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四川分营营员及带队教师名单

序 省 地市 县/区 中学 身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分营名称 带队教师

1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魏大宽 男　 汉　 513101200xxxxx3816 1812xxxx031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2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高林垚 女　 汉 513126200xxxxx2626 1996xxxx893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3 四川　雅安 雨城县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刘瑶 女　 汉　 513125200xxxxx0041　 1828xxxx851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4 四川 雅安　 荥经县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陶国烨 女　 汉　 513123200xxxxx0024 1811xxxx228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5 四川　雅安　 石棉县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吴星雨 女　 汉　 513125200xxxxx3024 1660xxxx625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6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赵晓宇 女　 汉　 512021200xxxxx7323 1848xxxx843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7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石俊锋 男 汉 513101200xxxxx0510 1588xxxx537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8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姜屹然 男　 汉　 513101200xxxxx0016 1580xxxx960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9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罗玉婷　 女　 汉　 513124200xxxxx5125 1777xxxx446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10 四川　雅安　 名山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学生　 杨艾　 女　 汉　 513122200xxxxx1127 1377xxxx177 电子科技大学　 陈绍宾　

11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黄菁菁　 女　 汉 513126200xxxxx3829 1308xxxx411 山地营　 高锦成　

12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蒋兴驰　 男　 汉　 513128200xxxxx5315 1537xxxx963 山地营　 高锦成

13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庄天屹　 男 汉　 511111200xxxxx3933 1538xxxx530 山地营　 高锦成

14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罗杨淼　 女　 汉　 513126200xxxxx0022 1818xxxx152 山地营　 高锦成

15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李雅薇　 女　 汉 513126200xxxxx002X 1808xxxx458 山地营　 高锦成

16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吕鑫喆　 男　 汉　 513126200xxxxx0015 1890xxxx335 山地营　 高锦成

17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牟豪川 男　 汉　 511825200xxxxx2418 1354xxxx780 山地营　 高锦成

18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竹杰洋　 男 汉　 511825200xxxxx0011 1355xxxx415 山地营　 高锦成

19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李晓凤　 女　 汉　 513126200xxxxx3227 1388xxxx187 山地营　 高锦成

20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四川省天全中学 学生　 高若一　 女　 汉　 511825200xxxxx0825 1737xxxx156 山地营　 高锦成

21 四川　雅安　 雨城区　 四川省雅安中学 教师 陈绍宾 男 汉 510824198xxxxx0537 1535xxxx525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22 四川　雅安　 天全县　 雅安市天全中学 教师 高锦成 男 汉 513126198xxxxx4413 1588xxxx012 山地营　
带队教师

23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陈炘滏 男 汉 511102200xxxxx0418 1530xxxx255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4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聂云峻　 男　 汉 511112200xxxxx003X　 1916xxxx029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5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蒲岩松　 男　 汉　 511126200xxxxx4014　 1532xxxx143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6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游淳茜 女　 汉　 511102200xxxxx2028　 1388xxxx257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7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骆柄润 男 汉 511132200xxxxx321x 1339xxxx908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8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赵崇佚　 男　 汉　 511102200xxxxx0717　 1528xxxx568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29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张鑫禹　 男　 汉　 511181200xxxxx0012　 1914xxxx816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30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阮心睿 女　 汉　 511124200xxxxx0021　 1804xxxx596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31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彭浩宇　 男 汉 511111200xxxxx1019　 1838xxxx142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32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学生　 杨佳益 男 汉 511126200xxxxx001X　 1539xxxx345　 电子科技大学 徐梦

33 四川 乐山 市中区 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校 教师 徐梦 女 汉 511102198xxxxx202X 1811xxxx480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34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教师 张爱林 女 汉

500101199xxxxx7424 1522xxxx243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35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强巍 男 彝

513425200xxxxx53519 1388xxxx685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36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黄晨洲 男 汉

510403200xxxxx2119 1368xxxx762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37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张雪翎 女 汉

510402200xxxxx3443 1354xxxx084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38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高凯彦 女 汉

