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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徐   童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冯文飞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函嘉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   瑜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洵荣 贵州遵义一中    中欧珍珠班
张志梅 甘肃会宁三中    丹崖珍珠班
王   坤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程宏翔 河南商城高级中学    震旦珍珠班
陈   果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秦艳玲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张玉生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柳济琛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张添豪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王子宇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王鑫培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梁芳仪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孙   玥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陈冠兰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王江颖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谭华超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孙北齐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谢豫豪 河南省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于   江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谢泽中 江西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张鹏飞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李雅洁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田   勇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严安琪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郭   淼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王苏欣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邓   艳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姚秋琦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赵   勋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李长娣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邓   彬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刘先卫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陈嘉星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郭   侃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吴承禹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刘   丹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李   娟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王   杰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文   煜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李世云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周   晗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薛   宇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周   芳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刘   磊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蒋天佑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曾桂陶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杨健鹏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王云霞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贾   伟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刘培东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张文君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王亚伟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杨吉祥 江西省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董宁倩 江西省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邢淑昉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聂   峰 新疆乌鲁木齐市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罗   龙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赵颖馨 陕西省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香港中文大学 ( 香港 深圳 )

清华大学（北京）

香港科技大学 ( 香港 )

北京大学（北京）

浙江大学（杭州）



罗逸仁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余冠辰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陈正雪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文斌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罗鑫鑫 甘肃静宁县一中    慧光珍珠班
兰留微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张党飞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梁   乐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刘   可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靳朝阳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李念梓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肖   伟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赵   铭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唐世轩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郑小翠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王继剑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郭效龙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王转核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尚振航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冯希雅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黎   平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冯   宸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黄   娜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熊晓梅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赵   刚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朱博炜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李谭天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秦一平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邹芷纯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杨佩宣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吴晗玲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苏超飞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邹启航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魏   浩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刘   超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孙云鹏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张   竹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何   娅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马   腾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谢   涵 贵州遵义县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石镇豪 贵州遵义县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马   蓉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王   涛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何思钰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宋红德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张   娜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窦晓蒙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马   艳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赵   龙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黄金梅 湖北十堰市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廖书语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龙   超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银翼翔 湖南益阳一中 清池珍珠班
贺智辉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闫忠江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陈代诗 云南丘北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王   超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韩   辉 江西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夏成锴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张雪艳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邓   璇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包安杰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杜   赟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崔芳睿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安   宇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的巫哈 四川凉山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马文孝 云南昭通民族中学 德全珍珠班
李德雄 云南昭通民族中学 德全珍珠班
白永洁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复旦大学（上海） 中山大学（广州 珠海）

赵晓琳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胡婉宜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田润叶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王振权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张潇丽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张鹏举 河北沧县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李洋洋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王敦宇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彭   瑞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肖孟阳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赵   宣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王井上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王   绿 河北省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孙长庆 河南商城高级中学    震旦珍珠班
欧阳雨微 湖北省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支筱诗 湖北省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李   攀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元熹珍珠班
华俊福 江西省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陈佳妮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王重实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丁银门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南京大学（南京）



张   秋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李   芳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姚剑桥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刘   欢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李婷婷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杨   萌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谭秋阳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陈   卓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张树荣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刘   密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吴小梦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邹   纯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明婷倩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陆文龙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孙楚杰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熊振军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赵   杰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余静秋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戢沁楠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王梦杰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刘小涵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王明辉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任泽勉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胡昀杰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牛筠竹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妍荻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周雯静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吴瑞丽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苏家旺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蒋健骁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黄路遥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夏巍宇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熊佳奕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   虹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白维贵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元熹珍珠班
梅   浩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元熹珍珠班
向俊杰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周   沫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陈璐瑶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王生辉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邓明鑫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冯梦珂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杨靖雯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王丽君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陈瑞江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孙   翀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胡艳萍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张聪聪 甘肃省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杨江龙 甘肃省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杨   钊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弥博文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   霓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唐远清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高文志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钱美蓉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蔡晓康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卜思凡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郭佳芋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温   洋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楚雨鑫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张旭东 甘肃会宁三中 远大珍珠班
白宗石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刘   静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石   忆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刘博宇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谢辉武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孙   旭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戴   媛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盛紫琼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周   田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徐   颖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周旻涵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束胜全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王嘉辉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黄   龙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金自恒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黄春春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黎兰鑫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武汉大学（武汉） 武汉大学（武汉）

