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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20 年综合评价招生初审合格考生名单 

报名号 姓名 学籍所在中学 

201042503000024 杨文谦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030 徐千阅 昌邑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032 王天禹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048 戴良韬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0090 骆彤 单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109 王子骏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130 马力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0147 刘科远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0159 郭正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162 刘伊婷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166 王新皓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176 冯源诺 茌平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205 王杨森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206 毕敬浩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212 侯江南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201042503000225 邢晓彤 东阿县实验高中 

201042503000254 刘雅文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275 安泓郡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290 陈中基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0297 陈厚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00 李昊璋 昌邑市文山中学 

201042503000301 王梓旭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303 高嘉琪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18 成笑然 邹平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19 刘悦杨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31 颜开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42 顾京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0344 杨剑衡 德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48 官炜川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201042503000372 胡一然 莘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373 孙伟业 临清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407 张大川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201042503000447 董致远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0458 李远 惠民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459 梁路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01042503000470 孙继鑫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475 丁萧寒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476 张新宇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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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学籍所在中学 

201042503000481 王思齐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503 李爽爽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545 朱佳欣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0558 王靖宇 栖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563 冉雅琪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572 王卓群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573 罗晨凯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577 闫絮然 济宁市育才中学 

201042503000589 李易霏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596 杨文宇 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597 陈一诺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602 时嘉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603 姜子卿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0630 刘蔚一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632 刘俊辰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638 刘应诺 费县实验中学 

201042503000641 陈严宽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655 曾繁睿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656 娄载庚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0657 王云翔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660 董晓旭 邹平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671 江致远 即墨市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674 杨雨阳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692 褚馗升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704 申仪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745 孙德理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756 杜怡凝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792 杨增昊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793 梁晓萱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794 张艺轩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852 任义寒 鄄城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857 王思腾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861 

徐子天

晓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201042503000865 孙文清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0878 李德旺 陵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882 

高天流

云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01042503000885 安家恒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887 李蓉儿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0891 李书航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892 闫新怡 青岛市胶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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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0910 高嘉琦 沂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928 曹鹏洁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0934 石永琪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0946 徐之林 青岛市莱西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969 赵骋 临沂国际学校（临沂四中西城校区）） 

201042503000972 张成瑞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201042503000974 曲越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984 王金城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0998 陈乐源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012 苏安琪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014 耿鹏超 德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047 李有鹏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062 贾骏哲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068 刘悦扬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201042503001072 亓中权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201042503001079 王克圣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087 李格非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106 刘宇浩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114 曹瑞智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21 官昕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135 王振宇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36 谢雨璇 临沂第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142 刘明魁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201042503001151 赵君珏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54 孙潇涵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64 董金垚 莱阳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67 崔瀛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180 戚炜杭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181 温智凯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192 崔御章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95 崔永平 高唐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97 王姝然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199 任杰睿 寿光市圣都中学 

201042503001203 李珂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230 隋昱恒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257 马子岳 临清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276 鞠一鸣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278 陈柯妘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293 韩江雪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303 彭玉栋 高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313 彭福瑞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1328 杜燕妮 东平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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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1329 任智涛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331 陈俊安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336 卢一凡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345 宁致远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1356 陈子豪 青岛平度市第九中学 

201042503001359 刘一涵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361 朱家骏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1376 王世杰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1381 张震宇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414 李瑞硕 莘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418 刘佳琪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423 丁国宸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438 张孟泽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443 王一璇 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473 孙一博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478 侯庆晗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479 田梦佳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485 王梓研 利津县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488 付志昊 利津县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489 成泽恺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02 许桐 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09 钟灵秀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1518 解一凡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19 高一诺 利津县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524 苏家傲 滨州实验中学 

201042503001529 于卓正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535 李津道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36 于家琦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538 张钊祥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552 娄本奎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556 张怡宁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65 林鑫悦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566 黄绘锦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91 陈施羽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593 韩宗祺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594 董亚洲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602 徐艺菲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607 刘厚余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611 贾吉飞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624 李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627 周翘楚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634 李天璞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幸福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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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1636 翟鹏卿 山东省昌乐二中 

