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8 年综合评价招生初审合格考生名单 

报名号 姓名 学科 学籍所在中学 

181042503000014 丁新河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17 耿彤婧 理工 昌邑市文山中学 

181042503000027 韩可欣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32 张修齐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0033 高立乾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0035 张一鸣 理工 临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39 刘一飞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81042503000044 李国焱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046 刘怡策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48 周新洋 理工 临沂第七中学 

181042503000049 刘思凡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050 李孟倩 理工 临沭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063 祝泽润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064 石卓汉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65 周新宇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73 庄稼益 理工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181042503000077 马世琦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84 杨宽 理工 潍坊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089 张志涵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0090 李思雨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42503000091 张翼翱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01 赵擎阳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115 黄越 理工 临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121 周彦龙 理工 临沂第十九中学 

181042503000122 王语童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24 赵士泽 理工 高唐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26 徐欣怡 理工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130 李先乐 理工 章丘中学 

181042503000133 赵玉琦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36 张岸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81042503000138 史全胜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142 邹天宇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44 秦雨彤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46 刘宇航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149 师娟 理工 章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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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0150 王尚雷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0151 闵月淇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154 郝家伟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0164 李晨 理工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171 杨博琛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0172 陈亚婷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196 张海昱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206 胡卓成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08 马新然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81042503000210 李雨桐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81042503000214 陈惠娟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234 王启呈 理工 莱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36 张泽禹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38 赵烨程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269 王子涵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72 徐舒 理工 新泰市新汶中学 

181042503000282 李良荟 理工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83 秦昌铭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181042503000287 杨天宇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93 燕法豪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10 武静雯 理工 阳谷县第三中学 

181042503000321 李树蕤 理工 邹城市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322 刘同熙 理工 梁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24 孔维雪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25 张清硕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28 张耀伦 理工 高密市第三中学 

181042503000344 栗子奥 理工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351 仇天硕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0361 何平圣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0367 张津源 理工 蒙阴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382 温佳雨 理工 山东省阳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86 韩龙潇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404 杨瑞璇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407 董一诺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414 刘媛媛 理工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415 张翼飞 理工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20 王建业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30 闫文凯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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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0437 李光恩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444 翟含笑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71 潘雪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75 李扬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485 赵青雨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87 郑欣雨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493 田园 理工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494 崔新辰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181042503000497 盛宇浩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498 樊新元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10 郑舒文 理工 临沂第七中学 

181042503000512 秦雷 理工 平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20 王凯悦 理工 茌平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521 孙瑜颢 理工 费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26 李睿智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27 崔新蕾 理工 汶上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29 秦诗童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33 刘志 理工 山东省北镇中学 

181042503000534 韩光宇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0536 朱志强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38 史杰 理工 莒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39 付超然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44 周翔宇 理工 费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49 宋睿问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52 陈宏宇 理工 费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553 孙英杉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59 韦驭瀚 理工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181042503000563 董怡然 理工 东平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565 孙畅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181042503000567 郭昂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68 闫艺菲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71 洪运哲 理工 山东省济北中学 

181042503000572 袁孟真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573 黄俊彦 理工 昌邑市文山中学 