高   特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李志伟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蔡佳瑶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李   焕 云南文山州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李凡凡 福建长汀二中             爱基会珍珠班
巨风智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马   蕊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李建茹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张   瑞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刘   平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王凌晨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庞   瑞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寸乐玲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葛晓开 河南安阳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党中州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许玉琳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张   亿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李   睿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孙文杰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戴志宣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彭   旺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丛佳璘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刘玉峰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鲁   凯 江西赣州中学 正皓珍珠班
彭佳豪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靳丰富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王跃迪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袁志雄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何书坤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朱世鹏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王福龙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胡林贵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吴妃锋 福建莆田六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安荣荣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李宗仁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张学成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兰钰富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杨   玲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张永利 新疆乌鲁木齐23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袁   瑶 贵州大方县一中      华安 基金珍珠班
冯   念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史玺洁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杨   林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王敏青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寇韵楳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摆俊龙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周亮亮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田家嫚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李慧敏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韩永康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刘子铭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李睿勰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邓宏坤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尚   诚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郑丽君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田丽媛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汪小寒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程贤良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张宏业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董   楠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陈志远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钟晓祥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张   超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丙臣珍珠班
申   胜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谭青青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廖泽漫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胡晓毓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彭   曦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邹琴芝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冯远征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韩世博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徐江伟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贾留生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周   峰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张耀东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冉   君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董   庆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张旭阳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王旭成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文   旭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文和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王   涛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王婷婷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黄   旭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陈   刚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刘振涛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王疆妮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邹   超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黄亚龙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岳   培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王   洪 贵州开阳三中 启枢珍珠班
马银行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陈永杰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陈   明 贵州贵阳市六中 中欧珍珠班
常立赏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曹佳璇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王   瑞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班
付清香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敖   帆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梁盼楠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晋艺畅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董书源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王年芝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   琛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李大蓉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李佳幸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夏思雨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谢会平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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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何旭升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陈   静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康发明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刘国强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任   睿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蒋卓君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何广源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郭   婷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任邦克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张   成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 华达珍珠班
张晓燕 内蒙古包头 33 中 莲禾珍珠班
王勇斌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 股份珍珠班
雷雪枫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袁晟博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贺兴处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杜海洋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赵鹏程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罗   超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王晓鹏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黄   涛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杨麒麟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张   敏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温   皓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何文杰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同济大学（上海）

