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当前就读学校
171042601000008 姜玉珊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0009 杨雪琴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012 梁昌明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13 赵祎婧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014 李子屹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171042601000017 王兆喆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19 欧阳亲 邹城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26 宋彦璋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027 张松岳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029 李星冉 山东省济南中学
171042601000034 侯家琦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035 周新程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37 邢雨琛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042 吴冠宇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048 王兆鑫 东营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53 冯君迪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171042601000055 张涵珺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59 杨家森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62 郝思涵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068 闫施羽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73 许贞珂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074 段楚瑜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71042601000076 孙正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71042601000081 侯加恒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82 马小乔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085 朱妍梦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71042601000094 丛子平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102 李沐聪 巨野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03 尤智超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107 朱炳丞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25 刘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171042601000132 王改荣 莘县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141 李耕 万杰朝阳学校
171042601000149 朱文君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154 孙学博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55 张昊 济宁市育才中学
171042601000156 王鲁栋 费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57 燕芳菲 章丘市第五中学
171042601000162 刘博文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174 崔啸风 莱阳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75 李宇航 茌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179 崔健鹏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202 崔伯州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203 李润发 章丘市第五中学
171042601000207 刘翔宇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211 于正阳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219 张云森 山东诸城中学
171042601000223 靖鑫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226 张入月 泗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28 田子雷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33 刘晨阳 惠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39 杨易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244 李元喆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246 王诗阁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50 杨小满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254 黄彦超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56 翟浩然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259 曲世豪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66 张惠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270 李栋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272 鲍仪礼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0273 曹续鹏 山东省北镇中学
171042601000277 李宇轩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79 王彦文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287 宋治波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289 杜奕霄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293 李昊宸 济宁市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297 赵晨木 山东省淄博第七中学
171042601000298 王有祺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299 邱翊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301 温宇轩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303 张相昱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07 张芯源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310 张雅楠 寿光现代中学
171042601000312 郭明月 惠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25 郭启昶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337 孙启睿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339 朱蕾 惠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42 陈佳琦 惠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47 金杉 兰陵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50 李刚 临清市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357 张一帆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64 张春晖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370 李东宇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72 戴启凡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375 李紫璇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376 李艺萱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92 赵一涵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93 车行 武城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394 王威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399 郭禛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分校
171042601000402 傅天麒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410 李文璇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416 王竹清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419 张泽浩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23 詹杰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27 李健鑫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428 吴浩威 临沭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442 高凯强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446 宋雅琪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450 马媛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457 刘国卉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460 迟铭志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62 胡啸 蒙阴县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465 李朔涵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71 公一宇 临沂涑河实验学校
171042601000477 王晓萌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479 张靖一 莱阳市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484 宋培傲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89 孙维益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490 王智辉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496 韩振铎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171042601000499 修昕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03 周海川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171042601000504 曹铮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171042601000509 赵英汉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42601000512 赵晰佳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24 王逸舟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526 王雪超 淄博市临淄中学
171042601000529 杨舒婷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33 庄怡嘉 莱阳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39 张开元 临沭县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541 杨俊钊 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171042601000542 张睿玺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43 唐正源 沂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51 董恒齐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71042601000556 张金萌 东平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558 刘信毅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63 孔昊 邹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72 孟津语 青岛市崂山区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575 陈倩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576 梁志威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578 刘锐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81 甄澳 鱼台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587 周新婕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597 胡冰 昌邑市文山中学
171042601000599 董云迪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0605 贾烁梓 邹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08 韩雁飞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71042601000609 丁浩男 惠民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610 王瑞鹏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612 王延琪 巨野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20 王智盟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21 王语扬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24 谢博闻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25 邴钰清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0632 王海林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638 陈昊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640 闫帆 高唐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41 王梓欢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642 张炜昂 金乡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46 李梦茹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48 何晋森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42601000652 韩筱凡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655 张庆淼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659 闫芫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63 徐昊 诸城繁华中学
171042601000666 胡怡然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669 张润声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671 战立雯 莒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696 刘晓慧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171042601000697 夏子淇 泗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01 赵凌霄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703 史卓然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20 王衍朝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22 陈一凡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71042601000724 乔家辉 山东省莱芜市第四中学
171042601000725 侯可鑫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728 车铭轩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30 杨姝娜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34 宫浩翔 济宁市育才中学
171042601000735 公悦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39 续文龙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41 张雪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71042601000744 姜湙豪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745 岳天琦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64 李昊南 山东省青岛第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770 郑越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775 张文韬 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171042601000789 周雨涵 金乡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792 高原 阳谷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793 柳杨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799 朱森 东平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810 丁汇欣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八中学
171042601000811 刘旭晨 山东省五莲中学
171042601000813 邢中华 临清市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818 臧致艺 青岛市崂山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830 李欣慧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834 董恒赫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区）
171042601000843 于宸浩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852 王嘉逸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0853 侯衍素 山东省泰安第三中学