181042503000579 朱思宇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181042503000580 胡劲宗 理工 高青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84 邓明钰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87 李淑欣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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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0590 宗浩然 理工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91 常俊宇 理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94 赵春雨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81042503000597 孙楠 理工 山东省海阳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01 苏家琨 理工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608 毕宇正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613 随裕如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22 邢哲 理工 郓城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623 王高照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628 魏姝宁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32 李梦琳 理工 茌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34 窦艺馨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0635 张朝阳 理工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81042503000641 蓝功昊 理工 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645 赵泽祥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0649 徐西强 理工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50 郗宁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51 王政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663 宋耐冲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68 李宪哲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76 韩菲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81042503000695 戴书凝 理工 潍坊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698 赵树哲 理工 临清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00 李子璇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16 李蔚迪 理工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23 何贺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26 刘炎鑫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32 于淙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34 祝恩泽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744 杨箫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745 张文琦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0747 王子宁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751 刘昭辰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53 蔺焕钰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760 许明睿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0767 公皓然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771 宗英凡 理工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773 谢田滢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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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0774 王凌宇 理工 兰陵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78 张军鸣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85 关云鹏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86 张云昊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796 单晨宇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03 苗润雨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13 陈笑童 理工 邹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14 展望飞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0820 李泽楷 理工 高青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23 于洋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827 朱俊潼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32 葛雨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834 陈殿韬 理工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835 迟雪键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43 孙承一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81042503000851 孙世旭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54 刘旭东 理工 巨野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66 平凡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868 蔡馨茹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871 唐寒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876 杨梓琦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877 赵学婷 理工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181042503000887 蔡诺文 理工 淄博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892 苏明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0902 胥欣汝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913 高国萍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919 常姝琪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27 孟令轲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929 赵兴东 理工 东阿县实验高中 

181042503000939 常鹏宇 理工 淄博中学 

181042503000944 吴立群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961 唐浩人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964 李剑桥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68 徐毓雪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0969 谷草原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70 卢馨雨 理工 蒙阴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0972 王启慧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73 赵圣雅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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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0975 王雅慧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0983 张晓涵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88 徐梓睿 理工 平原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95 王雨琪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81042503000998 孙天娇 理工 济宁市育才中学 

181042503000999 张珊 理工 东阿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06 高歌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26 褚汝豪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31 王贞欢 理工 青岛市胶州市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034 邓丽雯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37 刘霄楠 理工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39 于艺晨 理工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48 连若兮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049 王旭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52 黄艳菲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59 李雯琪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75 何勰 理工 威海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81 路启蒙 理工 汶上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87 王春学 理工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89 裴延乐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090 李晓婕 理工 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91 张恺文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93 邹俊哲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095 齐雨辰 理工 临清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096 张学友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01 解晓睿 理工 德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06 张福乐 理工 郓城县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108 范云鹰 理工 济宁市育才中学 

181042503001113 刘辰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114 吕纪贤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16 陈泽原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118 徐泽平 理工 德州市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122 赵若杉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27 吴霄 理工 莘县教育培训中心 

181042503001136 韩慧 理工 昌邑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41 姚远见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44 许诗淇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1147 王玥 理工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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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149 王婷婷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150 杨丰绮 理工 高唐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153 于汉卿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1156 张康帅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57 冉令尹 理工 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58 解皓楠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1165 庄润泽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67 孙佳玮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68 刘文涵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73 田琪瑶 理工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81 徐腾娇 理工 汶上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83 刘书宁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85 高飞 理工 单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86 陈云杰 理工 滨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187 李元龙 理工 单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89 崔东歌 理工 东平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192 高子锋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94 付晓阳 理工 昌邑市文山中学 

181042503001195 张辰睿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196 张喜玉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199 陈龙浩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02 张纪元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03 冯晓辰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07 李航岳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10 鞠晓阳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213 杨易潭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16 郭涵硕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30 宋心怡 理工 平原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32 王娇杨 理工 山东省北镇中学 

181042503001243 曹志远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52 张效宇 理工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181042503001255 王剑松 理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259 蒋正芳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263 刘铭浩 理工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279 高嵩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虎山路校区） 

181042503001284 张峻毓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299 张鑫钰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300 刘双功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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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304 赵媛媛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311 刘一龙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12 刘秩君 理工 昌邑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25 孙晓洁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27 李欣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332 徐龙雨 理工 高唐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333 徐牧寒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335 曹潇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339 杨星月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49 石祥沛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353 赵瑞辰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355 徐家冰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1356 董殿昊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57 王一鸣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374 部海旭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80 王福临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90 元景 理工 昌邑市文山中学 

