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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高组 TJ-0030 李成蹊 男 '130982200212108312 天津 华北油田第三中学 贾晓惠 高一 15132722004 1509061799@qq.com

11 提高组 TJ-0063 万方 男 '120109200111056530 天津 华北油田第三中学 金丽娟 高一 18232868365 1729618548@qq.com

1 提高组 TJ-0028 冷滟泽 男 '120104200403085876 天津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董成尧 初二 18087913049 2827788611@qq.com

42 提高组 TJ-0043 刘青岳 男 '120104200210292537 天津 南开翔宇学校 蔡宝惠 初三 13132581716 357947567@qq.com

76 提高组 TJ-0004 陈宗涵 男 '120115200205157516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第四中学 翟雅南 高一 13652142283 1360845998@qq.com

4 提高组 TJ-0007 丁凌烁 男 '120224200106117510 天津 天津市宝坻区第四中学 翟雅南 高一 13821759976 1604089411@qq.com

64 提高组 TJ-0015 郭睿成 男 '120107200208303910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唐禾 高一 13212170892 929816823@qq.com

65 提高组 TJ-0048 聂楷迅 男 '130602200009160918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唐禾 高二 13131218624 2219705560@qq.com

88 提高组 TJ-0055 史浩宇 男 '370305200203280718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郭海光 高一 17091033656 xingyuncao2002@outlook.com

61 提高组 TJ-0088 张天锦 男 '120225200112205572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唐禾 高一 15822997866 356565385@qq.com

62 提高组 TJ-0089 张彤阳 男 '12010720010210661X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唐禾 高二 18649101361 2963378749@qq.com

54 提高组 TJ-0039 林垲淞 男 '350582200109240576 天津 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 林建城 高一 15022339338 1332396519@qq.com

44 提高组 TJ-0037 林师洋 男 '120104200012287614 天津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 宋泽薇 高二 15022645956 2582621070@qq.com

12 提高组 TJ-0033 李元淏 男 '120105200103255112 天津 天津市第七十八中学 刘广敏 高二 15510970212 1423113173@qq.com

43 提高组 TJ-0098 臧至钧 男 '120103200304012114 天津 天津市第十一中学 刘启莉 初三 13502013132 zangzhijun2010@163.com

60 提高组 TJ-0012 高树昊 男 '120112200009091610 天津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葛海燕 高二 18622041509 254732287@qq.com

68 提高组 TJ-0017 韩宇阳 男 '120104200107267333 天津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杜君毅 高二 15802202580 2356152317@qq.com

66 提高组 TJ-0013 高雨竹 女 '120102200105250623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3512903458 897716298@qq.com

49 提高组 TJ-0021 吉玥 女 '12010120000922252X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5620030922 annieji0922@foxmail.com

23 提高组 TJ-0045 吕之豪 男 '12010620000518701X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三 15222816200 alex-lv@qq.com

26 提高组 TJ-0051 戚一嘉顺 男 '152201200006041515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3820309922 13820309922@163.com

92 提高组 TJ-0059 孙嘉福 男 '120101200108211519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3043212521 avengers.superhero@qq.com

36 提高组 TJ-0077 薛博允 男 '120104200108077910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3820731487 xueboyun@2008.sina.com

34 提高组 TJ-0082 张洪鑫 男 '120110200007120331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5902200472 1104161801@qq.com

40 提高组 TJ-0092 赵家辉 男 '120106200012023515 天津 天津市第一中学 姜朝霞 高二 15620952815 jackzjh001@yeah.net

55 提高组 TJ-0035 李梓硕 男 '130982200107115713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第一中学 宋雁蓓 高二 18713094031 1144245828@qq.com

82 提高组 TJ-0040 刘晨阳 男 '130722200112270016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第一中学 宋雁蓓 高二 13031933578 1164792593@qq.com

33 提高组 TJ-0070 武文静 女 '130982200210311448 天津 天津市静海区第一中学 宋雁蓓 高一 13503277352 874030866@qq.com

77 提高组 TJ-0005 崔海勤 男 '1201022001110920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5822379150 lookas2001@qq.com

