鹏宇 陵城一中 

370259 葛孟帅 莱西实验学校 

370260 孟恒立 临沂七中 

370261 李洪达 德州一中 

370262 丁若愚 聊城一中 

370263 王永立 陵城一中 

370264 王佳琪 潍坊一中 

370265 王梓莘 肥城一中 

370267 张力阳 济南外国语学校 

370270 栗功恒 德州一中 

370271 陈景宇 平邑一中 

370272 刘博涵 胜利一中 

370274 宋成蹊 德州一中 

370275 魏泓屹 泰安一中 

370276 王士聪 诸城龙城中学 

370279 贾静雯 莱芜一中 

370280 朱皓文 枣庄八中 

370282 娄许子祥 临沂七中 

370284 刘子安 东营一中 

370285 王寅 烟台二中 

370286 赵均益 宁津一中 

370288 张家硕 沂水一中 

370290 周利蓥 五莲一中 

370292 潘美洁 临沂一中 

370294 王钰卓 淄博七中 

370295 董得宽 淄博一中 

370296 纪恬恬 烟台二中 

370298 刘文韬 滕州一中 

370300 乔羽 莱芜一中 

370302 武敏颜 广饶一中 

370304 郑方圆 泗水一中 

370306 吕正宇 历城二中 

370308 仕润昊 潍坊四中 

370309 张宇晗 东营一中 

370312 冷家伟 高密一中 

370313 刘一陆 莱西一中 

370314 王鹤翔 枣庄三中 

370319 王元茂 高密一中 

370320 陈力成 泰安二中 

370323 伊浩然 蒙阴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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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24 贾喻晓 泰安一中 

370326 张书源 宁阳四中 

370332 步明轩 烟台一中 

370333 王瑛泽 肥城泰西中学 

370335 王绍任 枣庄三中 

370336 刘永佳 胜利一中 

370337 丁子涵 城阳一中 

370340 侯展意 青岛经开一中 

370341 吕昭斌 福山一中 

370342 郭开天 单县一中 

370343 吕敏玉 莱芜一中 

370345 刘增瑞 崂山一中 

370346 曲彦铭 烟台一中 

370348 张欣怡 泰安一中 

370349 高妍欣 高青一中 

370351 王楚萌 泰安一中 

370352 孟麟芝 淄博六中 

370355 房庆凯 昌邑一中 

370358 刘嘉睿 济宁一中 

370359 王天南 济钢高级中学 

370360 吴卓航 青岛二中 

370361 马沄 青岛二中 

370365 李玮 商河一中 

370366 赵承智 淄博四中 

370367 徐明基 济北中学 

370368 刘显旭 沂水一中 

370369 张桐 德州一中 

370371 于胜龙 垦利一中 

370372 孙靖昊 烟台开发区高中 

370373 赵鹏程 安丘一中 

370376 陈政瑞 日照一中 

370377 商皓文 宁阳一中 

370379 李雪桐 淄博实验中学 

370383 夏子扬 临朐一中 

370384 张钰涵 泰安一中 

370386 刘炯楠 胜利一中 

370389 邵远东 威海南海新区高中 

370390 于嘉豪 德州一中 

370392 窦盛冉 聊城一中 

370394 司仲琪 五莲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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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398 李淳博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400 盛业鑫 淄博七中 

370404 郑奕童 枣庄实验中学 

370405 柳昊 泰安一中 

370407 张泰豪 五莲一中 

370409 陈国凯 聊城一中 

370410 宋昌宁 莱芜一中 

370411 徐尚青 泰安一中 

370412 杨朔 新泰一中 

370413 鹿官澄 肥城一中 

370414 王祖卿 聊城一中 

370415 陈宝智 邹城兖矿一中 

370416 鲍皓天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418 荆茂达 利津一中 

370419 张峻洁 胶州实验中学 

370421 郭英凡 新泰一中 

370422 刘栩豪 莱州一中 

370423 陈至洁 临沂一中 

370424 赵鑫淼 齐河一中 

370426 高锐 平度一中 

370427 王乃琪 莱城凤城高中 

370428 郭一鸣 汶上一中 

370429 杨煜轩 历城一中 

370431 张行健 济南外国语学校 

370432 张颖慧 淄博四中 

370434 刘川锋 胜利一中 

370438 谢可为 聊城三中 

370439 施一鸣 定陶一中 

370440 李佳岳 平度九中 

370446 赵旭 泰安英雄山中学 

370448 张好 历城二中 

370449 赵浩宇 枣庄三中 

370452 刘雨濠 青州一中 

370453 贾春旺 枣庄三中 

370454 郭嘉伟 泰安一中 

370455 刘嘉琦 昌邑一中 

370456 蒲元昊 威海一中 

370458 师钰鹏 滕州一中 

370459 丁春旭 聊城一中 

370460 张芮瑾 武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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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463 李晓 沂水一中 

