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科技知识赛道小学组入围名单

序号 地区 学校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1 抚州市 金溪县锦绣小学 FZ030455 姜珺熙 男

2 赣州市 十八塘乡垇下小学 GZ030884 廖小燕 女

3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GZ024914 胡颖 女

4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乡中心小学 GZ024924 张忠杰 男

5 赣州市 赣州市南康区逸夫小学 GZ013719 周珺炜 男

6 赣州市 赣州市新路小学 GZ026194 李明博 男

7 赣州市 瑞金市解放小学 GZ056062 谢婧雯 女

8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GZ055963 刘定军 男

9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GZ055967 杨忠颖 男

10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GZ055972 钟欣颐 女

11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GZ055978 钟航 男

12 赣州市 瑞金市金都小学 GZ055982 谢奇轩 男

13 赣州市 瑞金市井冈山小学 GZ025180 钟梓菲 女

14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绵塘小学 GZ004259 赖春熔 男

15 赣州市 瑞金市象湖镇竹岗小学 GZ025732 葛家豪 男

16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52 谢怡静 女

17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54 刘子阳 男

18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58 谢明烨 男

19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64 王子榛 男

20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74 杨文宇 男

21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76 邓贤霖 男

22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82 刘涛 男

23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84 刘家豪 男

24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86 谢宸铭 男

25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89 赖佳颖 女

26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790 危博文 男

27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800 刘龚子涵 男

28 赣州市 瑞金市怡安希望小学 GZ025806 谢昊钰 男

29 赣州市 瑞金市长征小学 GZ025986 刘浩宇 男

30 赣州市 古龙岗大仚小学 GZ019038 刘建萍 女

31 赣州市 古龙岗乐团小学 GZ018864 邹铃 女

32 赣州市 古龙岗乐团小学 GZ018865 廖海香 女

33 赣州市 古龙岗乐团小学 GZ018866 廖子涵 女

34 赣州市 古龙岗乐团小学 GZ018867 廖明飞 男



35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18369 揭天娣 女

36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18383 江旭鹏 男

37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46328 江涛 男

38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46329 江雨婷 女

39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46330 邹俊豪 男

40 赣州市 古龙岗中心小学 GZ046346 胡泉泉 男

41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0 廖景皓 男

42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1 廖芳彤 女

43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2 叶兴华 女

44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3 钟炜 男

45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4 钟丽萍 女

46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5 钟小艺 女

47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6 黎艳萍 女

48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7 钟晴 女

49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8 钟永乐 男

50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89 钟函 女

51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0 韩有炆 男

52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1 钟佳欣 女

53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2 钟先煌 男

54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3 钟欣磊 女

55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4 钟铭谖 女

56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5 钟秋霞 女

57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6 石义文 男

58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7 叶志明 男

59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8 钟炜程 男

60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399 许淑婷 女

61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0 许婷 女

62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1 许海洋 男

63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3 钟秀 女

64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4 许心龙 男

65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5 许雅鑫 女

66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6 郑昆香 女

67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7 江卜明 男

68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8 钟智明 男

69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09 钟林胜 男

70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0 叶梦颖 女

71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1 许远发 男



72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2 许香香 女

73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3 钟嘉惠 女

74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4 钟文东 男

75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5 许欣萍 女

76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6 钟淳佳 女

77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7 刘铭毅 男

78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8 叶清 男

79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19 钟炘玲 女

80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20 钟润法 男

81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21 钟宗铭 男

82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22 钟艳珍 女

83 赣州市 古龙岗忠田小学 GZ019423 钟绍铭 男

8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692 邓金鹏 男

8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693 张露 女

8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698 杨国林 男

8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699 曾妍 女

8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05 谢雨欣 女

8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09 王宗山 男

9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11 张欣慧 女

9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19 钟佳良 男

9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22 刘金福 男

9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25 邓佳怡 女

9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33 张荣生 男

9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39 张玉茗 女

9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44 刘小意 女

9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63 沈城浩 男

9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66 韩丹 女

9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67 陈金平 女

10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68 王金玲 女

10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70 王焱 女

10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74 黄钰涵 女

10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77 曾丽平 女

10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78 卢轩 男

10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798 雷菁菁 女

10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00 刘家宏 男

10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01 蔡泽兴 男

10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02 钟颖 女



10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10 邱文涛 男

11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11 陈泽昊 男

11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15 曾萍 女

11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17 曾瑶瑶 女

11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26 李章梅 女

11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28 陈生 男

11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33 马旭文 男

11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42 江磊 男

11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51 李菲儿 女

11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56 廖沈楠 女

11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67 陈誉菡 女