201042503001641 赵文豪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642 张文琦 德州市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649 张辰龄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655 吴天乐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660 丁天宇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669 孙博一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1695 吴雪莹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696 郭昊 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04 庄天乙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705 吕皓月 高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06 杨禄鑫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30 李欣桐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36 张寒冰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786 张华文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87 王冰哲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798 王翔宇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1801 王岚润 利津县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803 蔡金书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区） 

201042503001806 王思宁 费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808 毕泽华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一中学 

201042503001814 王宣言 临沂第七中学 

201042503001818 杨傲宇 单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835 李昂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849 陈傲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864 杨晓晨 汶上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873 宋元硕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884 陈骋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911 沈新宇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1926 康庄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201042503001936 苑馨方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939 刘嘉喆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1951 崔众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1973 宋江川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04 王培宇 济南市历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12 许绍锐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2013 秦北辰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2017 刘佳琪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35 张朔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053 杜彦臻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055 陈一宁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57 杨雪桐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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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2061 马骥 寿光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63 刘旭 曹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082 杨文清 邹城市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093 张博伦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099 王义方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09 赵坤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21 王筱筠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135 王一然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147 满小满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52 管利斌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153 陈玫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165 刘明浩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73 王越骊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74 赵奕博 山东省诸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85 王之鑫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188 王凯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201042503002189 高语凡 临清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194 朱芮瑶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02 沙昱全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214 于潇然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35 巩圣圻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66 王慎培 平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69 董景岚 沂源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72 刘贵祺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73 孙葆华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277 井长晖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285 兰天翔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2294 孙梓晋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2295 杨煦森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201042503002303 杨洛 山东省北镇中学 

201042503002310 方丽涵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2320 刘贤 惠民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330 都奕君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332 杨真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337 李康毅 肥城市泰西中学 

201042503002356 程慧 莒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359 董顺瑶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362 何宁宇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372 李秀菊 山东省昌乐二中 

201042503002378 吴瑞馨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2384 

高文秀

奇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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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2391 王周彧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422 张铭琦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2432 李开妍 章丘市第五中学 

201042503002447 焦承乾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496 陈国祥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501 刘芊睿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06 徐一帅 山东省北镇中学 

201042503002517 孙茂庭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29 田钟慧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536 肖健羽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542 徐张兴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49 徐怀远 青岛市莱西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61 张家昊 济宁孔子国际学校 

201042503002562 苗清扬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79 马凯成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87 马新尧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594 周俊睿 即墨市萃英中学 

201042503002629 李嘉忠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651 张庭瑞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657 蒋震宇 高唐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666 张晓禹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668 冯英琪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672 崔朝正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676 

李维克

多 巨野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686 王北辰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705 尹鑫儒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721 尚骁迪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729 薛钧 费县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731 栾澍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201042503002741 张涛林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2760 韩林炜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2764 李东钰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2780 张业伟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781 李佳衡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783 刘一平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785 宫一卓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2790 张文鑫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800 门凯旋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802 张佳一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831 李安治 莘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854 南茜宁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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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2855 韩子林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201042503002873 姬铭萱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914 李世瑞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15 宋佳秋 临沂第十八中学 

201042503002919 冯实 平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22 张珂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23 尚佳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29 张亦弛 武城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2938 李扬帆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2946 邵振宇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65 于祥龙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70 孙梓轩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2993 陈林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002 荣翔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024 孙梓朔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032 路璐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201042503003034 于睿喆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3058 袁意 惠民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095 李琳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105 陈德坤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129 孔艺真 齐河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142 李佳烨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146 卫子涵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149 李紫惠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201042503003164 王瑞喆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185 姚远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194 顿泽通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11 刘雨辛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3225 徐芃 沂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33 周佳音 山东省聊城第三中学 

201042503003239 王圣钧 泰安一中新城校区 

201042503003240 曹树德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3246 从皓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51 高喆 曹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56 张泽宇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261 吕昌燃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63 杨骁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275 梁艺馨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3282 杨云帆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299 陈俊凝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306 杨颜萁 沂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27 李康乾 东平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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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3328 张子逸 莒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33 韩晓义 利津县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335 王鹏飞 山东省青州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44 柳佳宁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50 刘栩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362 闫欣童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63 那恒源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67 王悦源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68 昌智瑶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201042503003375 苗子杰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383 杜胤达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201042503003406 荆楚藩 莒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410 刘昱含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413 宋俊达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426 高小轩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435 崔节奥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437 张布克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456 魏小瑞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461 柏梦溪 章丘市第五中学 