370464 化天然 枣庄八中 

370466 张程远 烟台一中 

370467 李威 枣庄三中 

370469 江首德 枣庄八中 

370470 张治卓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474 刘路平 胜利一中 

370475 王晓宇 庆云一中 

370477 黄尊显 曹县一中 

370480 李昱昶 莱西实验学校 

370481 郑文浩 青州一中 

370482 曹中豪 泰安一中 

370483 耿明怡 泰安一中 

370484 孙琪程 滕州一中 

370485 逄博 青岛开发区致远中学 

370486 朱浩萱 莱芜一中 

370487 史鹏坤 新泰一中 

370490 尹轶亮 青岛二中 

370492 刘奕芯 泰安一中 

370494 许海琦 高唐一中 

370495 孙锐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496 刘悦姿 德州一中 

370498 张欣硕 烟台四中 

370499 吕子可 曲师大附中 

370500 丁树元 烟台一中 

370501 王创祎 聊城一中 

370503 毛家辉 潍坊一中 

370504 王子铭 烟台一中 

370505 刘家泽 章丘四中 

370507 张皓然 潍坊一中 

370508 张鹤凡 枣庄三中 

370510 薄纯月 胜利一中 

370511 陈昱锜 黄岛一中 

370512 宋苑铭 北镇中学 

370515 刘子琦 青岛经开一中 

370516 吕昕桐 枣庄实验中学 

370517 葛委宗 莱西一中 

370518 李逸君 肥城一中 

370522 初乃吉 蓬莱一中 

370529 杨宗霖 寿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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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533 张孟麒 烟台二中 

370534 王晓楠 威海一中 

370537 张裕 招远一中 

370539 王小钰 威海二中 

370544 姜春阳 淄博六中 

370547 郭磊 招远一中 

370549 崔杰 临沂一中 

370550 李一凡 章丘四中 

370553 朱汝凯 昌邑一中 

370554 王鹏钦 莒南三中 

370556 柳柏君 栖霞一中 

370559 宋传承 济宁一中 

370561 王清扬 临沂一中 

370562 尹郭馨 青岛经开一中 

370564 谭雯丹 诸城一中 

370565 刘雨桉 青岛九中 

370566 高鹤瑜 五莲一中 

370567 郑博文 济宁一中 

370569 王一凡 莱芜一中 

370570 王紫钰 潍坊滨海中学 

370571 蒋体通 济宁育才中学 

370574 孟昭阳 莘县实验高中 

370575 樊闰智 胜利一中 

370576 刘文君 肥城一中 

370578 刘晨星 胜利一中 

370579 王俪蓓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580 张炜煦 新泰中学 

370582 王龙飞 青州一中 

370584 吴迪 临朐一中 

370585 吴英健 庆云一中 

370586 宋亮 临沂一中 

370587 韩文健 北镇中学 

370589 孙晨曦 历城二中 

370590 于子涵 德州一中 

370592 程瀚 烟台二中 

370594 刘嘉栋 寿光一中 

370595 孙杰群 莱西实验学校 

370596 赵璧和 莱州一中 

370597 姜雨扬 烟台二中 

370598 林昊迪 惠民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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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599 李文通 莱州一中 