510402200xxxxx2228 1388xxxx277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39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敬柠萌 女 汉

510403200xxxxx0325 1354xxxx199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0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潘诗姝 女 土家

510403200xxxxx0327 1398xxxx055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1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王舰 男 汉

510403200xxxxx1717 1539xxxx208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2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王立言 男 彝

530102200xxxxx1413 1808xxxx201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3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刘倩 女 汉

513424200xxxxx0924 1778xxxx76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4
四川 攀枝花 东区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学生 刘瑶 女 汉

510403200xxxxx0321 1588xxxx509
电子科技大学 张爱林

45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老师 向凌峰 男 汉 513022198xxxxx6052 1362xxxx012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46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石峻松　 男　 汉 511722200xxxxx6172 1918xxxx596 四川大学　 向凌峰　

47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万欣芸　 女　 汉 511722200xxxxx4161 1345xxxx453 四川大学　 向凌峰　

48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杨建和 男　 汉 511722200xxxxx007X 1878xxxx143 四川大学　 向凌峰　

49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汤佳璇　 男 汉 511722200xxxxx0194 1919xxxx293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0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刘潇　 男 汉 511722200xxxxx779X 1519xxxx282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1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黄诗琅 男　 汉 511722200xxxxx6190 1812xxxx895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2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廖晗喆 女 汉 511722200xxxxx7181 1838xxxx006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3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骆俐婷 女 汉 511723200xxxxx3742 1379xxxx834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4 四川　达州　 宣汉　 四川省宣汉中学 学生　 张粲文　 男　 汉 511722200xxxxx4990 1552xxxx786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5 四川　达州　 达川区 达州市铭仁园 学生 潘思宇 男　 汉 511702200xxxxx001X 1800xxxx083 四川大学 向凌峰　

56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教师 杨晓莉 女 汉 513022198xxxxx6052 1337xxxx666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57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刘健厚 男 汉 511725200xxxxx0014 1528xxxx502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58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徐伟茗 女 汉 511725200xxxxx0022 1508xxxx909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59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李烛尘 男 汉 511725200xxxxx0036 1552xxxx669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0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杨雅雯 女 汉 511725200xxxxx1023 1808xxxx226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1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卢姿含 女 汉 511725200xxxxx0229 1589xxxx652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2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谢霖锋 男 汉 511725200xxxxx0037 1773xxxx705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3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杨峥 男 汉 511725200xxxxx0012 1732xxxx081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4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郎义 男 汉 511725200xxxxx0616 1518xxxx411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5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仇田田 女 汉 511725200xxxxx6920 1856xxxx819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6 四川　达州　 渠县 四川省渠县中学 学生 熊湘 女 汉 511725200xxxxx0086 1528xxxx851 电子科技大学 杨晓莉

67 四川 宜宾 屏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蔡光艳 女 汉 511529200xxxxx1165 1588xxxx992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 杨叶

68 四川 宜宾 屏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黄义国　 男　 汉　 511529200xxxxx541X　 1878xxxx774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 杨叶

69 四川 宜宾 屏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张扬 男　 汉　 511529200xxxxx641X　 1355xxxx417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 杨叶

70 四川 宜宾 屏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罗忠瑶　 女　 汉 511529200xxxxx7203　 1772xxxx592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 杨叶

71 四川 宜宾 屏山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钟泽烨 男　 汉　 511529200xxxxx5618 1588xxxx113 电子科技大学大学 杨叶

72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余春林 男 汉 511521200xxxxx5397 1773xxxx652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3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李大为　 男　 汉　 511529200xxxxx0014　 1528xxxx919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4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罗怡　 女　 汉 511529200xxxxx2529　 1576xxxx069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5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罗兴怡　 　女 汉　 511529200xxxxx2524　 1998xxxx231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6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学生　 肖蔼珂　 女　 汉　 511529200xxxxx002X　 1508xxxx041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7 四川　宜宾 屏山县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老师　 杨叶　 女　 汉　 511528199xxxxx6627　 1577xxxx033　 电子科技大学　 杨叶　