12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68 刘佳豪 男

12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73 周婷 女

12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76 刘祥 男

12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78 周宜鑫 男

12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87 朱鑫 男

12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890 钟雅婷 女

12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23 凌智强 男

12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25 郑林香 女

12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28 黄樱 女

12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29 尹梓涵 女

13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39 曾紫萱 女

13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69 洪观发 男

13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79 张雅雯 女

13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83 张子暄 男

13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90 李国苇 男

13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96 黄世荣 男

13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29999 张盛金 男

13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00 袁群飞 男

13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02 丁金荣 男

13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14 黄荣富 男

14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23 陈子扬 男

14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26 何春元 男

14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30 李艳 女

14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33 廖子涵 女

14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43 阮泽烽 男

14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49 王丹 女



14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50 王峰 男

14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56 杨朝莉 女

14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57 杨庆 男

14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60 张秀清 女

15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64 钟俊义 男

15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71 谢李英 女

152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73 汪雨希 女

153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80 陈春林 男

154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82 曾珊 女

155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83 刘峰薄 男

156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093 朱世杰 男

157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101 胡梅芳 女

158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110 吴宇凡 男

159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118 凌森 男

160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120 丁学彬 男

161 赣州市 兴国县第四小学 GZ030125 赖声宇 男

162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195 廖美兰 女

163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196 吴耀炜 男

164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197 曾庆鑫 男

165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02 吴思慧 男

166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04 吴祖能 男

167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07 伊志龙 男

168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08 曾童 女

169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10 刘锴 男

170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11 王晨 女

171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13 曾逸轩 男

172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18 王志铭 男

173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22 余士梁 男

174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24 刘斌 男

175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27 曾思韵 女

176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28 王慧 女

177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31 曾庆炜 男

178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32 曾丽萍 女

179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36 余瑾萱 女

180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37 余良海 男

181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38 余龙辉 男

182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42 刘芷涵 女



183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46 刘鸿铭 男

184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47 刘可欣 女

185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48 钟芹芹 女

186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50 邹崇文 男

187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51 邹善俊 男

188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53 曾雪玲 女

189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56 李凤樱 女

190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0 邹佳乐 男

191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2 刘芳睿 男

192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3 刘思嫣 女

193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6 曾令鹏 男

194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7 王有信 男

195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68 罗微微 女

196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2 曾令伟 男

197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3 刘金涛 男

198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4 曾友泉 男

199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5 曾诗韵 女

200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6 曾程坤 男

201 赣州市 兴国县古龙岗万溪小学 GZ019278 罗龙泉 男

202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35 刘志芃 男

203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36 谢雨菲 女

204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37 张欣怡 女

205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38 肖美媛 女

206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39 钟明宇 男

207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40 李尚泽 男

208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41 张文睿 男

209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42 邓金亮 男

210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43 张文煊 男

211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49844 谢思萱 女

212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0 曾丹 女

213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1 邱曜菲 女

214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3 伍媛 女

215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4 徐安培 男

216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5 邱佐涛 男

217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6 邱佐斌 男

218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7 方祀浩 男

219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8 林欣悦 女



220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59 林小玉 女

221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60 谢龙芳 女

222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61 徐艳 女

223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62 朱文丽 女

224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163 钟芳明 男

225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06 陈佳 女

226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07 刘思语 女

227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08 肖子芸 女

228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09 徐招强 男

229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0 钟健辉 男

230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1 陈善彬 男