370601 丁肖俊杰 潍坊一中 

370602 杨学航 淄博实验中学 

370606 井雨洁 临朐一中 

370608 叶晓文 东平明湖中学 

370609 杨天朔 德州一中 

370610 夏一帆 北镇中学 

370611 张炜创 菏泽一中 

370614 郭泓锐 北镇中学 

370618 董佳烊 潍坊中学 

370622 毛文涵 莱芜一中 

370628 张洪原 历城二中 

370636 瞿润东 潍坊一中 

370640 张心怡 章丘四中 

370644 李浩然 莱芜一中 

370647 胡越 莱芜一中 

370652 张博闻 东营一中 

370653 李钰琳 潍坊一中 

370654 刘翔宇 邹城一中 

370656 步允泽 邹城一中 

370659 孙文睿 淄博实验中学 

370660 王荣浩 胜利一中 

370662 焦淑慧 日照一中 

370665 邓方晴 昌乐二中 

370667 桑楷健 潍坊一中 

370669 刘高千雪 聊城三中 

370673 隋睿 即墨一中 

370674 刘子豪 东平高级中学 

370679 李禛 烟台开发区高中 

370682 陈家祺 菏泽一中 

370683 董冰书 长清一中 

370684 杨雨晴 费县实验中学 

370688 王天霖 阳信二中 

370689 姜灏 昌邑一中 

370691 孙文良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370692 梁正则 邹城一中 

370694 栾晓坤 烟台一中 

370695 秦昌玮 沂南二中 

370698 江雨翔 即墨实验高中 

370699 王思钦 利津二中 



 11 / 18 

 

申请号 姓名 中学简称 

370701 马国庆 临沂十八中 

370702 李琦 泰安一中 

370703 高润泽 昌乐二中 

370704 乔宏懿 即墨萃英中学 

370707 朱良祺 聊城一中 

370708 丁子琰 博兴二中 

370710 徐家梁 蒙阴一中 

370711 王致远 莒南一中 

370712 刘昊阳 枣庄三中 

370717 马作霖 烟台三中 

370718 赵恒 枣庄八中 

370719 尹博 邹城一中 

370720 仝一天 邹城一中 

370723 任江北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370724 张润卿 莱芜一中 

370726 刘华硕 聊城一中 

370732 张玉鹏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370733 张唯一 邹城一中 

370735 战子钰 烟台一中 

370736 王远 莱芜一中 

370737 马宇恒 山师大附中 

370738 薄其昊 胜利一中 

370741 宋兆炜 威海一中 

370742 郭学昊 德州一中 

370743 褚亚奇 枣庄八中 

370744 王劭 龙口一中 

370745 邢璟 东平高级中学 

370749 陈啸 淄博一中 

370754 唐家振 城阳一中 

370757 王子扬 日照一中 

370758 李振源 潍坊一中 

370759 张浩宇 昌邑文山中学 

370760 刘畅 莱芜一中 

370761 张德涵 章丘四中 

370762 陈首旭 枣庄八中 

370763 王沛正 微山一中 

370764 刘兴源 平阴一中 

370766 张雪昂 青岛经开一中 

370767 姜伟 平度一中 

370769 杜昊宇 寿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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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771 刘松吉 城阳二中 

370774 来昆 黄岛一中 

370775 王雪萌 青岛三十九中 

370778 肖翔 菏泽一中 

370782 尹仪轩 新泰一中 

370785 王晨宇 临清一中 

370786 马常风 郯城美澳学校 

370787 李刘克 历城一中 

370788 许玉丹 广饶一中 

370790 燕宗煦 东营一中 

370793 郝子繁 沂水一中 

370795 鲁天云 新泰一中 

370797 刘杨 宁阳一中 

370798 苏田园 平原一中 

370800 刘一睿 胜利一中 

370802 李睿 乳山一中 

370808 丁健 莒县一中 

370816 李浩川 宁阳一中 

370817 唐家敏 沂源一中 

370818 蓝天祥 烟台一中 

370819 孙翊斐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820 张欣冉 德州一中 

370821 吴天昊 北镇中学 

370824 赵玲君 高密一中 

370829 任轶慧 莱州一中 

370832 张新鑫 青岛九中 

370833 尹铭岐 淄博一中 

370836 黄琰 桓台一中 

370837 刘畅 淄博四中 

370839 田安源 泰安一中 

370842 丁甲豪 平阴一中 

370843 张维亮 嘉祥一中 

370844 林文芮 日照一中 

370846 杨文昊 邹平一中 

370851 袁新宇 淄博五中 

370853 刘佳硕 临朐一中 

370857 陈小雪 日照一中 

370863 李翔 青岛经开一中 

370864 张瑞婷 泰安一中 

370871 杨毅然 聊城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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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872 时天宇 日照一中 