78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刘之语　 男 汉 511402200xxxxx8133 1558xxxx861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79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李俊翰 男　 汉　 513821200xxxxx9019 1899xxxx232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0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胡云迪　 男 汉 511402200xxxxx9052 1369xxxx727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1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林珂宇　 男 汉 511402200xxxxx9019 1814xxxx468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2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狄川翔　 男 汉　 513821200xxxxx9014 1528xxxx475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3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谭卓航　 女 汉 511181200xxxxx1326 1916xxxx972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4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候奕 女 汉 511402200xxxxx9028 1377xxxx380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5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梁峻滔　 男 汉 513821200xxxxx9012 1380xxxx800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6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周紫月 女　 汉 511402200xxxxx9300 1399xxxx644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7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学生　 王彦彬　 女 汉 511402200xxxxx4586 1589xxxx485 电子科技大学　 林春

88 四川　眉山 东坡 四川省眉山中学校 老师　 林春　 男 汉 511122197xxxxx0018 1801xxxx779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89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教师 林青 女 汉 513026197xxxxx2589 1811xxxx668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90 四川　德阳　 绵竹市　 四川省绵竹中学 学生　 林翰文　 男　 汉 510683200xxxxx8537　 1528xxxx439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1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学生 杨凌 男 汉 510811200xxxxx0015 1588xxxx345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2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学生 王晨曦 男 汉 510603200xxxxx7817 1809xxxx639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3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学生 卿力仁 男 汉 510603200xxxxx5938 1588xxxx625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4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学生 杨景辰 男 汉 510603200xxxxx7699 1816xxxx082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5 四川　德阳 中江　 　四川省中江中学 学生　 刘汉能　 男　 汉 510623200xxxxx9010　 1592xxxx667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6 四川　德阳　 什邡　 　四川省什邡中学 学生　 姚伊柯　 女　 汉　 510682200xxxxx3208　 1592xxxx581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7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学生 熊能 男 汉 500109200xxxxx7518 1500xxxx804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8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外国语学校 学生 陈傲之 男 汉 510603200xxxxx7957 1355xxxx892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99 四川　德阳　 旌阳区　 四川省德阳外国语学校 学生　 李翀宇　 男　 汉　 500223200xxxxx7035　 1598xxxx555　 电子科技大学 林青

100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朱灿 男 汉 510502200xxxxx003x 1528xxxx334 四川大学 刘锴

101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向柯宇 男 汉 510502200xxxxx7013 1344xxxx615 四川大学 刘锴

102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高山行 男 汉 510502200xxxxx041x 1811xxxx215 四川大学 刘锴

103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蒋佩峰 男 汉 510502200xxxxx0159 1522xxxx624 四川大学 刘锴

104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王梓霖 男 汉 510502200xxxxx0415 1878xxxx933 四川大学 刘锴

105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学生 潘建恺 男 汉 510502200xxxxx0011 1308xxxx012 四川大学 刘锴

106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市泸州高中城西校区 学生 赵禹橦 男 汉 510524200xxxxx0174 1398xxxx999 四川大学 刘锴

107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市泸州高中城西校区 学生 蒲俊希 男 汉 510502200xxxxx7434 1333xxxx663 四川大学 刘锴



108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市泸州高中城西校区 学生 何枭南 男 汉 510502200xxxxx0417 1350xxxx119 四川大学 刘锴

109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市泸州高中城西校区 学生 廖博坤 男 汉 510521200xxxxx0010 1730xxxx093 四川大学 刘锴

