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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号 考生姓名 来自中学 

510006 刘珺琪 成都七中 

510007 李杭远 绵阳中学 

510009 沈育锋 成都七中 

510014 邓天男 成都七中 

510015 付邦祺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021 罗嵛珠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022 王睿哲 成都石室中学 

510023 王梓麟 成都七中 

510024 陈麒帆 成都七中 

510027 刘璐恺 绵阳中学 

510032 刘知奇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035 胡钰晗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042 彭茂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043 许盛峰 绵阳中学 

510044 严启宇 绵阳中学 

510049 皮雳 绵阳中学 

510053 肖祎科 成都树德中学 

510055 冯静波 绵阳中学 

510057 胡行健 成都石室中学 

510058 易航 绵阳中学 

510059 王文涛 成都树德中学 

510062 张靖宇 绵阳南山中学 

510064 叶倩利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510077 黎威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079 曾祥瑞 成都七中 

510081 华洋阳 绵阳中学 

510082 王臻懿 成都市玉林中学 

510084 黄思佳 成都七中 

510085 王淦 成都石室中学 

510092 杨吴宪 绵阳中学 

510097 颜逸辰 成都七中 

510100 和倩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104 陈希夷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510105 李俊奇 成都七中 

510106 戴至豪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109 杨倬隐 成都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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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11 张菲诺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112 孟琰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114 吴彦桥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116 王瑜非 绵阳中学 

510117 肖凯文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119 叶子豪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510122 杨展齐 绵阳中学 

510125 晏悦 成都树德中学 

510127 宋佶岭 绵阳南山中学 

510131 肖宇 绵阳中学 

510133 陈添锐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141 熊典 成都树德中学 

510146 杜欣泉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150 勾艺超 成都七中 

510152 周行健 成都七中 

510156 何志宏 内江市第六中学 

510157 刘雨薇 泸州高中 

510158 邹芸竹 乐山第一中学校 

510161 唐铄 绵阳中学 

510162 张任子墨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163 杨南睿 成都石室中学 

510164 何夏 射洪中学校 

510165 罗皓明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166 苗雨润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167 谢威宇 绵阳中学 

510168 吴晗 绵阳南山中学 

510172 宋思哲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178 吴巧雅 成都树德中学 

510185 孙宏源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187 韩菲雨 成都七中 

510193 廖望博 乐山第一中学校 

510194 余卓同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196 魏贤昊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220 张浩霖 成都石室中学 

510224 李冰 成都七中 

510225 王浩轩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227 李宗杰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229 朱俊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510230 刘镇阳 绵阳中学 

510233 陈琦元 绵阳中学 

510234 叶俊伟 绵阳中学 

510238 吴妍廷 成都树德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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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39 郑耀彦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242 刘毅杰 成都石室中学 

510245 贾康平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249 龚梓杰 成都七中 

510250 杨开来 南充高级中学 

510258 吴涵林 成都七中 

510262 游书睿 成都石室中学 

510263 李为好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265 吴俣汐 成都树德中学 

510266 周天遥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267 高健扬 成都石室中学 

510272 魏子轩 成都树德中学 

510287 彭志禹 成都树德中学 

510290 刘骐鸣 成都石室中学 

510293 吴昊旻 成都七中 

510294 陈欣宇 南充高级中学 

510295 刘恒维 成都七中 

510300 徐加声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306 李济君 成都树德中学 

510307 丁浩伦 成都七中 

510308 郭铠闻 绵阳南山中学 

510309 王桢学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315 甘雨由 成都树德中学 

510317 王荐宁 成都七中 

510320 陈俊瑞 绵阳中学 

510326 陈智威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327 姜睿钊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328 唐浩迪 成都石室中学 

