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科技知识赛道中学组入围名单

序号 地区 学校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1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47 蔡震扬 男

2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49 肖博岩 男

3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512 应福 男

4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55 冯雨阳 男

5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88 连晨兮 女

6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87 吴仲奕 女

7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24 曹奥金 女

8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89 封欣怡 女

9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390 乐翔 男

10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54 吴仲天 男

11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78 饶一宸 男

12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217 丁嘉庆 男

13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80 王睿贤 男

14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45 陈奕灿 男

15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516 罗嗣旭 男

16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0724 张宇欣 女

17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079 黄阳灿 男

18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082 崔承启 男

19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00 聂嘉叶 女

20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543 张智豪 男

21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566 尧志茵 女

22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091 熊梓照 男

23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076 吴宇坤 男

24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14 严克奇 女

25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074 黄米涵 男

26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28 龚婧 女

27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76 吴子璇 女

28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202 朱舒怡 女

29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351 黄星鼎 男

30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12 袁文慧 女

31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1122 危佳欣 女

32 抚州市 南城县实验中学 FZ004471 肖可馨 女

33 赣州市 大余县职业中专 GZ013710 李容锦 男

34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GZ017733 巫肇荣 男



35 赣州市 赣州市赣县区第四中学 GZ017709 刘淙昱 男

36 赣州市 赣州市文清外国语学校 GZ026161 曾旗 男

37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学校初中部 GZ019520 庄贻媛 女

38 赣州市 赣州市厚德学校初中部 GZ019516 钟瑞捷 男

39 赣州市 龙南市思源实验学校 GZ024766 宋鹏宇 男

40 赣州市 龙南市思源实验学校 GZ024763 陈丽澜 女

41 赣州市 龙南市第四中学 GZ004313 曾繁涛 男

42 赣州市 龙南市第四中学 GZ004324 钟舒期 男

43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315 赖慧国 男

44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310 邱国明 男

45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305 林俊辰 男

46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376 杨钦岩 男

47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191 朱晓茹 女

48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208 林思思 女

49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411 李怡萱 女

50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421 廖俊 男

51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300 林欣伟 男

52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471 范涛 男

53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第五中学 GZ056546 吴贻颖 男

54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中等专业学校 GZ056617 邹义鹏 男

55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中学 GZ014368 段宇 女

56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中学 GZ014390 廖群 女

57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中学 GZ014367 王世康 男

58 赣州市 瑞金市英才学校 GZ025631 刘晓婷 女

59 赣州市 瑞金市英才学校 GZ025618 邱展硕 男

60 赣州市 瑞金市英才学校 GZ025629 毛嘉豪 男

61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中学 GZ000452 钟奕城 男

62 赣州市 上犹县第二中学 GZ000453 刘极群 男

63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GZ004282 廖开琦 男

64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三中学 GZ004295 廖泽凯 男

65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GZ056092 赖秭妤 女

66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GZ056086 黄敬程 男

67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GZ056093 李粹明 男

68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中学 GZ056102 俞森 男

69 赣州市 赣州中学 GZ000270 林秋萍 女

70 赣州市 赣州中学 GZ000338 钟昕芮 男

71 吉安市 吉水县第五中学 JA052257 罗玉波 男



72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607 王宇浩 男

73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497 罗佳燕 女

74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521 易鹏 男

75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627 廖世博 男

76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715 袁贝妮 女

77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604 郭富铭 男

78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602 王卓兴 男

79 吉安市 江西省吉水中学 JA052622 刘超 男

80 吉安市 吉安市朝宗实验学校 JA033297 刘宇泽 男

81 吉安市 吉安市朝宗实验学校 JA033296 刘振浩 男

82 吉安市 吉安市泰和县第四中学 JA013776 黄俊豪 男

8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217 胡容瑞 男

8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158 樊彧彤 女

85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132 王世航 男

86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05 刘欣怡 女

87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58 张译萱 女

88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321 蔡孟辛 男

89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154 钭星闽 女

90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89 周凡雅 女

91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00 李伟博 男

92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44 孙浩云 男

9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71 汪诗琦 女

9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260 吴睿 男

95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289 舒瑞凌 男

96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367 龙钧昊 男

97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478 项戎志 男

98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594 蔡钰彤 女

99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604 徐一铭 男

100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636 余佩孜 女

101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769 李浩锋 男

102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801 胡晋豪 男

10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03 张珉嘉 男

10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11 张文昊 男

105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16 叶雨含 女

106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159 徐子涵 女

107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90 杨宸恺 男

108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179 田修齐 男



109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221 聂书瑞 男

110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550 毛坤锐 男

111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659 滕靖钧 男

112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715 韩一菡 女

11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44 胡启阳 男

11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13 李蜜 女

115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123 刘芳菲 女

116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139 彭安绚 男

117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410 吴鸿润 女

118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488 黄复新 男

119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535 张嘉骏 男

120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588 王艺燃 女

121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848 李梓荣 男

122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10 雷子煜 男

12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48 方乐霏 女

12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80 张可馨 女

125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60 王子政 男

126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76 吴咏航 男

127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033 刘炳辰 男

128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180 钟欣眙 女

129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284 余亦然 男

130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364 聂欣纯 女

131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397 李子田 男

132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8924 汤皓玚 女

133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083 杨铠齐 男

134 九江市 九江外国语学校 JJ039200 胡峻晞 男

135 南昌市 南昌市心远中学爱国路校区 NC013333 卢懿 男

136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00 朱瀚宇 男

137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03 饶子玉 女

138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474 李远哲 男

139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487 汪珂瑜 女

140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17 杨正昊 男

141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02 熊怀文 男

142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10 唐语歆 女

143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513 龚博文 男

144 南昌市 南昌市第五中学 NC000017 胡康悦 女

145 南昌市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NC013561 操瑜 女



146 南昌市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NC039340 陈世博 男

147 南昌市 江西育华学校 NC000381 毛子轩 男

148 南昌市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 NC013332 刘骥邕 男

149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049 万家辉 女

150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158 谢正阳 男

151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362 陈一同 女

152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455 余政 女

153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114 熊海航 男

154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061 屈志全 女

155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094 余泽锦 女

156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157 李一诺 男

157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007 万季儒 男

158 南昌市 南昌市新建区第二中学 NC006177 徐文婷 女

159 上饶市 万年县第一中学 SR055494 饶玉轩 男

160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32 刘畅 女

161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36 周家豪 男

162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38 蒋军勇 男

163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40 王旭尧 男

164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41 邹羽翔 男

165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543 李远湛 男

166 新余市 新余高新区第一中学 XY055602 钟佳伟 男

167 宜春市 丰城市第九中学 YC045376 梅立文 男

168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5 万梓旺 男

169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4 曾文睿 男

170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5 刘鑫 男

171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0 周文 男

172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2 李金彤 女

173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5850 张奥宇 男

174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5888 黄奕霖 男

175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6 虞嘉伟 男

176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8 周佳琦 女

177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5867 夏祖轩 男

178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4 姜文康 男

179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9 游莜 女

180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5852 王潆岑 女

181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1 黄翛 男

182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2 胡雅欣 女



183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3 李金昱 男

184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7 熊于婷 女

185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09 艾鹏林 男

186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5848 张磊 男

187 宜春市 丰城市第四中学 YC046216 姜小雪 女

188 鹰潭市 鹰潭市第二中学 YT047734 夏佳和 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