110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市泸州高中城西校区 教师 刘锴 男 汉 513023197xxxxx461x 1816xxxx165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111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教师 周敏 女 汉 510504199xxxxx1269 1898xxxx827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112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王雨璐 女　 汉　 510503200xxxxx276X　 1801xxxx843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3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龚梦媛　 女　 汉 510522200xxxxx850X　 1820xxxx214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4 四川 泸州 叙永县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罗庆杰 男 汉 510524200xxxxx0153 1772xxxx839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5 四川 泸州 合江县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蔡雨　 女　 汉　 510522200xxxxx704X　 1818xxxx659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6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张玉桃 男　 汉　 510502200xxxxx0016　 1398xxxx964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7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吴仪芝 女 汉 510504200xxxxx0022 1828xxxx722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8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杨千与 男　 汉　 511524200xxxxx5775　 1773xxxx009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19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陈梦瑶　 女　 汉　 510322200xxxxx7622　 1588xxxx413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20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程广 男　 汉　 510503200xxxxx7095 1518xxxx504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21 四川 泸州 江阳区　 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学生　 刘思琦　 女　 汉　 510322200xxxxx4340　 1303xxxx628　 电子科技大学 周敏

122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钟昱恒　 男　 汉　 510322200xxxxx0711　 1811xxxx930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3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廖崇文 男　 汉　 510311200xxxxx1017 1379xxxx260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4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刘翊飞 男　 汉　 510311200xxxxx0517 1388xxxx576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5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刘垚希　 女　 汉　 510322200xxxxx0740 1774xxxx552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6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黄韵茹　 女　 汉　 510322200xxxxx0708 1588xxxx816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7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林煜涵　 男　 汉　 510322200xxxxx8111 1379xxxx341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8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廖树林　 男　 汉　 510322200xxxxx1118　 1899xxxx475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29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张朝扬　 男　 汉　 510322200xxxxx0693　 1776xxxx363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30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查克拉　 女　 汉 510322200xxxxx4622　 1379xxxx013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31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校 学生　 李霁汉　 男 汉　 510322200xxxxx0018　 1782xxxx350　 电子科技大学　 魏玉莲　

132 四川 自贡市 富顺县 富顺第二中学 教师 魏玉莲 女 汉 510322199xxxxx3826 1839xxxx203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133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教师 李成 男 汉 510812198xxxxx4179 1355xxxx520 山地专题营
带队教师

134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江雨洁 女　 汉　 510802200xxxxx1723 1340xxxx613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35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曾彪 男　 汉　 510802200xxxxx2918 1828xxxx776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36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王皓 男 汉 510821200xxxxx3710 1345xxxx465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37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黄春艳 女　 汉　 510821200xxxxx4423 1588xxxx527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38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袁毓敏 女　 汉　 511381200xxxxx0885 1828xxxx698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39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蒲仕琦 男 汉　 510802200xxxxx1775 1996xxxx102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40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韩思宇 女 汉　 510802200xxxxx0528 1589xxxx675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41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吕抱玉 女　 汉　 510811200xxxxx2927 1598xxxx794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42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赵彬 男 汉 510802200xxxxx3311 1345xxxx202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43 四川 广元市 利州区 四川省广元中学 学生 杨晨曦 男 汉 510823200xxxxx0013 1789xxxx212 山地专题营 李成

144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李鹭鸶 女 汉 511011200xxxxx4882 1338xxxx128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45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李禹慧 女　 汉　 511002200xxxxx0024 1848xxxx998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46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高羚凯 男　 汉　 511002200xxxxx0318　 1838xxxx290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47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杨敬权 男　 汉　 511011200xxxxx8756　 1811xxxx013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48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刘烨 男 汉 511011200xxxxx1751 1782xxxx330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49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卿易林 男　 汉　 511002200xxxxx581X 1355xxxx555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50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叶驰骏 男　 汉　 511002200xxxxx5835 1588xxxx718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51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李沂玮 男　 汉　 511002200xxxxx0611　 1354xxxx277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52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罗雅欣 女 汉 511025200xxxxx244X 1731xxxx692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53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学生 唐瑞 男　 汉　 511011200xxxxx879X 1343xxxx534　 四川大学 张友春