181042503001392 刘剑桥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393 周岩松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1394 李选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02 丁小笑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403 纪晓晴 理工 德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22 程绍桐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28 韩斗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1442 李笑妍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1444 王启睿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49 单博文 理工 龙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51 马月桥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1461 段鹏 理工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64 冀晓琳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66 赵浩然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67 季雨馨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470 王嘉宜 理工 高唐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474 付晓宇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476 杜箫扬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477 王舒琪 理工 阳谷县第三中学 

181042503001479 石文卓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488 刘道龙 理工 平阴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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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495 林子祺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181042503001497 刘涵宇 理工 费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498 孔祥坤 理工 嘉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01 崔泽罡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81042503001507 李子晗 理工 章丘中学 

181042503001508 武玥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181042503001515 杨金轩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16 程海洋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25 贾世睿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29 王汝悦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33 王子扬 理工 临沭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37 李鑫 理工 高密市第三中学 

181042503001541 韩修祺 理工 德州市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543 王梓坤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52 胡春语 理工 东平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559 贾敬哲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78 赵家成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584 宋政翰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89 张馨元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81042503001590 侯星宇 理工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95 杨成成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98 孙选可 理工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599 于润喆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181042503001616 吴小涵 理工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19 曲伟玉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1621 李宗霖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1627 贺孜涵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39 王硕 理工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40 马文韬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43 李晓旭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45 纪文璇 理工 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647 李淼 理工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48 孟子湘 理工 兰陵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51 刘安琦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654 林双竹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656 王鹏飞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657 蒲九岭 理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58 毕菲 理工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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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660 李俊明 理工 茌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63 刘翔宇 理工 诸城市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668 高昶 理工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81042503001670 孟喆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71 陈展 理工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674 段培誉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76 范宏进 理工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78 刘尚明 理工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85 高天羽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687 张艺洋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1689 刘沣华 理工 山东省昌乐及第中学 

181042503001695 孙凯怡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181042503001698 辛成庆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1701 李紫阳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02 艾浩然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11 公文轩 理工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181042503001712 赵晨希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1714 朱墨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81042503001720 侯润升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1723 李配贤 理工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181042503001725 臧乐源 理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26 刘红星 理工 沂水县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730 杨绮琛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34 范圣旗 理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738 王飞宇 理工 东阿县实验高中 

181042503001749 郝劲松 理工 东平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755 肖皓天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56 胡玉乾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759 罗意杰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63 徐也婷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1764 隋立阳 理工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65 臧睿 理工 平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66 吴兴国 理工 聊城市水城中学 

181042503001767 杨晓晨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71 王慧琳 理工 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77 张雅萱 理工 邹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78 时宪 理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79 韩璐 理工 单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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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783 王雨心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785 李月 理工 高唐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787 赵雅莉 理工 夏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88 张祎珂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89 朱恺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95 张良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1798 邹涵璐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00 王浩然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01 李嫣然 理工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03 刘梦涵 理工 章丘中学 

181042503001805 刘晨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1809 张恩沛 理工 临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811 侯秀苓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1813 吴晓涵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17 崔延昱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1822 戚云涛 理工 费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823 刘庆祥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825 刘笑寒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1834 陆海畅 理工 枣庄市第三中学 

181042503001841 吕畅宇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42 冀皓丽 理工 齐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48 金禧铭 理工 临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50 刘如奇 理工 临清市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858 李世睿 理工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67 姚璐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868 郭志浩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81042503001869 贾素月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870 王一凡 理工 青岛市黄岛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77 周远航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886 高雪晴 理工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887 付莹莹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895 李科源 理工 莒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898 王越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903 许文诗 理工 东阿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910 潘越 理工 莒县文心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918 王世铎 理工 济宁市实验中学 

