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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及组 TJ-0021 冷滟泽 男 '120104200403085876 天津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董成尧 初二 18087913049 2827788611@qq.com

78 普及组 TJ-0007 丁俊翔 男 '120104200812240099 天津 南开区华夏小学 闫晓楠 小学 15620201736 694096430@qq.com

7 普及组 TJ-0055 田世豪 男 '131023200502010411 天津 南开区外国语中学 刘春生 初一 18222837762 13194622535@nkwz.com

46 普及组 TJ-0022 黎思远 男 '120225200612030190 天津 南开区外国语中学 潘华 初一 15102296638 982711455@qq.com

36 普及组 TJ-0042 龙文韬 男 'K05534012 天津 南开日新国际学校 廖燕 初一 15222063956 1273593079@qq.com

29 普及组 TJ-0059 王圣凯 男 '120103200401260013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刘祥娜 初二 13034300200 pingjingsj@163.com

30 普及组 TJ-0025 李宏泽 男 '371481200505230030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魏春莲 初一 18622169428 18622169428@163.com

31 普及组 TJ-0038 刘青岳 男 '120104200210292537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蔡宝惠 初三 13132581716 357947567@qq.com

38 普及组 TJ-0078 杨圣仝 男 '120101200403243011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杨哲 初二 13702176608 zyoung76@gmail.com

43 普及组 TJ-0069 徐靖哲 男 '41020420060309005X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徐策 小学 13083887777 59997770@qq.com

44 普及组 TJ-0001 毕原浩 男 '120113200402180018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中学 孙妍妍 初二 13920389260 qixuanyy@163.com

81 普及组 TJ-0102 晏赫雄 男 '120113200309142412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中学 孙妍妍 初二 13920389260 qixuanyy@163.com

76 普及组 TJ-0073 薛禹皓 男 '131081200509042559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77 普及组 TJ-0033 刘承越 男 '130703200409190616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83 普及组 TJ-0005 程澍堃 男 '120102200505120019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84 普及组 TJ-0012 苟渊乐 男 '410105200406070130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85 普及组 TJ-0071 徐逸轩 男 '120102200506260056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86 普及组 TJ-0052 宋衍璋 男 '120102200504200156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87 普及组 TJ-0035 刘佳楷 男 '120113200507300012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初一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94 普及组 TJ-0101 闫旭 男 '120113200603210033 天津 天津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叶韬 小学 18202632779 745147060@qq.com

21 普及组 TJ-0026 李君峰 男 '120104200608240155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赵跃 小学 13920195431 307862744@qq.com

6 普及组 TJ-0023 李炳勋 男 '411329200410050338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李忠宝 初一 13820352782 3231441392@qq.com

8 普及组 TJ-0061 王音合 男 '120107200304204517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曹婵 初三 15522894307 1908300315@qq.com

39 普及组 TJ-0093 甄艾嘉 女 '12010120040317356X 天津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强颖 初二 18222046543 1601819146@qq.com

4 普及组 TJ-0040 刘自在 男 '120103200404080050 天津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王子利 初二 15922210281 3232386017@qq.com

33 普及组 TJ-0015 何津旭 男 '120105200403274518 天津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张馨颖 初二 13820418919 ahejinxu@126.com

26 普及组 TJ-0034 刘丰恺 男 '120103200403013219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初二 18322134223 18322134223@163.com

51 普及组 TJ-0082 虞昊洋 男 '120104200410280012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初一 13920052635 13920369562@163.com

13 普及组 TJ-0075 杨翰杰 男 '120103200707140014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强 小学 13920204790 lutaiyk@sina.com

70 普及组 TJ-0065 王梓鑫 男 '120103200610200076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强 小学 15620646919 1285732023@qq.com

71 普及组 TJ-0010 高靖哲 男 '120103200603160192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强 小学 15692229431 43291076@qq.com

79 普及组 TJ-0032 廖怡婷 女 '120102200512160027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闽侯路小学 王强 小学 13612007303 17071281072@qq.com

32 普及组 TJ-0008 丁钰 女 '120102200605150100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孙桂明 小学 13116197232 932216539@qq.com