171042601000856 任鑫祺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863 隋天雨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865 李一鸣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71042601000866 孟凡怡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868 戚海睿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876 吕鸣钰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877 司治平 山东省莱芜市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884 陈沨霖 沂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887 王誉蒙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897 秦敬璇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0902 杜新雨 山东省济南稼轩学校
171042601000920 郭昊健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21 石智群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71042601000925 白冰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0933 徐元兴 威海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35 孟子义 威海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40 张瑞明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0943 杨宵晗 茌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47 徐晓艺 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
171042601000950 杨洋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51 权洪远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52 吕浩然 寿光市圣都中学
171042601000958 何俊超 武城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0959 刘恬仪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960 张天逸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42601000961 陈明睿 邹城龙山高考培训学校
171042601000965 于萱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0969 杨聿昊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73 李奕 临沂涑河实验学校
171042601000976 徐文奇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90 于雪 临沭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91 刘沁婷 惠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0994 刘涛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171042601000996 巩佳妮 临沂第四中学
171042601000997 黄欣茹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002 李广含 东平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003 侯亚辰 山东省郓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04 李光耀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05 李佳奇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14 徐琦 邹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16 李元哲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023 万嘉昊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1024 赵睿琛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27 李宜璇 莱阳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41 徐立龙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043 刘淑寒 微山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44 张泽 沂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053 姜冠炜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学
171042601001056 陈瑶瑶 山东省青岛第十五中学
171042601001064 王铁钧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070 陈祥洁 莒县文心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079 李琰庚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080 范浩然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084 王树勋 无棣县第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093 宋其昌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094 辛培栋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096 曹艺华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1104 赵航宇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71042601001107 张艺璇 章丘市第五中学
171042601001110 周洁 山东省烟台第四中学
171042601001111 李志成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14 王昊焜 临邑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18 崔天泽 临沂涑河实验学校
171042601001121 刘晓彤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28 周晓瑜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29 徐纯运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30 孟小涵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133 刘家祺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35 范瀚飞 滨州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137 赵广澳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40 徐纯远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42 马仁涛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48 杨浚哲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71042601001149 杨宇轩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50 贾仕廷 淄博市育才中学
171042601001151 王弘毅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1152 肖飞 高唐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55 朱童笛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61 吴英俊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165 张艺舟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42601001172 苑祥昊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173 孙汉卿 蒙阴县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175 车俊洁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77 孙明玮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79 尚博 东营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180 徐宗昌 济南外国语学校
171042601001186 王硕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1188 郭镕硕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190 于程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206 尚晓艺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虎山路校区）
171042601001216 李博雅 山东省北镇中学
171042601001217 马圣杰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1219 徐源淏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20 常一芃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222 张永行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24 于家豪 山东省青岛第十七中学
171042601001227 尹一鸣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171042601001229 王前前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36 董志远 济宁市育才中学
171042601001241 张毅山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246 王逸菲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47 孙亚琦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48 周明昊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52 杜一婧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253 黄仁晟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254 周欣然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58 孟庆莉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265 高怡璇 昌邑市文山中学
171042601001274 王睿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71042601001276 薛宇辰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81 戎云泽 禹城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283 杜佳齐 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
171042601001300 崔默涵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302 边迪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303 孙家祺 茌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06 牛昊 山东省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308 王戈文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16 胡国正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23 李烨 莒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24 王一冉 临沭县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325 张若琦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326 杜新源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27 赵航宇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32 杨璐彤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333 赵凤鸣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171042601001334 柴春雪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44 王皓 临沭县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353 王子朋 金乡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61 李金羽 山东省潍坊第四中学
171042601001362 王骋骋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1365 孙易安 淄博中学



171042601001366 杨一奇 山东省北镇中学
171042601001370 于艳茹 滨州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371 徐鹏程 茌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92 王磬妍 东营市河口区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97 王忠耀 齐河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398 许鑫睿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171042601001405 魏五岳 曲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12 田昊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416 姜鹏元 山东省无棣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27 胡明宇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171042601001432 王恺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439 雷蕾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442 高业凡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45 王晓珺 山东省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449 黄雯慧 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
171042601001452 李如歌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54 亓默涵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63 王浩然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67 卢皓天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481 杨阔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87 邓超凡 肥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488 孙浩峻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493 张润恒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499 王自恒 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11 张旻晗 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21 曹旭东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171042601001523 郭一凡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24 朱文慧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525 张淑雯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37 卢梦雪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43 李平赫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44 刘庭羽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47 郭瑞昊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551 王子璇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555 胡珂鑫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563 纪文会 邹平双语学校
171042601001564 任鹏飞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570 王慧 邹平县黄山中学
171042601001606 刘洛兵 临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09 王歆烨 莒县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613 田启航 山东省宁阳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20 张致远 临沂第十八中学
171042601001636 王续 东平明湖中学
171042601001638 陆潇崴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39 王丽华 济宁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44 李铭 东平明湖中学
171042601001652 栾怀洋 阳谷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62 张冰莹 寿光现代中学
171042601001663 万令飚 聊城市外国语学校
171042601001668 李冬晖 邹平县黄山中学
171042601001671 田晓艺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673 宿光嵩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674 王煜孜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678 吴英杰 淄博实验中学



171042601001679 张桓通 邹平县黄山中学
171042601001680 史钦予 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
171042601001687 阴晓晴 肥城市第六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693 王笑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700 王亮宇 山东省高密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09 王艳丽 聊城市水城中学
171042601001712 梁爱博 寿光市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13 李岱洲 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171042601001718 胡欣悦 肥城市泰西中学
171042601001740 张芙瑶 山东省阳信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41 冯宇琛 泗水县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51 彭锦程 山东省泰山中学
171042601001757 李晨旭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759 许欣如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64 韩梦迪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66 马恒 东平明湖中学
171042601001768 荆振华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69 王祎 东平高级中学
171042601001776 宋庆宇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171042601001779 李志超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81 巩志群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171042601001784 李淼 东平明湖中学
171042601001787 李智 山东省实验中学西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