181042503001921 刘燕蓓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1922 宋一凡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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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1925 刘浩宇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42503001926 朱子晗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932 马晨雨 理工 平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940 纪雨欣 理工 宁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950 韩建坤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969 李思源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974 邓利群 理工 山东省五莲中学 

181042503001990 吴皓月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1997 陈文轩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03 杨博森 理工 青岛市城阳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027 陈鹏志 理工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032 王子昊 理工 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38 张辰昊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39 花家乐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041 吴天琪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2049 李子豪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057 陈兴雨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058 李淑贤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070 郭胤辰 理工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076 夏一铭 理工 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87 祁耀莹 理工 单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93 苗皓淳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102 陈佳琪 理工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05 孙世博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区） 

181042503002119 刘金适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141 翟致远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45 孙洁琳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47 赵雪宇 理工 潍坊中学 

181042503002152 吴京洪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53 贾茹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56 张雅歌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158 杨帆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65 葛一帆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66 张润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2171 孙嘉诚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75 卜新哲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83 刘翔宇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88 谢愉恒 理工 昌邑市文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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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2189 王晓妍 理工 临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92 吴寒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196 杜浩然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81042503002198 宋春霏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201 董慧敏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06 韩妍妍 理工 邹平县黄山中学 

181042503002213 王程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215 霍飞宇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223 陈映欣 理工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226 徐迪 理工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46 张旖旃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48 张龙飞 理工 梁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51 田越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2252 王诗语 理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60 郑昊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263 蓝千昊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81042503002275 马庆沛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276 亓佳宁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78 亓瑜迪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79 杨述敏 理工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292 潘浩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296 张冠群 理工 滨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299 曹一凡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03 高胜寒 理工 济宁市育才中学 

181042503002306 李林卓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10 于淑彤 理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15 赵开元 理工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42503002318 王士博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35 张力勋 理工 寿光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37 王庆辰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42503002343 王希雨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45 魏钰栋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51 朱晓剑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52 孙嘉鸿 理工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62 徐文雪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70 祁玉豪 理工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73 司广道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374 马家蕙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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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2377 王童舒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2378 李辰宇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2380 潘月东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382 温欣 理工 山东省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388 李昊泽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391 强春蕾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81042503002392 王宇彤 理工 莱芜市莱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415 耿德华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2417 吕浩然 理工 龙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22 崔瑞琪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428 李雪源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429 吴俊柯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30 姜睿蕾 理工 山东省泰山中学 

181042503002434 赵培庆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45 管小寒 理工 青岛市黄岛区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453 王舒琪 理工 济宁市育才中学 

181042503002454 徐健童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60 李享泽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64 王静萱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66 安梦雨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67 韩潇宇 理工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181042503002471 陈宁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472 王葳蕤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473 刘明雨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74 刘玉萍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475 秦小捷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88 魏昕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91 王文俊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95 高俊云 理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499 李锦璇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02 崔晨旭 理工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03 刘子琪 理工 临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06 朱文玉 理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区） 

181042503002521 常世龙 理工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24 胡亚奇 理工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29 李沛凝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31 贾汶韬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535 苏艳华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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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2540 相信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546 沈平章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554 高晓笛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56 王浩运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558 李新哲 理工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62 刘金妍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568 张远峰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69 马文韬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 

181042503002574 吴浩 理工 鄄城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75 牟昊伟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576 高雅琪 理工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580 刘一杰 理工 费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582 张潇月 理工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89 汪文轩 理工 临清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91 王允哲 理工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597 孙雪淼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598 来静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601 李其祥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03 赵天旭 理工 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12 王健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613 王健 理工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181042503002615 朱资鉴 理工 邹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22 滕怀泽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629 逄朔 理工 诸城市龙城中学 

181042503002630 杨晨旭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35 刘一诺 理工 临沭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36 徐一飞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658 张若帆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61 蹇宝仪 理工 蒙阴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668 王雪纯 理工 德州市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671 崔志浩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674 冯明月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677 王绪宏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2680 孙延辉 理工 庆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85 吴龙腾 理工 庆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86 马睿宇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691 刘浩 理工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81042503002695 魏凯旋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报名号 姓名 学科 学籍所在中学 