90 提高组 TJ-0008 董霄然 女 '120103200001230720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三 13920990992 1838480899@qq.com

97 提高组 TJ-0009 段雅文 女 '12010620020329102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222790878 zhanglu718@sohu.com

91 提高组 TJ-0014 郭子正 男 '3701032001072125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7694895194 1398256223@qq.com

86 提高组 TJ-0018 胡佳燊 男 '120105199910012437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三 13512068725 hujiashen99@163.com

19 提高组 TJ-0026 焦鹏屹 男 '120104200108203817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8002011231 VictorJiao0820@yeah.net

85 提高组 TJ-0034 李璐瑶 女 '12010620020718052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526816387 2841329045@qq.com

25 提高组 TJ-0036 连士熙 男 '410802200007140014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三 18222078493 920093999@qq.com

84 提高组 TJ-0038 林语盈 女 '120104200009267620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3612191673 1871394766@qq.com

94 提高组 TJ-0041 刘祎名 男 '1201012001110120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3342078956 ttonghhong@163.com

81 提高组 TJ-0044 刘昀 男 '1201061999100700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三 15620929326 leo991007@163.com

96 提高组 TJ-0046 马子健 男 '120113200108091612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622209726 ce-mxu@cntcc.cn

53 提高组 TJ-0050 戚涵 女 '120104200008154325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3516144997 tjqihan@163.com

5 提高组 TJ-0054 石泓正 男 '130982200106019017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3784761135 995066445@qq.com

74 提高组 TJ-0056 史卓航 女 '410305200102013023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8649067968 2544769960@qq.com

28 提高组 TJ-0057 宋秭睿 男 '120105200111181512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5900328087 zirui_so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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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提高组 TJ-0058 苏博文 男 '120106200111237033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902180385 subowen2001@126.com

14 提高组 TJ-0062 田嘉铭 男 '1201062003062850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602208552 yangnan17@chinaunicom.cn

37 提高组 TJ-0066 王若譞 女 '120102200112202320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3920801178 838099248@qq.com

6 提高组 TJ-0067 王天祺 男 '120102200108132016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8622184579 1103942687@qq.com

10 提高组 TJ-0076 许怿芃 男 '1201012001062325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3114891631 1761694479@qq.com

63 提高组 TJ-0078 颜秉润 男 '130982200010110916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3930799888 769346351@qq.com

15 提高组 TJ-0080 于子禾 男 '34080320020313223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133010876 2673664290@qq.com

83 提高组 TJ-0081 张伯凯 男 '120107200203283017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5822088500 572857606@qq.com

95 提高组 TJ-0084 张金鑫 男 '120105199911295416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三 13920675085 1105130893@qq.com

22 提高组 TJ-0086 张骏扬 男 '330727200205030010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一 18967993817 James-Hen@Outlook.com

38 提高组 TJ-0091 张翔宇 男 '120105200010024219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5822575186 15522335647@163.com

78 提高组 TJ-0096 赵灏宇 男 '120111200110040010 天津 天津市南开中学 滕伟 高二 18522293501 haoyu1004@126.com

29 提高组 TJ-0003 边少博 男 '120106199712153032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高三 15900241973 916715966@qq.com

71 提高组 TJ-0011 方玺皓 男 '12010620010508451x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高二 18622207621 407569352@qq.com

16 提高组 TJ-0042 刘浩铭 男 '120104200101126011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高二 15620954357 azurestarry@qq.com

79 提高组 TJ-0061 孙泽华 男 '120103200001243839 天津 天津市实验中学 范震 高三 18622237078 964437196@qq.com

13 提高组 TJ-0069 闻龙驹 男 '341282200204010018 天津 天津市天津中学 刘福俊 高一 15101052635 kiritokirito2015@hotmail.com

2 提高组 TJ-0085 张军洁 男 '120222200108012234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中学 王文启 高二 18201251963 zhangjunjie20181@163.com

8 提高组 TJ-0029 李成奥 男 '131028200109010011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天和城实验中学 徐晓旭 高二 13933106301 1580336037@qq.com