370873 王馨祺 胜利一中 

370874 王佳琪 莱芜一中 

370877 王昱淇 寿光一中 

370884 孙秋泽 邹平一中 

370885 张恩铭 枣庄八中 

370886 肖阳 淄博一中 

370887 张浩清 莱芜一中 

370889 李雨灿 日照一中 

370890 张宇凡 烟台二中 

370894 王雪宁 淄博实验中学 

370895 张毅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370898 谢开愚 枣庄三中 

370899 周泉锡 牟平一中 

370900 侯超群 海阳一中 

370901 赵皓东 沂水一中 

370904 梁翘楚 济宁一中 

370905 闫啸坤 无棣二中 

370907 常葵健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0908 卢宪正 山师大附中 

370910 姜宇霄 枣庄八中 

370912 张昊 莱芜四中 

370917 孙岩 莱芜一中 

370918 朱立奥 莱芜一中 

370921 王秋阳 青岛经开一中 

370923 翟祺嘉 淄博七中 

370924 张潇麟 日照一中 

370925 张秋阳 济宁一中 

370926 李天佑 德州一中 

370927 周雨晴 金乡一中 

370928 王太举 聊城三中 

370931 周奥轩 聊城三中 

370937 陶乐洋 烟台开发区高中 

370939 赵亦烁 济钢高级中学 

370943 律成林 临沂四中 

370944 李广虎 商河一中 

370945 关之枫 诸城繁华中学 

370948 王一程 莱钢高级中学 

370950 高可浩 济宁一中 

370953 李梦真 济宁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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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954 史政一 梁山一中 

370956 张凡雨 广饶一中 

370958 秦劲宇 沂水一中 

370960 胡钊萍 五莲中学 

370961 李亦轩 青岛十五中 

370969 郑晖 济宁一中 

370970 王泽宇 潍坊一中 

370971 焦竞杰 广饶一中 

370973 崔若凡 莱芜一中 

370974 赵国良 淄博七中 

370984 张光耀 沂水一中 

370985 鲁朕江 烟台二中 

370991 崔立昊 胜利一中 

370992 杜怡静 河口一中 

370995 张博见 寿光圣都中学 

370996 王笑晗 肥城一中 

370997 时巾晏 青岛十七中 

371001 靳葳 菏泽一中 

371008 武兴 冠县一中 

371009 肖志乾 无棣一中 

371014 王天任 兖州一中 

371015 刘蒙昊 泰安一中 

371017 吴岳 泰安一中 

371018 邹嘉龙 泰安一中 

371019 冯学纯 青岛二中 

371021 刘思彤 菏泽一中 

371023 胡吉祥 枣庄八中 

371024 刘天励 莱芜一中 

371025 庄子彧 泰安一中 

371032 郭宇哲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036 孙健晖 枣庄三中 

371038 宋彦霖 龙口一中 

371043 赵一帆 莱西一中 

371044 石依冉 潍坊一中 

371045 牛坤 临朐一中 

371046 王晴宇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049 赵祎君 菏泽一中 

371051 赵东海 胜利二中 

371055 刘明宇 泗水一中 

371057 徐贤 历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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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058 方晓萌 北镇中学 

371064 苏怡然 莱芜四中 

371065 马逸飞 枣庄八中 

371066 张凯悦 济南一中 

371067 管圣杰 莒县文心高中 

371068 张铨正 枣庄三中 

371069 张锦松 新泰一中 

371070 陈鹏程 莒县一中 

371077 范文睿 寿光现代中学 

371078 燕寅恒 广饶一中 

371079 邢文宇 枣庄三中 

371083 窦志扬 临朐一中 

371086 于潇斌 荣成三中 

371089 杨琬露 青岛五十八中 

371092 苑广涵 沂水一中 

371093 孟庆源 黄岛一中 

371095 杨弘琦 荣成三中 

371101 牟霄宇 福山一中 

371103 宋明洋 烟台二中 

371108 张晨旭 东营一中 

371109 刘硕 济宁一中 

371110 孙铭泽 淄博实验中学 

371112 任浩 宁阳一中 

371114 罗逸菲 临沂十八中 

371116 刘畅 泰安一中 

371121 王存翔 梁山一中 

371127 张飞宇 邹城一中 

371128 崔锦泽 邹平一中 

371131 岳辰睿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133 袁鑫 商河一中 

371138 邹斐然 莱芜一中 

371140 李志斌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142 史若桑 昌乐二中 

371144 陈丹蕾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145 赵亦博 肥城一中 

371148 李品劭 莱西实验学校 

371153 逄翔宇 黄岛一中 

371155 蒋丽婷 邹城一中 

371159 卢同心 博兴二中 

371165 董浩 惠民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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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66 单一凡 枣庄实验中学 