34 普及组 TJ-0062 王银熙 女 '120103200604290044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刘蕊 小学 13323316293 2608405046@qq.com

5 普及组 TJ-0068 吴睿宸 男 '120103200403316113 天津 天津市建华中学 吴宗宇 初二 15022088456 risun167@qq.com

47 普及组 TJ-0089 张昊翀 男 '410502200308170018 天津 天津市建华中学 程慧梅 初三 13693727558 33050205@qq.com

45 普及组 TJ-0053 苏政烁 男 '350305200512310614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苏文桂 小学 13072252525 99899148@qq.com

10 普及组 TJ-0103 滕艺博 男 '120105200407134555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张文龙 初二 18649009713 nicktyb@126.com

60 普及组 TJ-0088 张丞鸣 男 '120104200312187914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5022633070 289449530@qq.com

63 普及组 TJ-0064 王宇轩 男 '120102200404303254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5822267561 119552029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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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普及组 TJ-0028 李梦洋 男 '120103200312184813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5822261218 974012860@qq.com

66 普及组 TJ-0086 张金灏 男 '120111200406240054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8512264950 3307537061@qq.com

67 普及组 TJ-0092 赵鑫 男 '120103200404075833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8322021912 2680278646@qq.com

69 普及组 TJ-0076 杨明熙 男 '12010920031101305x 天津 天津市梧桐中学 吕倩 初二 18630933387 18630933387@163.com

48 普及组 TJ-0098 朱海涛 男 '120102200412270018 天津 天津市新华中学 梁音 初一 18920077868 605544211@qq.com

28 普及组 TJ-0030 李思帅 男 '120105200311305110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初二 13164085589 2982451044@qq.com

58 普及组 TJ-0006 单启峰 男 '120101200401302532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初二 13920557560 13920557560@163.com

72 普及组 TJ-0083 曾在林 男 '310115200409144018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初一 18622928681 664331476@qq.com

42 普及组 TJ-0031 梁奥典 男 '142301200408080019 天津 天津市育贤中学 梁国刚 初二 13920307168 1960700588@qq.com

23 普及组 TJ-0077 杨明越 男 '440802200304092210 天津 天津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吴振 初三 13821296686 jurgenliu@126.com

96 普及组 TJ-0054 孙靓 女 '130731200410050325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彭晓凡 初一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97 普及组 TJ-0085 张弛 男 '370611200405164057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朱玉红 初二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98 普及组 TJ-0029 李鹏斐 男 '620521200310043710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王笑雪 初一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99 普及组 TJ-0095 周川雄 男 '411328200403243979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焦翔 初一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100 普及组 TJ-0002 陈兴昊 男 '120107200310086633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张立红 初二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103 普及组 TJ-0090 赵尊石 男 '120107200303203918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朱玉红 初二 13332037237 1060574913@qq.com

2 普及组 TJ-0100 庄滢碧 女 '12010520041012004X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3820228792 zrnancy@sina.com

3 普及组 TJ-0056 王家辉 男 '120104200311163814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3821709118 13821163912@qq.com

9 普及组 TJ-0046 毛景轩 男 '120105200307185136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8622580822 mjx007vip@126.com

11 普及组 TJ-0080 杨镕兆 男 '120104200409190052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一 13370377151 yt46701@sina.com

12 普及组 TJ-0024 李赫 男 '120101200406173514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5320080660 zhy7128@126.com

14 普及组 TJ-0048 乔楷淳 男 '120103200310154215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8822303999 858031015@qq.com

15 普及组 TJ-0016 何乐言 男 '120104200301147618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5510969657 zhaoritian76@gmail.com

16 普及组 TJ-0074 杨博一 男 '120107200309069115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3512988299 justliketheoldtimes@outlook.com

17 普及组 TJ-0063 王雨颀 男 '12010520040120601X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8522503065 succeedmail@126.com

27 普及组 TJ-0096 周靖卓 女 '120104200309092121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3602017338 2101954615@qq.com

55 普及组 TJ-0084 张博轩 男 '120104200404253819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3002284383 zbx1425@126.com