201042503003462 么嘉睦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463 刘述彤 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464 祁继豪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467 任鸿义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469 王浩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472 李思凝 费县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478 李仰锐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497 韩依辰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02 李硕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507 王芳原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17 代滨豪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529 李慧泉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542 陈扬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61 张小雪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74 张芃泽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80 孟子飏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585 张广淏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00 赵晓辰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11 刘益彤 沂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36 夏宇轩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639 吴斌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3653 王豪宇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54 徐恺 临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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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3655 刘欣玉 平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61 庞弘泽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72 张智韦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79 魏瀚扬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3681 王隽坤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686 陈楷麓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703 左泽林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737 郝辰铭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201042503003751 宋云琪 临清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765 檀香山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780 莫栋宇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785 周彦宏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791 叶家卿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04 林一鸣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05 李怡萱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11 李若愚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20 王博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825 朱子萌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37 王世铎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838 张若晨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39 张德馨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48 张景灏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849 朱远墨 金乡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64 田笑萌 肥城市泰西中学 

201042503003871 徐伟栋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874 陈绪祚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875 宫宇昂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885 孙铭泽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913 李嘉栋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3920 袁姝雨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3934 焦中远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961 杨雨萱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976 于冠群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3980 杨伊琳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201042503003987 杨晓岸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3997 庞岳阳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000 李乐天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001 崔润泽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012 张煦雯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201042503004056 王好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201042503004057 岳筱琳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4077 刘牧原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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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4084 张景琦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104 王璐 莱西市实验学校 

201042503004107 刘一粟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12 刘欣然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22 尹成泰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125 戚栋铭 沂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29 赵睿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131 孔界茗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148 刘一骏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57 林家豪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162 李秋实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168 张文瑞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72 李姜楠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75 巩俊豪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183 王恒旭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188 姜迪彤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01 崔曦晨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210 王梓谦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17 于建伟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23 董益辰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30 王雯蓉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36 佟琦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61 杨雨宸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4272 祝翌晨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85 郭弋硙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93 王梓桐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296 魏鹏宇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02 付静文 费县实验中学 

201042503004307 李德邻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310 王晰明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12 马锐志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321 刘文玉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29 刘慧琴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47 刘皓冉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51 刘婧好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370 赵一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381 张子睿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201042503004404 张德诚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4410 王晨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450 齐格尔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4458 牟宸宇 山东省北镇中学 

201042503004469 张天同 山东省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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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4474 王文雯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506 尹贻杨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09 李宁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512 张友阔 鄄城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15 温家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524 解千里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525 刘延玲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31 刘一凡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48 李麒飞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549 夏天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50 朱礼霜 威海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57 王博延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59 唐沥钖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201042503004562 袁芳舒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572 李怡冉 青岛平度市第九中学 

201042503004581 包涵 山东省荣成市第三中学 

201042503004594 孙晨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604 徐扬帆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605 宋一凡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606 王子文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622 徐一婷 私立青岛海山学校 

201042503004627 李浩然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639 陈淑涵 淄博实验中学 

201042503004656 葛畅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661 张晗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671 刘瑞佳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696 张书恺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10 王芷璐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12 杨俐叶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717 孙钦浩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19 周青莹 临清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23 宋文轩 泗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25 郭任远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727 孙晟轩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736 蔡蕤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201042503004743 郝子睿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01042503004763 彭依瑩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789 周文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797 李寒笑 东营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805 刘艺林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4807 张远卓 高唐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808 王元泽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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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4812 王卓然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4822 王宏利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838 张晓源 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201042503004841 刘昱廷 山大华特卧龙学校 

201042503004887 陈心怡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04 于乐川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12 任芊诺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 

201042503004913 崔楠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27 李天睿 平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54 秘舸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67 王文迪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69 苏荣靖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88 周迪 平阴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89 王艺臻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4999 路素清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201042503005008 王亚琳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011 贾梦孜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016 孙心佑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5023 刘浩哲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5029 韩旭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043 马壮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049 张弛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069 李宛霖 德州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076 庄欣瓒 青岛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077 蒋田宇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201042503005078 刘祺文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090 李子键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091 张凯迪 鱼台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104 吴晓彤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118 成世纪 山东省北镇中学 