高凯祥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永成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吕   梁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蒋虎虎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兰  帅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周东浩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王   堃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胡亚钦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钟   好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周晓城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戴昱铖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李   贤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张   慧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夏德宏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勾永宝 河北沧县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郭    威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周    杰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黄小东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谢振威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杨仲侠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张    睿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宋    杨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吴   金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袁曦媚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罗鑫珍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韩素梅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姚   鹏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牛娜娜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孙自浩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司培颖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李月发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岳   慧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向   骥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张   硕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唐   林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曾威鸿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周   鑫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张大权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周娅祥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郭高翔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王雯雯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雷博博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郭   越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韩帅阳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庄大伟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张   宇 贵州六盘水三中          施维雅珍珠班
周佩云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詹   晶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郑淞元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姚智豪 吉林白山二中 长弓珍珠班
马海龙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陆天祥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罗成海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蒙永胜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禹小强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马   义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黑小波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王海霞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王   飞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张   甜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胡莉飞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李慧文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王   珂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吴永恒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张   旻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熊   巧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陈   莉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闫懿之 湖北襄阳五中 鼎锺珍珠班
翁慧芳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杨蕾蕾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杨文亮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李   航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左晓云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吴丽娜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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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力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鲁意博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周晶玲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谢翠芳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郑彦杰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吴城玲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蒋雄威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梁嘉斌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刘铁锌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涂   鑫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胡   靓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董雅茹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陶志刚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廖   海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李泽燕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吕海健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王   炎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余开杨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唐嘉豪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马   伟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王云龙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康桂莲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马晓龙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李泽宸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喻   兰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罗   东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沙小琴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冯瑶鑫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苏呈龙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郭元甲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管   孟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高   显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毛冰蕾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谢建利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张浩宇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王   琼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阳佳城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郭鳌天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谢天钰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吴凤民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马小成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罗新虹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秦小峰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高梦雅 河北沧县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孙世华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袁从婵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李自州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

杨晓锋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百川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杨小会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阳   霞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马少沛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赵   磊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明先俊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王雷花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陈凌夫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戴慧珺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李玉婷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张宋霞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王    帅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尹路路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李常青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张盼成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朱学民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陈   鹏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杨正文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赵   薇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邓   君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杨   航    四川西昌一中                新华珍珠班
赵素娟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储   焜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    
马啸天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武赳夫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杨婉茹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子耀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冯建伟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刘   照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马远博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周永昌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曹雨露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李志宇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李聪聪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马奔腾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贾   浩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李明成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石亚军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杨元亮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王恒明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张浩宇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江   贤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王宏杰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徐   曼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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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起光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   天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鲁泰山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霍恩泽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张明辉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黄恩和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苏志刚 福建莆田六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彭国栋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达华珍珠班
杨建新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陈   阳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张   智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张健康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刘   钰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东南大学（南京）

周尚彦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李   倩 贵州遵义县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李帅聪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王   聪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雷佳男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郑周甫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何   霖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马佳君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朱国玉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宝成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周光奇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琪凡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张香洲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曾翔羽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姚文臣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安静伟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王   鑫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杨艳太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国防科技大学（长沙）

李枝枝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段少华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刘文静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王欢欢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胡亚婷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钱秋梅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张林飞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李   慧 河北邯郸二中 立欧珍珠班
李渴欣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林   华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杨   云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海   斌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东华大学（上海）

郭   晴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王   星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 妈妈珍珠班
张玉丽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 妈妈珍珠班
张   驰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龙文尧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夏   航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王钊健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张亚琴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杨   涵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 淑琴珍珠班
喻   涛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 华达珍珠班
徐清爽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丁昭文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刘文斌 福建泉州一中 中山珍珠班
张   涛 甘肃会宁三中 远大珍珠班
王   诚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马珊珊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陈小曼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刘嘉鹏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袁国龙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胡仲谋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王伟东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牛恺文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唐志坚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王   玲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陈梦欢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陈小辉 甘肃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张丽娜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陈   凯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    娜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计梦凡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金捷琦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戴程谷秋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孙   杰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涂嫣红 内蒙古海拉尔实验高中  东方希望珍珠班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

孔令宣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钟   爽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冷   振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陈志平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王九鸿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田文琦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胡元友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陈   青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孙仕意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王   艳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何   平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钟   英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罗林萍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杨建华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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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子建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张代志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裴小龙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童   赟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多洋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白玉堃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张重旺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王东旭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严竟轩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高琳培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任亚金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张   雪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马   婧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翟   祎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靳凯莉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刘慧敏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张   欣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杨威锋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韩   涛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娄   攀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吴红君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胡   甜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陈   琛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丁   瞳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陈思明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马红庆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孙   然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郭建航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马国平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张芸芸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朱    磊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田    隆 甘肃成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石卫江 甘肃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刘旭波 甘肃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郗天浩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邢伟华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贾晓平 河北石家庄九中             宝莱纳珍珠班
范晨阳 河北石家庄九中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石爱国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张    燕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王瑞清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尚天义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武钿登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谢娇玲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王    巍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赵丽仪 黑龙江黑河中学   君年珍珠班
王文鑫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钟俊东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何晓乔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魏    媛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马永禄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贾永潭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王联芝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郭    晨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黎    晨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王旌丞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周玉文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吉林大学（长春） 吉林大学（长春）