231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2 邓富民 男

232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3 刘礼明 男

233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4 黄芯 女

234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5 陈佳俊 男

235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6 江莹钰 女

236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7 曾思艳 女

237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8 邱联平 男

238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19 陈乐 女

239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0 朱圣浩 男

240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1 王四香 女

241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2 康宏杰 男

242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3 张倩 女

243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4 徐洪厚 男

244 赣州市 兴国县杰村中心小学 GZ050327 赖仁琪 女

245 吉安市 泰和县桂花实验学校 JA052837 温有成 男

246 九江市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JJ036594 刘金泽 男

247 九江市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JJ036899 蔡旭航 男

248 九江市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JJ037075 徐尚 男

249 九江市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JJ037179 杜子豪 男

250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46 许梓靖 男

251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5943 陈衍莘 男

252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424 陈泽川 男

253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298 王添瑞 男

254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264 罗昭壹 男

255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22 张洛可 女

256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263 梁景辰 男



257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44 汤世丞 男

258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58 周冰绽 女

259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423 刘林凯 男

260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50 何俊杰 男

261 南昌市 南昌市南京路小学 NC053360 章茹涵 女

262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241 周高冉 女

263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262 熊英博 男

264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364 万佳怡 女

265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378 张瑾萱 女

266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460 章钰彤 女

267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485 姚季泽 男

268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215 欧阳可欣 女

269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381 张凌若 女

270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501 吴颖正 男

271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503 李雨桐 女

272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636 范昕泽 男

273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226 王子戈 男

274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375 张语桐 女

275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413 高泽睿 男

276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591 欧阳祁 男

277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406 黄屹阳 女

278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473 周丹阳 女

279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513 陶诗瑶 女

280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 NC041606 杨博麟 男

281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722 龚宸瑶 女

282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98 徐维 男

283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995 祝予泽 男

284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68 谌诗薇 女

285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05 徐璟涵 女

286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698 徐子瀚 男

287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907 冉诗绮 女

288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66 吴迪 男

289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92 刘翊天 男

290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728 陶恩颖 女

291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43 熊语霄 女

292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45 杨懿瑾 女

293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705 黄思程 男



294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708 程雨辰 男

295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78 周熙尧 男

296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326 刘文浩 男

297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37 何嘉旺 男

298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276 吕默然 男

299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353 梁雨茜 女

300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355 吕洪瑞 男

301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376 郑玉毅 男

302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672 郭晨汐珺 女

303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30 龚睿轩 男

304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40 潘韵悦 女

305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75 刘柏廷 男

306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1876 蒋一鸣 男

307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71 段思妤 女

308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306 廖芷菡 女

309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067 陶凌文 男

310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279 吴俊豪 男

311 南昌市 南昌市豫章小学教育集团紫金校区 NC042291 张雨昕 女

312 南昌市 南昌三中高新校区 NC039470 邹旭泽 男

313 南昌市 南昌市江安学校 NC039651 万潇逸 男

314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95 熊志奎 男

315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514 罗尚佳 女

316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338 周涛 男

317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356 陶学杰 男

318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85 黄俊杰 男

319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331 付锦嵩 男

320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47 郭玥瑶 女

321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592 李晨熙 女

322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17 朱天心 女

323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74 胡雨歆 女

324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77 彭宇轩 男

325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389 陶晨阳 男

326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764 万宇欣 女

327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340 郭智辰 男

328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71 万豪 男

329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497 江瑾萱 女

330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510 彭浩 男



331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517 潘振荣 男

332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527 闵思瑶 女

333 南昌市 南昌市青山湖区观田逸夫小学 NC005797 涂荣轩 男

334 南昌市 南昌市南菁学校 NC005898 何子萱 女

335 南昌市 南昌市雷式学校 NC013331 成家铭 男

336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珠宝街校区 NC006730 甘雨瑄 女

337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珠宝街校区 NC006824 魏诣轩 男

338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珠宝街校区 NC006785 曾君浩 男

339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珠宝街校区 NC006739 章子逸 男

340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珠宝街校区 NC006784 邓翔尹 男

341 萍乡市 萍乡经开区翠湖小学 PX043228 邓翰霖 男

342 上饶市 万年县第一小学 SR055517 王俊楠 男

343 新余市 新余市西湖小学 XY045068 杨臸景 男

344 鹰潭市 鹰潭市师范附属小学 YT046309 高芮仪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