154 四川 内江 东兴区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教师 张友春 男　 汉　 510321197xxxxx313X 　18xxxx97665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155 四川 南充 顺庆区 南充高中顺庆校区 学生 陈科宇 男 汉 511302200xxxxx0313 1860xxxx093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56 四川 南充 顺庆区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学生 罗嘉瑞 男 汉 511302200xxxxx0317 1858xxxx220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57 四川　南充　 　嘉陵区 　南充市高级中学 学生　 王俊杰　 男　 汉　 511304200xxxxx5012 1828xxxx662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58 四川　南充　 　嘉陵区 　南充市高级中学 学生　 邓沛　 男　 汉　 511304200xxxxx1610 1822xxxx528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59 四川 南充 顺庆区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学生　 周予乐　 男 汉 511302200xxxxx2319 　15xxxx75000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0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学生 陈渤予 男 汉 511321200xxxxx0150 1528xxxx996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1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学生 汪予力　 男　 汉　 511321200xxxxx0155　 1838xxxx558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2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学生 陈芝尹　 女　 汉　 511321200xxxxx8562　 1588xxxx660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3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学生 李奕孛　 男　 汉 511321200xxxxx0153　 1308xxxx859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4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学生 张皓南　 男　 汉　 511321200xxxxx015X　 1361xxxx069　 四川大学　 张苡轩　

165 四川 南充 南部县 四川省南部中学 教师 张苡轩　 男　 汉　 511321198xxxxx0359　 1588xxxx036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166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林欣自桁 男 汉 510108200xxxxx0036 1838xxxx048 四川大学 王浩

167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顾文淦 男 汉 511522200xxxxx0015 1914xxxx583 四川大学 王浩

168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王坤 男 汉 511132200xxxxx0017 1598xxxx829 四川大学 王浩

169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唐君豪 男 汉 511322200xxxxx9017 1532xxxx261 四川大学 王浩

170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雷彭智 男 汉 513401200xxxxx1216 1388xxxx428 四川大学 王浩

171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陈虹豆 男 汉 510402200xxxxx1417 1518xxxx397 四川大学 王浩

172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程宇阳 男 汉 510724200xxxxx4016 1588xxxx656 四川大学 王浩

173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陈胤竹 男 汉 510681200xxxxx031X 1361xxxx216 四川大学 王浩

174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包鑫睿 男 汉 510114200xxxxx0091 1343xxxx247 四川大学 王浩

175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学生 吴恩来 男 汉 510703200xxxxx0510 1898xxxx296 四川大学 王浩

176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教师 王浩 男 汉 511323199xxxxx2371 1878xxxx487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177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高钒海　 　男 汉 510725200xxxxx7716 1377xxxx998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78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钟蕊锋　 　男 汉 510724200xxxxx4638　 1771xxxx450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79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徐颢泰 男 汉 510704200xxxxx9351 1518xxxx682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0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陈诗涵　 男 汉 510724200xxxxx2016 1351xxxx501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1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李俊甫 男 汉 510682200xxxxx6496 1888xxxx183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2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王敬洋 女 汉 510703200xxxxx4524 1819xxxx483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3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陈睿　 男 汉 510722200xxxxx8790 1377xxxx367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4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胡玲瑞　 女 汉 510703200xxxxx3127 1318xxxx201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5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胡博　 男 汉 510311200xxxxx0515 1818xxxx255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6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学生　 房思远　 男 汉 510623200xxxxx0511 1878xxxx265 四川大学　 夏和添

187 四川 绵阳 涪城区 绵阳中学 教师 夏和添 男 汉 511181199xxxxx5916 1771xxxx132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188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罗意　 男　 汉　 510902200xxxxx9632　 1388xxxx550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89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陈羿舟　 男　 汉　 510903200xxxxx9311 1838xxxx656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0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周一成　 男　 汉　 512022200xxxxx0014　 1809xxxx450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1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王谱程 男　 汉　 512022200xxxxx0012　 1528xxxx699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2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张爱　 男　 汉　 510923200xxxxx3738　 1786xxxx733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3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王晨阳　 男　 汉　 510904200xxxxx5310　 1379xxxx897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4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陈渝佳　 男　 汉　 511721200xxxxx625X 1528xxxx495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5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秦琪凌 男 汉　 512002200xxxxx2913 1734xxxx491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6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赖文曲　 女　 汉　 511721200xxxxx6429　 1811xxxx613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7 四川 遂宁　 安居区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学生　 高传　 男　 汉　 510904200xxxxx6175　 1838xxxx975　 电子科技大学 马彬