王方方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杨金珠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孙毓婷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白婧斐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赵丽红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杨   晨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张   会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杨   岚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刘婷婷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刘   欢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朱继东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   盼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张   洁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刘桂林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李珺妍 湖北襄阳五中 鼎锺珍珠班
欧阳媛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兰   平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张   爽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侯肖娜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张文华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杨建多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王阳阳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晏天俊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湖南大学（长沙）

代纪平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贾慧惠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申彩云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王浩语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曾笑萍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宋澍伟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王   珊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冠德珍珠班
冯   泽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季凡森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蓝   斌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杨曼华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马茹梦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胡综杰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刘凤琼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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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俊霖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文霞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韩文辉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马   瑞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俞文山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崔盈憬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单   莲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蔡学巍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赵海波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杨   健 甘肃榆中县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朱坤江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罗旭楠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牛永佳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吴   鸣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唐   雪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王金旭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李燕朵 内蒙古包头第 33 中 莲禾珍珠班
杨   丽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秦荣竹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吴文静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闫乐蓉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闫   艳 甘肃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郭   蕾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张晶晶 甘肃会宁三中 远大珍珠班
赵永利 甘肃会宁三中 远大珍珠班
王军周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王建刚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吕亚兵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王引龙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严忠辉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赵永伟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马俊虎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牟亚转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候怀鹏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马   林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妥秀兰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马   悦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黄民玉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高彩娟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瑞文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唐   博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马能前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王   发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石   磊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陶   文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马瑞冬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寇   杰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梁   艳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路亚涛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张奎水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赵佰庆 甘肃武威一中 华大珍珠班

赵长斌 甘肃武威一中 华大珍珠班
吕亚生 河北邯郸二中 立欧珍珠班
方浩然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曾庆芳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李   丽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李金明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李   昕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晋   旭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刘丽红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肖   丽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李建杰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兰州大学（兰州） 兰州大学（兰州）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
胡   杭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谭   垚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卜亚圣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陈章统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周   怡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黄金龙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罗   霞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黄振珍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郑飘飘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 021 班爱心珍珠班

柴博恩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   杏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周琼怡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管   慧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张光亮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江明静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彭远超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戴春晖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范   钰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蒋金华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索米杨子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吕成群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姜晓天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周国秀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蒙科德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杨桂花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田   珊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   雨 河北沧县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李元军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齐延东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王金龙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赵福臣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罗福星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陈俊昌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彭   卓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穆晓美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高小莉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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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永杰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宁啸天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王   波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亚东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尹   健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志虎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高云山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黄小华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张晟菲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邵国栋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占   盈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詹志领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陈柏兵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孙新月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孙   瑶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肖启明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姚兴虎 山东泗水一中              刘国松珍珠班
李得铭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袁廷鑫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刘述贝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王高乐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蔺文龙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郭娟英 甘肃会宁三中 远大珍珠班
段宝童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李志强 甘肃临夏回民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赵   前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宋梦颖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贺元林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李   雪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师广婷 黑龙江黑河中学 君年珍珠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张雅文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   武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宋先璞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刘佩金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杨雯茜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万会庆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黄秋莉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刘   讯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王   丹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赵   垚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李其军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李   娟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吴欣池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巩彤阳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隋晓阳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赵   磊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吕金全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刘晓冉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贾   辉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班
孟   帅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张   瞳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姬   茜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何   帆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王   莹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边晓东 内蒙古包头第 33 中 莲禾珍珠班
张吉昂 山东泗水一中              刘国松珍珠班
王   腾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孙宇轩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王   振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张志斌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史一鸣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徐苏玮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 021 班爱心珍珠班
缪   腾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杨亚强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王锦雪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刘国强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齐   浩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吉加巫乃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奶茶珍珠班
毛   菲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奶茶珍珠班
严翠平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李博宇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连莉萍 福建泉州一中 中山珍珠班
张晓晓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邱思榕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巩亚楠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罗文海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耿靖宇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淑玉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陈文静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高民华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李地生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南开大学（天津） 山东大学（济南青岛 威海）