510329 邓臣成 成都石室中学 

510331 赖经纬 成都石室中学 

510335 雷竞语丰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336 任俊豪 绵阳南山中学 

510337 杨朋昕 绵阳中学 

510341 龚勋 成都七中 

510343 王淼 成都七中 

510345 廖紫默 成都七中 

510351 钟泺泠 绵阳中学 

510353 卿哲瑞 成都石室中学 

510361 许江桦 成都树德中学 

510371 谭岱鑫 遂宁市安居育才中学校 

510373 白倩云 成都石室中学 

510377 周文卓 成都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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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80 张驰 成都树德中学 

510383 陈笑 成都七中 

510389 赵泓翰 绵阳南山中学 

510393 王嘉毅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399 张俊杰 成都树德中学 

510402 李纳川 成都树德中学 

510404 李沛洋 绵阳中学 

510405 朱方程 绵阳南山中学 

510408 甘淳元 成都树德中学 

510409 胥啸虎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510414 余林恩 成都石室中学 

510415 朱昊宇 成都树德中学 

510416 唐凌锋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419 张浩然 绵阳中学 

510420 张朔铭 成都七中 

510423 周少东 绵阳南山中学 

510428 李卓恒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432 熊浩宇 成都七中 

510436 徐彻鉴 成都树德中学 

510438 李若玲 绵阳中学 

510439 吴思汉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442 赵泓宇 绵阳中学 

510445 杨潇逸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447 雷慈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510455 余博旸 成都七中 

510460 刘鹄云天 成都七中 

510464 解润芃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469 田昀 南充高级中学 

510478 廖希皓 内江市第六中学 

510480 汤王豪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484 饶李 南充高级中学 

510496 张浩文 绵阳南山中学 

510498 古爱媛 绵阳中学 

510499 黄浪林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503 余卓阳 绵阳中学 

510507 杨海潮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511 李金洋 南充十中 

510515 杨历 绵阳中学 

510516 唐文焯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517 刘耘诚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518 李卓星 绵阳南山中学 

510520 康齐瀚 绵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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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30 凌云霄 成都树德中学 

510536 李虹辰 成都树德中学 

510540 钟言 成都七中 

510543 罗小东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545 冯宇衡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510546 任柯宇 成都七中 

510548 曾禹瑄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550 刘安平 成都树德中学 

510552 高博睿 成都树德中学 

510556 鲜逸峰 成都七中 

510562 李翔 成都树德中学 

510563 陈屹楠 成都七中 

510569 蒋去悄 成都树德中学 

510577 刘宇翀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578 朱杰 绵竹中学 

510581 林里浪 成都七中 

510585 任俊霖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586 易盈淮 成都七中 

510592 肖泽川 内江市第六中学 

510593 刘朝杰 成都七中 

510597 吴南轩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599 胡琪琨 成都树德中学 

510604 林朴心 成都七中 

510608 李冠霖 成都七中 

510611 蒋昀辰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614 刘展宇 达州市第一中学 

510619 崔育逍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620 赵鑫 成都树德中学 

510622 胡洪宇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623 文姿璇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632 陈玉鹏 成都市华阳中学 

510634 杨颋芸 绵阳中学 

510636 卢禹潇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510646 辜钰曦 绵阳中学 

510647 赵晨 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510658 罗龙熙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660 覃钰璇 大英中学 

510667 郭问 成都石室中学 

510670 李怡萱 成都树德中学 

510671 张皓鑫 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 

510673 林昱同 成都七中 

510676 盛俊珲 绵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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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79 张强 北川中学 

510685 熊星宇 成都树德中学 

510686 刘竞生 成都树德中学 

510689 马琳琪 绵阳中学 

510690 马琳瑶 绵阳中学 

510691 张轩恺 成都七中 

510694 魏铭岑 绵阳中学 

510695 蒲赠霖 绵阳中学 

510697 刘雯洋 绵阳中学 

510703 王兵 三台中学 

510705 杨润地 成都七中 

510715 张嘉尧 绵阳中学 

510718 狄文康 成都树德中学 

510738 张运昶 绵阳中学 

510740 戴宁 成都外国语学校 

510744 陈江辉 绵阳中学 

510746 方渐宇 成都树德中学 

510750 曹乐 绵阳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