198 四川 遂宁　 安居
遂宁安居育才中学校（卓
同校区）

教师 马彬 男 汉　 510622198xxxxx4218 1598xxxx069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199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曹莉 女 汉 511622200xxxxx2227 1838xxxx720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0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李佳齐 男 汉 511622200xxxxx0018 1354xxxx295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1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张斌 男 汉 511622200xxxxx3114 1388xxxx600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2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孔琪敏 女 汉 511622200xxxxx0028 1839xxxx760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3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李昊轩 男 汉 511622200xxxxx0016 1913xxxx869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4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陈玺羽 女 汉 511622200xxxxx0046 1878xxxx783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5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周建航 男 汉 511622200xxxxx3411 1822xxxx089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6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王坤 男 汉 511162220xxxxx01934 1528xxxx681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7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谢慧娴 女 汉 511622200xxxxx0028 1818xxxx593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8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学生 苏子昂 女 汉 511622200xxxxx0043 1828xxxx588 电子科技大学 陈凯

209 四川　广安　 武胜县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教师　 陈凯 男　 汉　 511622198xxxxx9731　 1398xxxx035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210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教师 李章武 男 汉 511023199xxxxx9079 1804xxxx835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211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豆美玲 女 苗 500243200xxxxx3543 1809xxxx211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2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王志睿 男 彝 513322200xxxxx6515 1899xxxx895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3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陈心如 女 汉 513322200xxxxx4520 1899xxxx543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4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尹诗仪 女 汉 513322200xxxxx4021 1801xxxx360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5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央金拉姆 女 藏 513322200xxxxx0026 1804xxxx026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6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金小琳 女 藏 513323200xxxxx002x 1809xxxx930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7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张鑫 男 汉 513322200xxxxx0510 1804xxxx212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8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陶贞全 男 汉 513324200xxxxx2033 1918xxxx150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19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韩雨坤 男 汉 513323200xxxxx0527 1914xxxx602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20 四川 甘孜 泸定县 四川省泸定中学 学生 斯郎卓玛 女 藏 513323200xxxxx0527 1891xxxx181 电子科技大学 李章武

221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教师 何义彬 男 汉 511023199xxxxx0011 1888xxxx275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222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彭鑫　 女　 汉　 512021200xxxxx5363 1822xxxx209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3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黄文皓　 男 汉　 512021200xxxxx2472　 1809xxxx981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4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唐浩然　 男　 汉　 512021200xxxxx9873 1916xxxx826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5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张靖　 男　 汉 512020040xxxxx78　 1356xxxx907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6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唐滔　 男　 汉 512021200xxxxx6811　 1938xxxx151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7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呙川海　  男　 汉 512021200xxxxx8578　 1736xxxx461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8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许元丽　  女　 汉 512021200xxxxx3988　　1738xxxx896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29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王显康　  男　 汉 512021200xxxxx0475　 1814xxxx564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30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陈杰龙　  男　 汉 512021200xxxxx8577　 1737xxxx762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31 四川　资阳　 安岳县　 　四川省安岳中学 学生　 唐馨　  女　 汉 512021200xxxxx1769　 1368xxxx110　 电子科技大学 何义彬

232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学生 宋怡颖 女 汉 512022200xxxxx2768 1870xxxx856 四川大学分营 龚俊杰

233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学生 唐心榣　 女 汉 512022200xxxxx0024　 1838xxxx809　 四川大学分营 龚俊杰

234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学生 刘朝霞 女 汉 512022200xxxxx0542 1315xxxx587 四川大学分营 龚俊杰

235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学生 邓宇涛 男 汉 512022200xxxxx6797　 1870xxxx117　 四川大学分营 龚俊杰