371167 孙书涵 邹平一中 

371170 孟子维 章丘四中 

371172 张文睿 潍坊七中 

371173 李大鑫 历城二中 

371176 韩睿宁 章丘四中 

371178 王田 青岛五十八中 

371180 孔令宣 泗水一中 

371182 徐同灿 曲师大附中 

371183 于一丹 高青一中 

371184 于一凡 高青一中 

371185 张群鹤 微山一中 

371187 于辰翔 烟台中英文学校 

371189 聂凡 临沂三中 

371191 贾书瑞 临沂兰山映达补习学校 

371193 薛舒晨 兖州一中 

371198 徐玉春 诸城龙城中学 

371201 程力文 新泰新汶中学 

371204 王昆 烟台二中 

371209 亓双芊 莱芜一中 

371217 庞朝旭 平邑一中 

371218 吴越 东营一中 

371221 王绍航 枣庄实验中学 

371223 刘奕彤 济宁一中 

371224 袁玺 商河一中 

371225 马浩翔 郯城一中 

371230 栾雍晟 平度一中 

371231 高晨星 济宁一中 

371232 李哲 诸城一中 

371233 张西珩 冠县武训高中 

371238 张博扬 博兴二中 

371241 王文良 诸城一中 

371245 薛博元 青岛经开一中 

371246 李泽洲 广饶一中 

371247 杨田浩 聊城一中 

371248 许力文 肥城一中 

371252 王昊昱 昌乐二中 

371254 孙光震 聊城一中 

371255 高志成 高唐一中 

371258 张凯文 泰安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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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59 李晓飞 泰安英雄山中学 

371260 牛筱笛 肥城泰西中学 

371265 梁国敏 东营一中 

371266 褚博文 枣庄三中 

371267 邢浩波 惠民二中 

371269 荆嘉政 东营一中 

371273 张冬蓓 肥城泰西中学 

371274 宋逸斐 枣庄八中 

371279 王昊宇 即墨一中 

371280 赵一凡 齐河一中 

371284 刘正阳 莱西一中 

371285 聂良旭 临沂十八中 

371286 罗鑫诺 肥城一中 

371290 毕千惠 威海一中 

371294 刘雨 临沭一中 

371296 赵涵 威海一中 

371303 夏正阳 聊城一中 

371304 陈奕卓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311 刘皓月 禹城一中 

371312 韩文哲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313 李明蔚 蒙阴实验中学 

371314 王梓程 胜利一中 

371315 刘轩君 胜利一中 

371318 李新宇 阳谷二中 

371319 肖正康 烟台四中 

371321 吴一晨 茌平一中 

371323 邴赫 泗水一中 

371330 蒲国鑫 平度九中 

371335 杨其 昌乐一中 

371336 曹志 昌乐一中 

371342 王升 昌乐一中 

371343 牛磊 昌乐一中 

371346 孔祥栋 宁阳一中 

371347 王新雨 临清一中 

371349 鲁思远 枣庄八中 

371354 宋凯文 城阳三中 

371366 孙凡雯 费县二中 

371369 郭文欣 夏津一中 

371373 于子君 章丘七中 

371376 刘家宇 北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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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377 张世炜 聊城一中 

371386 徐梅 新泰一中 

371387 张博文 邹城一中 

371391 钱培星 聊城一中 

371395 李可 安丘一中 

371399 王飞宇 新泰一中 

371400 鹿涫楠 鱼台一中 

371409 周瑞 泰安一中 

371413 马闯 章丘四中 

371419 刘意如 青州一中 

371423 张辰佳 茌平一中 

371425 时建和 莱西一中 

371426 孙英睿 德州一中 

371428 李孟楚 莱西一中 

371431 李聪 沂南一中 

371437 陈立国 龙口一中 

371438 张京 诸城一中 

371440 丁玉琛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445 马晨曦 冠县武训高中 

371452 张泽林 安丘一中 

371455 杨国童 青岛三十九中 

371456 孟晓蕾 安丘一中 

371458 张昕琦 枣庄三中 

371462 张颖科 莱州一中 

371463 杨坤禾 山东省实验中学 

371465 卢宝琦 莒南一中 

371467 王新元 潍坊一中 

371469 彭子钰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371473 钟玉美 昌乐及第中学 

371477 张卓然 宁阳一中 

371479 徐兴雯 郓城一中 

371483 景世强 聊城外国语学校 

371488 张崧 龙口一中 

371489 陈广宇 东营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