181042503002705 魏长芳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706 张珂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19 温润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736 徐健云 理工 淄博市临淄中学 

181042503002738 丛祖庚 理工 庆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40 孙心怡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48 吕汇洋 理工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181042503002749 刘秀雯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68 左寒玉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71 仲世超 理工 梁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73 江宇航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2774 罗光达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777 李春晖 理工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78 陈永倩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788 刘瑞瑾 理工 临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89 田瑞杰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2799 曹宇轩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03 曹彦龙 理工 山东省五莲中学 

181042503002804 张文博 理工 汶上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15 段廷霄 理工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18 王怀奥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22 苗斯萌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25 张新冉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27 张文旭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39 孙广煜 理工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42 李晨 理工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181042503002843 刘士琦 理工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新校 

181042503002852 唐义人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60 王百川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863 贾坤坤 理工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866 李烁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2867 李伟明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69 杜小龙 理工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81042503002872 段威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878 张伟龙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2881 黄品源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888 李斐菲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895 任心雨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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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2904 李一鸣 理工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05 李玉琪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06 韩梦琪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908 潘广通 理工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10 李孟璐 理工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11 董傲然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18 王正阳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23 董笑雨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924 刘轩仪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935 宣诏卿 理工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37 张倚赫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81042503002944 曹笑语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945 李朝阳 理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948 马烁焜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959 陈晓涵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971 杜泽慧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72 曹梦珂 理工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73 李云舒 理工 沂源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83 冯浩波 理工 潍坊中学 

181042503002991 李舒悦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992 宋源 理工 淄博市育才中学 

181042503002999 张天翮 理工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01 杨刚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07 崔文龙 理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009 张青云 理工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011 赵均铭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3018 郭可欣 理工 梁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21 赵恺悦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23 张雨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3026 陈祎然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27 张李涵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3034 王潆杉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36 孙梦蕾 理工 潍坊市寒亭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43 杨焱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56 董冠群 理工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81042503003057 贾东辰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59 刘致远 理工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60 王亦菲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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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3062 吴晓雪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3065 陈坤璐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066 张晓鑫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70 聂云侠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3073 刘海洋 理工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76 李先武 理工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81 荆兆毅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3084 李乐天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3085 乔良欣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86 李其宸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3089 贾心可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094 刘宇龙 理工 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181042503003096 魏媛媛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3102 石明艳 理工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04 李焕然 理工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106 杨东星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10 徐龙骞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11 黄安祺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3113 徐小荃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116 郑志宇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3119 米云昊 理工 济宁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28 王敬阔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41 张潇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43 牛泽华 理工 青岛市黄岛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46 李天扬 理工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3154 郑瑞泽 理工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181042503003155 李一凡 理工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42503003156 秦立臻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3158 杨琦琳 理工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181042503003168 张泽超 理工 山东省博兴第三中学 

181042503003169 李溪雨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74 沙思源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78 贾汝杰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86 崔传轩 理工 武城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3192 鹿萍 理工 高密市第三中学 

181042503003193 毛康龙 理工 利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95 朱振蓉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196 梁明昊 理工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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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3199 宋旭衡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3200 张暤瑒 理工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3205 苏桂龙 理工 东平明湖中学 

181042503003206 卢琳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08 丁曰博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13 杨程帆 理工 金乡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18 李佳璇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20 杨志申 理工 章丘市第五中学 

181042503003222 华君磊 理工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231 徐然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40 任子函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41 王世龙 理工 莒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3243 吴雯双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248 刘艳芳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50 李玉薇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56 饶琦辉 理工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81042503003257 刘畅 理工 微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64 张仕卿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3267 韩少杰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69 王世龙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3278 邢晨宇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289 李文星 理工 山东省泰山中学 