236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学生 蒲松拧 男 汉 512022200xxxxx2630 1362xxxx141　 四川大学分营 龚俊杰

237 四川　资阳 雁江区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学生 李治梁 男 汉 512002200xxxxx0719 1809xxxx283　 四川大学　 龚俊杰　

238 四川　资阳 雁江区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学生 罗志轩 男 汉 512002200xxxxx4119　 1315xxxx065　 四川大学　 龚俊杰　

239 四川　资阳 雁江区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学生　 李璐袁　 女　 汉 512002200xxxxx4524　 1589xxxx759　 四川大学　 龚俊杰　

240 四川　资阳 雁江区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学生 姜圣炜　 男　 汉 511011200xxxxx073X　 1739xxxx908　 四川大学　 龚俊杰　

241 四川　资阳 雁江区 四川省资阳中学 学生　 唐子淳　 男　 汉 511002200xxxxx0315　 1576xxxx455　 四川大学　 龚俊杰　

242 四川　资阳 乐至县 四川乐至中学 教师 龚俊杰　 男 汉 511324198xxxxx0052　 1518xxxx782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243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教师 肖华 男 汉 510821198xxxxx8815 1398xxxx082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4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葛雯茜 女 汉 511422200xxxxx1923 1377xxxx102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5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郑逸琳 女 汉 510722200xxxxx2006 1354xxxx899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6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杨付婷 女 汉 511422200xxxxx5825 1778xxxx392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7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陈珂屹 男 汉 513823200xxxxx001X 1379xxxx048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8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李佳林 男 汉 513823200xxxxx0014 1355xxxx965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49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帅伊笑 女 汉 511422200xxxxx2523 1996xxxx853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50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黄星航 男 汉 511422200xxxxx0015 1377xxxx551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51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杨霖杰　 　男 汉 513823200xxxxx0011 1356xxxx808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52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高琦　 女　 汉　 511422200xxxxx0043 1389xxxx176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53 四川 眉山 彭山　 　彭山区第一中学 学生　 熊庆然 女 汉 511422200xxxxx1125 1899xxxx215 山地专题营 肖华

254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教师 刘蓉 女 汉 513424199xxxxx002X 1811xxxx122 山地专题营
带队教师

255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李俊 男 汉 513424200xxxxx0018 1818xxxx309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56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杨俊杰 男 汉 510321200xxxxx4273 1502xxxx875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57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肖鹏 男 汉 513424200xxxxx0038 1588xxxx762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58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袁新一 男 汉 513424200xxxxx1412 1996xxxx616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59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罗越秦 女 汉 510522200xxxxx0042 1356xxxx062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0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谢福恺 男 汉 513424200xxxxx2559 1528xxxx392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1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石明洪 男 汉 513424200xxxxx0033 1373xxxx515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2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张彤 女 汉 513424200xxxxx2823 1868xxxx541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3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安建琴 女 彝 513424200xxxxx2820 1889xxxx041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4 四川 凉山 德昌县 德昌中学 学生 陈志荣 男 汉 513424200xxxxx0014 1575xxxx497 山地专题营 刘蓉

265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邓好 女 汉 511902200xxxxx312X 1598xxxx698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66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汪丹丹 女 汉 511902200xxxxx3968 1811xxxx871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67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张鑫果 男 汉 511902200xxxxx891X 1377xxxx983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68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谭力萍 男 汉 511922200xxxxx3375 1528xxxx325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69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刘梓涵 女 汉 511902200xxxxx0127 1518xxxx379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0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马钰璐 女 汉 511902200xxxxx9524 1811xxxx539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1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洪惠姿 女 汉 511902200xxxxx0140 1345xxxx222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2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王紫鹤 女 汉 511902200xxxxx9382 1809xxxx303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3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索俊霞 女 汉 511902200xxxxx5245 1398xxxx792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4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学生 汪捷 女 汉 511902200xxxxx7263 1367xxxx908 电子科技大学 董江华