64 普及组 TJ-0013 郭稼禾 男 '12010220031010203X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3512019209 gzxggg@126.com

82 普及组 TJ-0011 高天 男 '120105200406074853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二 18802283981 2228110109@qq.com

88 普及组 TJ-0019 纪文钊 男 '120103200306101719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8622103792 2550880494@qq.com

18 普及组 TJ-0044 马祎玮 女 '120111200211294044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602036464 785381414@qq.com

19 普及组 TJ-0094 郑博茗 男 '120101200210183518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5522127032 324005986@qq.com

24 普及组 TJ-0087 张敏浩 男 '120101200209262518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5022700390 1519831069@qq.com

25 普及组 TJ-0037 刘慕非 男 '120103200301026713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821621896 399421896@qq.com

37 普及组 TJ-0081 姚盛源 男 '12010620050420001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一 18622611985 sandyxutj@163.com

40 普及组 TJ-0014 韩秀奇 男 '12010320031113293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8622591971 937556937@qq.com

41 普及组 TJ-0066 韦承成 男 '12010120040318251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299983458 hp4318@163.com

49 普及组 TJ-0043 路广城 男 '12010420031209381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8622936248 lgcyang@sina.com

50 普及组 TJ-0047 戚一嘉豪 男 '152201200403211514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820309922 13820309922@163.com

52 普及组 TJ-0072 徐子涵 男 '120104200311070415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072202808 peal_xu@ted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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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普及组 TJ-0045 马钰滢 女 '120104200302257325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622029642 2842157344@qq.com

54 普及组 TJ-0070 徐雅菲 女 '120104200406290103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502042633 jiangruihua002@126.com

56 普及组 TJ-0060 王学梁 男 '12011020021227031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8322726618 aqwsaqaqwsaq@126.com

57 普及组 TJ-0051 宋沛洋 男 '120101200403194010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602118079 yinxin1025@126.com

59 普及组 TJ-0027 李骏骁 男 '41090120021202401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389038697 2788414822@qq.com

61 普及组 TJ-0091 赵梓丞 男 '120106200406300554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820604290 13820604290@163.com

62 普及组 TJ-0036 刘家萁 男 '120106200303243016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5620610461 119033043@qq.com

68 普及组 TJ-0057 王凯正 男 '12010620021212051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612197003 1602378504@qq.com

73 普及组 TJ-0067 魏铮 男 '120101200407261516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820516509 484630368@qq.com

74 普及组 TJ-0050 邵贺飞 男 '12010420030924791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8522281800 www.2366307590@qq.com

75 普及组 TJ-0049 尚书阳 男 '120102200404221216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920458788 2634358244@qq.com

80 普及组 TJ-0097 周姝涵 女 '12010420040522382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920190957 Lily20040522@163.com

89 普及组 TJ-0079 杨易明 男 '12010820021019051X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752359853 ap923926748@163.com

90 普及组 TJ-0099 朱怡旭 女 '411402200407024548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622156062 luobote3290@163.com

91 普及组 TJ-0009 费森俞 男 '120102200211252032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8920910868 feisenyu@outlook.com

92 普及组 TJ-0058 王芃翰 男 '12010120021216401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5022383402 1241383652@qq.com

93 普及组 TJ-0017 洪诗然 女 '140105200303260825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512855940 Jinx_030326@163.com

95 普及组 TJ-0018 胡适宇 男 '12010420020829121X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3012201795 2518495898@qq.com

101 普及组 TJ-0020 赖奕安 男 '120103200407150077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207658528 fhwww2013@163.com

102 普及组 TJ-0003 陈一鸣 男 '120103200402240014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3001338741 1586294981@qq.com

35 普及组 TJ-0004 陈昊哲 男 '120103200609220010 天津 天津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陈华兵 小学 13920663618 marshmellost@163.com

20 普及组 TJ-0039 刘子琦 女 '130982200212048022 天津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姜宏 初三 13731756473 785955368@qq.com

22 普及组 TJ-0041 刘宸嘉 女 '120109200307281529 天津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姜宏 初三 13785482569 4690127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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