181042503003290 裴俊翔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295 孙启超 理工 淄博市临淄中学 

181042503003296 刘金英 理工 高密市第三中学 

181042503003300 张媛柯 理工 鱼台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06 田晓仪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16 邢一衡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3318 花智睿 理工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3322 宋晨雨 理工 嘉祥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24 吴龙燕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328 王子豪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32 王翘楚 理工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81042503003336 沈家正 理工 邹城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39 吕君泽 理工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347 李泽群 理工 新泰中学 

181042503003354 冯成明 理工 山东省章丘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60 李昂 理工 单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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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3362 张行远 理工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3368 曹家豪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70 刘梦琦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71 李传煜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73 郑志豪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75 齐烨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3379 罗雨婷 理工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92 李熙林 理工 沂源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96 张博洋 理工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398 闻若浅 理工 费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3400 李龙训 理工 莘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04 董雨轩 理工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13 唐箫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14 刘欣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16 王泽川 理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417 李英华 理工 山东省昌乐二中 

181042503003420 张慧 理工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421 代龙宇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22 张鑫泽 理工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81042503003423 杜小飞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425 许睿智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35 张笑灿 理工 泗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39 
崔马晨

阳 
理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45 李凤鸣 理工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48 宋久阳 理工 梁山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55 张嘉雯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3465 陶秀钰 理工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181042503003467 王子晗 理工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68 邵涛 理工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74 李映辉 理工 兰陵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75 宋浩 理工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3476 张舵 理工 莱芜市莱钢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482 刘继琪 理工 茌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88 董啸宇 理工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3489 魏费雯 理工 阳谷县第三中学 

181042503003508 胡丁凯 理工 淄博中学 

181042503003513 王柄洋 理工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181042503003518 曹德嘉 理工 山东省济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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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3520 王连聚 理工 阳谷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522 刘天翼 理工 邹平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070 相国涵 文史 山东省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110 焦梦洋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0112 王紫琪 文史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75 孙沛涵 文史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180 宗雨薇 文史 淄博市临淄中学 

181042503000190 张泽慧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181042503000219 徐婧慧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81042503000281 高晓君 文史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295 唐倩 文史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81042503000303 张书源 文史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364 朱怡璇 文史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81042503000560 曲汶睿 文史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576 赵若琳 文史 临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693 张清云 文史 沂源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719 任彦锦 文史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724 于舜尧 文史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0841 赵丛秀 文史 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181042503000875 王昌晟 文史 青岛实验高级中学 

181042503000936 王慧敏 文史 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 

181042503000954 尹安琪 文史 寿光现代中学 

181042503000956 郑雁卿 文史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81042503001249 万传旭 文史 德州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378 逄湘凌 文史 中国烟台赫尔曼.格迈纳尔中学 

181042503001424 陆仪佳 文史 昌邑市文山中学 

181042503001528 王伊若 文史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81042503001603 马金雪 文史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181042503001713 赵心畅 文史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181042503001747 杜冰沁 文史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81042503001760 郑淑童 文史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81042503001915 杜睿清 文史 沂水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068 高谈 文史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181042503002092 杨易 文史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154 石佳 文史 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193 李雨恒 文史 淄博市临淄中学 

181042503002264 张铭清 文史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81042503002274 李雪莹 文史 山东省青州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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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42503002328 刘磊 文史 惠民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489 董玉馨 文史 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659 张舒玥 文史 临沭县实验中学 

181042503002673 丁晓月 文史 东营市第一中学 

181042503002755 王淼 文史 青岛市城阳第三高级中学 

181042503002853 董建树 文史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181042503002913 张苹梅 文史 肥城市泰西中学 

181042503002943 王韦五 文史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181042503003002 袁慧颖 文史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81042503003281 高丽君 文史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357 孙千惠 文史 沂源县第一中学 

181042503003432 巩晓月 文史 惠民县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