275 四川 巴中 巴州区 巴中市第二中学 老师 董江华 女 汉 511902197xxxxx0122 1398xxxx659 电子科技大学 带队教师

276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林言泽

男 汉 510105200xxxxx0075 1398xxxx369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77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吴欣谕

女 汉 513101200xxxxx6028 1398xxxx853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78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王可伊

女 汉 513433200xxxxx2748 1335xxxx795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79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谢滟馨

女 汉 510704200xxxxx0348 1388xxxx205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0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梁益诚

男 汉 511102200xxxxx2039 1332xxxx813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1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雍骏翔

男 汉 510106200xxxxx0078 1878xxxx171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2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树德中学 学生
唐政

男 汉 511721200xxxxx5597 1848xxxx443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3 四川 成都 天府新区 天府第七中学 学生 刘珂妤 女 汉 511423200xxxxx0022 1736xxxx772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4 四川 成都 天府新区 天府第七中学 学生 陈宁丹璐 女 汉 510122200xxxxx012X 1808xxxx166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5 四川 成都 天府新区 天府第七中学 学生 许笑儒 男 汉 510105200xxxxx0017 1398xxxx229 四川大学 钟晓花

286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成都市科协 老师 钟晓花 女 汉 510322198xxxxx5746 1878xxxx984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287 四川 成都 温江区 四川省温江中学 学生 林浩然 男 汉 511025200xxxxx5991 1339xxxx462 四川大学 黄潇

288 四川 成都 温江区 四川省温江中学 学生 王瑞 男 汉 510123200xxxxx0617 1354xxxx375 四川大学 黄潇

289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黄庭逸 女 汉 511011200xxxxx5366 1828xxxx290 四川大学 黄潇

290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成泰乐 男 汉 510107200xxxxx0035 1500xxxx713 四川大学 黄潇

291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万雅心 女 汉 510107200xxxxx6062 1366xxxx278 四川大学 黄潇

292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何俊霖 男 汉 510107200xxxxx6017 1355xxxx408 四川大学 黄潇

293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袁楠 女 汉 510603200xxxxx5942 1838xxxx422 四川大学 黄潇

294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袁理 男 汉 510107200xxxxx6038 1367xxxx784 四川大学 黄潇

295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学生 孙韬云 男 汉 511902200xxxxx9435 1588xxxx609 四川大学 黄潇

296 四川 成都 市属
成都树德中学（宁夏街校
区）

学生 梁益诚 男 壮 511102200xxxxx2039 1898xxxx988 四川大学 黄潇

297 四川 成都 金牛区 成都市科协 老师 黄潇 女 汉 513422199xxxxx0048 1732xxxx912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298 四川 成都 市属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学生 覃焓 男 汉 510922200xxxxx0295 1500xxxx105 四川大学 罗胜

299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

学生 王丽媛 女 汉 512021200xxxxx0028 1388xxxx866 四川大学 罗胜

300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

学生 罗婉婷 女 汉 510121200xxxxx0062 1832xxxx235 四川大学 罗胜

301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

学生 李木子美 女 汉 511322200xxxxx6565 1840xxxx582 四川大学 罗胜

302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

学生 郑奎洋 男 汉 512081200xxxxx1957 1838xxxx780 四川大学 罗胜

303 四川 成都 郫都区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

学生 刘兴阳 男 汉 510107200xxxxx6011 1340xxxx350 四川大学 罗胜

304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学生 高俊翔 男 汉 513331200xxxxx0013 1801xxxx163 四川大学 罗胜

305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中学

学生 唐正 男 汉 511621200xxxxx6952 1355xxxx268 四川大学 罗胜

306 四川 成都 高新区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中学

学生 文宇锋 男 汉 511525200xxxxx0435 1801xxxx434 四川大学 罗胜

307 四川 成都 天府新区 四川省温江中学 学生 耿祥瑞 男 汉 510115200xxxxx0017 1355xxxx828 四川大学 罗胜

308 四川 成都 青羊区 成都市科协 老师 罗胜 男 汉 513029199xxxxx589X 1782xxxx979 四川大学 带队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