201042503005131 彭奥扬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201042503005141 郑泽楷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160 秦悦乘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162 金佳辉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170 田治康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177 赵志扬 山东省昌乐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181 张展硕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183 范晓雯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186 国子孺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210 张风健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219 刘云 山东省沂南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223 李金朋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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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5230 朱宸泰 单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246 田熙民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251 李靖仪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268 闫兆阳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270 徐嘉璐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288 李延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289 孙雪琪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201042503005296 李千昱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301 秦源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311 焦程祥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 

201042503005331 肖正楠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337 董保壮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201042503005345 栗健朔 兰陵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347 张阳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350 刘浩宇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201042503005355 侯玉冰 东平明湖中学 

201042503005358 孟泽伟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373 杨永超 莘县莘州中学 

201042503005390 韩佳洋 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 

201042503005393 李明蔚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397 李晓亮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398 耿浩轩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400 王丝絮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409 李宏宇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432 陈小桢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437 陈雨恬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445 周航 临沂第四中学 

201042503005452 李忠阳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468 

高张永

瑞 山东省昌乐二中 

201042503005479 刘畅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03 王皓轮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24 刘静怡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5527 刘瑞诺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537 李丽 费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42 李步洋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49 刘皓阳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63 荆荷心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573 赵浩然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583 张艺琳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589 马晨欣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590 李文博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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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5596 周泰宇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05 曹晔麒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13 周亚迪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618 王中瑞 禹城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20 蒋洛源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25 尚振祺 肥城市泰西中学 

201042503005626 范一鸣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50 徐文玉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652 晁艳阳 济南市莱芜第四中学 

201042503005663 刘芮汐 临沭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667 张国政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711 陈科文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719 光如栩 山东省阳信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721 李立昂 惠民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730 张肇晨 肥城市泰西中学 

201042503005739 王玥文 山东省荣成市第三中学 

201042503005742 王贝宁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744 李健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747 张鑫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759 牛灏霖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762 刘一择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796 于尔多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201042503005800 王佳艺 即墨市萃英中学 

201042503005804 曲子寰 青岛第十五中学 

201042503005813 侯博文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815 李华涛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5845 闫奕帆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858 张厉为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881 李昭帅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891 张鑫怡 东平明湖中学 

201042503005894 彭天宇 邹平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00 李蓁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925 尹乙程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54 石文菲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1042503005955 赵桐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5958 徐飞歌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60 王红伟 邹平双语学校 

201042503005961 郝明玥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63 许瑞晨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68 李晓东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新校区） 

201042503005971 王启骁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5974 郑欣雨 寿光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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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5997 高凌宇 山东省北镇中学 

201042503005999 王远辙 泰安第一中学（青年路校区） 

201042503006003 孙宗耀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6008 王雯慧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24 王宿丞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28 郑学铭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30 吕士迎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31 李金秋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59 庞鲲鹏 济宁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61 张嘉麒 山东省实验中学 

201042503006072 郭懿娴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83 赵连幸 东平高级中学 

201042503006087 赵晓蕾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89 韩睿 邹城市第二中学 

201042503006094 胡玉韬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097 鉴奕霖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03 解浩䶮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37 李云凯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40 亓宗政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48 赵洪博 平原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62 马世宇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66 潘骏涵 寿光现代中学 

201042503006171 战誉心 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72 吕梦涵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74 吴润泽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201042503006181 夏睿哲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6182 王抚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196 张栩萌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05 张樱凡 临沭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09 李俊锋 山东省招远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11 付佳雨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13 李树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201042503006214 朱可信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35 杨潇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37 韩睿 山东省沾化县第二中学 

201042503006247 张天琪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274 史雨昂 章丘市第五中学 

201042503006295 朱耀彬 山东省宁阳第四中学 

201042503006311 刘星驰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201042503006312 王浩宇 寿光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313 李龙飞 齐河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327 刘雨萱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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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503006339 毛欣然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201042503006360 李一凡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391 安珂莹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409 王旭 莘县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411 许怀艺 临沂第一中学 

201042503006432 邓一霖 莱州市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