庄   倩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褚清月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马万寿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李   娜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赵传彦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李佳玉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吴   玥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王   欢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唐   娜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毛钰境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杨月萍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潘晓颖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李巧蓉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侯凯丽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韩   丽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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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禹博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唐小方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陈珺妍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班
黄   铃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班
张强辉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刘志琪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胥玉飞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马永杰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付朝勇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吴德健 贵州都匀三中             中欧都匀珍珠班
景新慧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李德方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蔡天赐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赵嘉鹏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焦   放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王   班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张   稳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夏后传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李振威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李婧琪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向   玲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舒铭铭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黎瑶敏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谈   力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聂润炳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骆   亮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江桂林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胡晓圻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刘培莉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李   根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黄满满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崔雅兰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漆娴婷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陈   书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贺   洋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李   成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许   苗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 021 班爱心珍珠班
马   磊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郭   阳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吴飞翔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米洒洒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杨曦野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王   宇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陈锐男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何   归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武汉理工大学 ( 武汉 )
赵新春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吉娜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杨   凡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严   明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杨逸新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杨东元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李   航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武亚男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张亢亢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卢   可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李   建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米襄怡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向萱萱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张   佳 内蒙古包头第 33 中 莲禾珍珠班
戴丽娅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王其琼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强皓凡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李健薄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姜   功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赵富强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朱红梅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刘   洋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王   宁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高佳佳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王晓丽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黄禹瑶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郑   双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肖万龙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杨如玉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张家晖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张   雯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杨   琪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尼地莫子杂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郭瀛锦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阿凉木沙各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李芳菲 四川渠县中学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王春燕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胡德茂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渠振华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珍珠班
董映显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杜赛虹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解道彪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熊彩英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时开翠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张   广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四川大学（成都）

李   恒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刘海鹰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李   博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靳雨晨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新禹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第四军医大学 ( 西安 )