93 提高组 TJ-0019 黄敏诗 女 '130982200202187723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四中学 李萍 高一 13754577576 3228599682@qq.com

18 提高组 TJ-0093 赵坤 男 '120222200003142614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一中学 张会敏 高三 13207691196 ltsmaker@live.cn

56 提高组 TJ-0024 姜雨竺 女 '12010320020324352X 天津 天津市新华中学 梁音 高一 18522635987 1581129761@qq.com

35 提高组 TJ-0025 蒋乐群 男 '120106200109102017 天津 天津市新华中学 梁音 高一 13612111909 2026841190@qq.com

30 提高组 TJ-0027 金钰 女 '120110200202193640 天津 天津市新华中学 梁音 高一 13502054276 414747979@qq.com

70 提高组 TJ-0074 徐百朋 男 '120101200112113014 天津 天津市新华中学 梁音 高一 13502005960 maggie715@126.com

72 提高组 TJ-0001 安思致 男 '120103200111165413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一 13821252425 ansongo@139.com

87 提高组 TJ-0002 安信霖 男 '120101200312163016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初二 13752592172 anxinlin1@163.com

58 提高组 TJ-0010 范仲然 男 '120103200007197319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三 13022264569 376380900@qq.com

41 提高组 TJ-0023 姜菲洋 男 '120106200111174511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3920884128 tanxiangzhi@126.com

80 提高组 TJ-0031 李冠臻 男 '230102200111091011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5502230586 451461714@qq.com

24 提高组 TJ-0032 李孟泽 男 '120103200106265815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8622175953 419380487@qq.com

59 提高组 TJ-0049 彭百川 男 '120103200204033217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3820285231 jia_hong82@aliyun.com

47 提高组 TJ-0060 孙铭泽 男 '120105200009020317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8622165397 1250229139@qq.com

20 提高组 TJ-0064 王海昱 男 '120101200104300012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三 18622239760 dnd2001@qq.com

39 提高组 TJ-0071 肖雅同 女 '150102200107091641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3516184495 1397330816@qq.com

45 提高组 TJ-0073 邢昆 男 '120112200104121638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3821010949 1574993276@qq.com

73 提高组 TJ-0075 徐璐薇 女 '370783200012143340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三 18622196405 2950742401@qq.com

50 提高组 TJ-0083 张济麟 男 '120103200210255414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初三 18322011492 911149705@qq.com

98 提高组 TJ-0087 张书恺 男 '120106200012140519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三 18910057782 708945587@qq.com

57 提高组 TJ-0090 张文旭 女 '150902200201256020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一 18802232069 1913317737@qq.com

46 提高组 TJ-0094 赵亦非 女 '120103200104216729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三 13821842300 yifei.zhao@163.com

51 提高组 TJ-0095 赵蕴凯 男 '120103200204146115 天津 天津市耀华中学 杨金莉 高二 13302055189 1154959836@qq.com

31 提高组 TJ-0020 霍子龙 男 '120110200012291514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高二 15122801004 hzl915919219@live.cn

89 提高组 TJ-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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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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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提高组 TJ-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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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高组 TJ-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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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提高组 TJ-0068 王鑫茗 男 '120102200211303813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8222728296 w20021130@163.com

52 提高组 TJ-0072 谢骞 男 '120103200212185413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初三 13114875676 1046979258@qq.com

7 提高组 TJ-0079 杨连洲 男 '120101200110293015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李静 高一 13820897818 amxy412@sohu.com

69 提高组 TJ-0006 单润琦 男 '12010620010922301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高一 13389075789 shanrunqi@163.com

48 提高组 TJ-0016 韩秀奇 男 '120103200311132931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二 18622591971 937556937@qq.com

75 提高组 TJ-0047 倪嘉渝 女 '120103200201142629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高一 13820849177 tjsliyan@163.com

32 提高组 TJ-0097 郑博茗 男 '120101200210183518 天津 天津益中学校 姜朝霞 初三 15522127032 324005986@qq.com

9 提高组 TJ-0053 秦悦来 男 '520121200201207813 天津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王月英 高一 13601037625 585170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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