曹铭威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刘凤仪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代冰艳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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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强丽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杨   文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苏一桐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刘佳林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武超雄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孟   伟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志达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米   婷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王志成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任文凤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亚龙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熊新宇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陈杰雄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许福德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丁永盛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常   欣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李   婷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肖   清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胡   康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苗   垟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王思淼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李小勇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宋智莹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高   原 安徽省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刘   念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蒋翱翔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栗   东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朱玉东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邵建铭 湖北恩施高中              崇世秀松珍珠班
提来克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李成龙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马灵玉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白瑞霞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李亚东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侯虎旺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庆泽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白胜丹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苏   涛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王子龙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李兴洪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孙文慧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卢晓辉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赵伊瑶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卜海涛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谭   敏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田辉辉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李小芳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曾   超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武怀璧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李容敏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张晓欣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夏宏磊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李永飞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刘理民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俞鑫山 甘肃武威一中     华大珍珠班
吕建民 甘肃武威一中     华大珍珠班
郭家梁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尹逸豪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徐志瑞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李伊沙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曾   云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熊宇豪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张   瑞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余林桂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王玉学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赵福有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皮芷萱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武向铎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杜梅霞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汪   鑫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仕宏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孔令川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张少波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张   玮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李慧凯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张   振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吴贤强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刘传嗣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杨   柳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何正华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王忠全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安祥龙 青海海南州中学     世界珍珠班
舒寅川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徐蒙亮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刘谭鸿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田发旺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柴家财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蔡怡蕾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潘   悦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肖明祯 湖北黄冈中学              中欧黄冈珍珠班
刘佳欣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唐妍婕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汪   磊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汪井威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陈   权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聂子奇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章   焕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李斯慧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陈凤鸣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段   颖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姜   盛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丁   冲 山东泗水一中  刘国松珍珠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西安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合肥 ) 西安交通大学 ( 西安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哈尔滨 威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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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瑞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田黄松 贵州大方一中             华安基金珍珠班
吕慧豪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岳品利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王   楠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李文婷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杨志强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周雪萌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冯淼淼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龚竹月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曾清宝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谭宇超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邓亚萍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周冰倩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袁登博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魏新龙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孟令聪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王   琪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何顺美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花祥龙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胡   良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郭赵东 甘肃成县一中 壹基金珍珠班
候子强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张欢欢 甘肃宁县一中    华保珍珠班
赵义龙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李小双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乔   荘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万方宇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高梦婷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姚文浩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刘仁智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刘京师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莫青萍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高万元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隆   晴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薛婉丽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李   伟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袁运飞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刘佳雪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王缠斌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李   硕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周焮钊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范   星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韩科文 四川巴中中学              宏达品格珍珠班
李   强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 爱心珍珠班
杨春梅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夏   银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李泽江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张   严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李   隆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叶俊宏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陶昭宇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代   轩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霍   伟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王群慧 河南洛阳三中   1982 珍珠班
张思远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吴   磊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徐怡帆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赵   航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方室伟 吉林松原实验高级中学     瑞冬珍珠班
马明远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马   正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裴永杰 云南保山一中     麦斯珍珠班
刘海燕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刘   敏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刘新红 河北石家庄九中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齐帅鹏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闫雄刚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汤杰武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王   亮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丁亚三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杨若晨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宋豆豆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李传兵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王海洋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张   阳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尹馨晨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张云鹏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马   娟 宁夏育才中学    紫荆珍珠班
韩   婷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李   想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段聪悦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冯嘉恒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洪锦锋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邵   明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马剑英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陈嘉玮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古书鸿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张   镇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徐柯宇 湖北宜昌一中    元熹珍珠班
许慧敏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庄   今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中南大学 ( 长沙 ) 大连理工大学 ( 大连 盘锦 )

西北工业大学 ( 西安 )

中国政法大学 ( 北京 )



周小双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崔鹏杰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王新栋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张   乐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姚   芳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安飞涛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黄一萍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徐美亮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 021 班爱心珍珠班
李   宝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苗喜梅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颉文宇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刘凯艳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杨李佩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杨建梅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杨   润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卢爱丽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刘   志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强得桓 甘肃白银一中    彤程珍珠班
何   峰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何   倩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赵艳艳 广西南宁一中 艾芙迪珍珠班
马祥瑜 河北沧县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杨   洋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吴   婷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彭帅星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高祥月 青海海南州中学    世界珍珠班
杨庚兄 青海海南州中学    世界珍珠班
王   军 山东泗水一中  刘国松珍珠班
糟学峰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刘   钢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南傲翔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陶国辉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尹   山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中国药科大学 ( 南京 )

中国海洋大学 ( 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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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思家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詹娜娜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程星宇 安徽巢湖一中    敏实珍珠班
于志远  安徽阜阳三中  英华达珍珠班
辛风芸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吴   燕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余   曦 湖北荆州中学    震旦珍珠班
史   磊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黄梦涵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王咏琳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韩   丹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张三飒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孙子日哈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赵新杰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陈禄海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苏齐光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刘元龙 安徽阜阳三中     新华珍珠班
贾   伟 安徽合肥 168 中学      春风化雨珍珠班
刘宽宽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杨虎刚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杜   威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徐玉卓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许真勇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钟   帅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刘   俊 贵州六盘水三中     中欧珍珠班
叶   顺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何   众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徐泽明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于   沐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李悄悄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金海江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王坤奇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王旭鹏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董   帅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秦晓磊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张晨迪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王一铮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王凤翔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刘   谦 湖南隆回二中     精准珍珠班
张   磊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刘亚辰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刘远腾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吴   咪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孙育栋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王诗淼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王国衡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黄   旭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东方希望珍珠班
冯   欣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李心悦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何晓雁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    MarkFamily 珍珠班
龙   鹏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樊   睿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罗婷婷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李   婧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任国庆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张良程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邝宪伟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钟   成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毛国安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景洪英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万先发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毛富生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刘代林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王   平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中国农业大学 ( 北京 )重庆大学 ( 重庆 )



金   欢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赵都督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黄利祥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刘天灵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白忠彩 甘肃榆中一中    济华珍珠班
霍燕龙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谢晓倩 湖南衡阳五中    鑫淼珍珠班
侯林彤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谢建建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王美程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汪文涛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李嘉欣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陆小军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刘鹏宇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苏   玮 宁夏育才中学          上海证券报珍珠班
卢佳玉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马丽娜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吴海龙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常东亮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张   坤 陕西大荔中学             中欧合和珍珠班
任方博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武凯华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马国强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蔡   萍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汤洪伟  贵州贵阳六中    中欧珍珠班
郭聪颖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赵明宇 河北平泉一中    台达珍珠班
刘   铮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郭   畅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许骞文 青海平安一中    互爱珍珠班
邓珊珊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易小雍 四川北川中学     广发证券上证报爱心珍珠班
张海娟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周   瀚 湖南邵阳一中    剑峰珍珠班
白贤坤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李正丽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冉龙阳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徐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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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桃让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张微波  甘肃天水一中    华保珍珠班
李宏文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徐福辉 甘肃榆中一中    济华珍珠班
汉栿森 甘肃榆中一中      让娘有爱崇世珍珠班
周   曈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陈光杰 湖北黄石二中    欣荣珍珠班
周   怡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 021 班爱心珍珠班
赵国雯 青海海南州中学    世界珍珠班
石桃桃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孙国涛 山东曹县一中    任远珍珠班
王佳文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刘   江 陕西西安高中    上丽珍珠班
柴万里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唐瑞芳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谭金宝 云南文山一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胡   鑫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张文霞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文志龙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林   庆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包朝君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行知珍珠班
徐   兵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奶茶珍珠班
罗   梦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王   蒙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余   俊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宋   霞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白茂杰 甘肃民勤四中    互爱珍珠班
高国峰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龚文婕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黄   越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汪苑琼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李紫袁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罗羽莎 江西赣州中学    正浩珍珠班
郑增露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西南交通大学 ( 成都 峨眉山 )

第二军医大学 ( 上海 )

李维霞 甘肃白银一中     震旦珍珠班
白举举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武宁宁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罗   乐 贵州遵义一中                 外交官珍珠班
刘   富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李雅倩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原宝芬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牛菲菲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彭晓莹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李振雷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王允浩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文   睿 湖北恩施高级中学     新华珍珠班
崔言辉 吉林白山二中     鑫淼珍珠班
王家汉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孙仕鑫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张永辉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王丽娜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贾万里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刘永城 四川凉山州民族中学     新华珍珠班
则正华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陈   海 四川西昌一中     中欧珍珠班
巩   博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艾力扎提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蔡兴华 新疆喀什二中     中欧珍珠班
汪斌斌 重庆梁平中学               中欧梁平珍珠班
杨佳欣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天津大学 ( 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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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高 考，珍珠生 5893 名 全 数

100%上线，重点大学录取率 70%，其

中考入港大及全国前十大高校的学生共

314 名。

因版面有限，其他学生的录取

信息无法全部刊登，详情请登

录 www.xhef.org 基金会网站

了解。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新华中路 318 号

邮编：314200

电话：0573-85030285

传真：0573-85010522

网址：www.xhef.org

E-mail：Info@xhef.org

文   雯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张佳玉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杨   鹏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怀宁宁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栗   雪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曹文婧 甘肃平凉一中     远大珍珠班
韦万康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冯宗齐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陈   贞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张荐清 贵州遵义一中  久如会珍珠班
王涓素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洪   扬 河南商城高中     震旦珍珠班
刘文玉 山西祁县中学              东风股份珍珠班
罗睿睿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将星星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爱心珍珠班
张蓉艳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张   彤 河北唐山开滦一中     瑞丰珍珠班

谢   颖    陕西汉中中学                壹基金珍珠班   

高凯峰 福建泉州一中     中山珍珠班
李润泽 福建泉州一中     中山珍珠班
郑亚田 甘肃宁县一中     互爱珍珠班
高世杰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李文豪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周靖雯 新疆乌鲁木齐 101 中学     振华珍珠班
藏玉晶 新疆乌鲁木齐 23 中学  MarkFamily 珍珠班
尚撞英 甘肃陇南一中     华保珍珠班
黄有聪 广西南宁一中  艾芙迪珍珠班
谢和祥 贵州都匀三中     长汀珍珠班
曹昊阳 黑龙江黑河一中     豪杰珍珠班
苏   衡 湖北恩施高级中        崇世秀松珍珠班
李   辉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王中早 湖北十堰郧阳中学     炳臣珍珠班
周   钰 湖北襄阳五中     双涵珍珠班
盛志雄 湖南益阳一中     精准珍珠班
张   琪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宣三珍珠班
姚思红 云南祥云四中        中欧 AMP 班珍珠班
周   玥 重庆兼善中学              华大磊山珍珠班
王亦卓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刘   强 安徽亳州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杜   军 宁夏育才中学     慈云珍珠班
何   花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董   成 宁夏育才中学     玉美珍珠班
海小斌  宁夏育才中学  爱基会珍珠班
段少博 甘肃会宁三中  日达仙珍珠班
李家浩 湖北襄阳五中              东风股份珍珠班

邹圆圆 安徽六安二中              爱心妈妈珍珠班
林   兴 福建莆田六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苏娴玲 福建莆田六中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韩   彤 甘肃武威一中    新华珍珠班
吴松凌 广西南宁一中 艾芙迪珍珠班
杨新越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王成圣 河北张家口一中    文贵珍珠班
杨焕焕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潘珊珊 河南洛阳三中  1982 珍珠班
郭朋辉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刘   硕 河南内黄一中    镇球珍珠班
陈燕星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常艳丽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黄   楠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杨凯歌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李   静 河南平顶山一中    平安珍珠班
许佳男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赵晨阳 河南濮阳一中    北美珍珠班
李影影 河南商丘一中    爱兰珍珠班
景湘媛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李   璐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冯慧芳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王好雨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王玉杰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边   坤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陈   露 河南驻马店一中    敏实珍珠班
张城铭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张小羽 湖南怀化一中             蒋周淑琴珍珠班
白啸天 辽宁本溪一中    新华珍珠班
王东旭 内蒙古赤峰二中          陈杨寿延珍珠班
张佳琪 宁夏育才中学    群英珍珠班
王紫函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中央财经大学 ( 北京 )

中国地质大学 ( 北京 武汉 ) 郑州大学 ( 郑州 )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余露荣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高亮丽 甘肃酒泉中学     宪荣珍珠班
刘志娟 甘肃榆中一中     济华珍珠班
程亚茹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黄泽柳 江西上饶一中              中欧和合珍珠班
过   靖 陕西蒲城尧山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李龙宇 四川渠县中学   兴业全球基金珍珠班

北京中医药大学 ( 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