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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川 FLL FLL01 1小学 高红霞 顾文华 邢佳乐 张裴琦 刘明亮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三中学
2银川 FLL FLL02 1小学 高强 蒋萧杰 杨太萍 马建勋 灵武市狼皮子梁学校
4吴忠 FLL FLL04 1小学 贾  兴 严志恒 叶子强 吴忠市开元小学
6中卫 FLL FLL05 1小学 刘家成  张  锦  刘志锐  王泽锴 雍爱军 中卫六小
1区直 FLL FLL06 1小学 吕睿  程子申  张晓川  李开元 陆彦芳 银川市二十一小
3石嘴 FLL FLL07 1小学 谢雯豪  刘文辉  陈炅  齐悦 初  波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5固原 FLL FLL08 1小学 徐睿轲  潘一文  丁广智  丁兆中 赵 阳 原州区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
2银川 FLL FLL01 2初中 陈琰琪 谭敏哲 闫杰 夏毅 李杨 贺兰县第四中学
2银川 FLL FLL02 2初中 丁宇扬 边兴宇 查可 马昊昊 王瑞丰 灵武市英才学校
4吴忠 FLL FLL03 2初中 贾宁浩 邓  骁  张文轩 马  昱 李振业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5固原 FLL FLL04 2初中 李小萍、王雪纯、马  宏、马龙 田金童 固原回中
2银川 FLL FLL05 2初中 王琪 王健虎 曹浩浩 魏亚飞 刘明亮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三中学
3石嘴 FLL FLL06 2初中 薛  旭  曹云天 杨书航  马奕坤   吴国霞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2银川 FLL FLL07 3高中 曹阳、张怀月、曾心怡、王紫 杜荣 灵武市英才学校
1区直 FLL FLL08 3高中 陈大卫  周洋   孙诗璇  李定能       杨建荣 银川一中
6中卫 FLL FLL09 3高中 刘嘉栩 马文涛 郭璧豪 景志文 李 娟 中卫中学
1区直 FLL FLL10 3高中 刘晰鸣  杨涵奇 杜翊韬  段智玲       杨建荣 银川一中
4吴忠 FLL FLL11 3高中 马思童 王润源 何磊 李仟琪 常亮 吴忠中学
6中卫 FLL FLL12 3高中 沈  括 刘启源 张涵瑜 王  辰 李 娟 中卫中学
5固原 FLL FLL13 3高中 王  斌、谢彦堂、张  福、王天一 田金童 固原回中
2银川 FLL FLL14 3高中 王佳鑫 孙振阳 谢志伟 邵佳庆 李晓 宁夏永宁中学
3石嘴 FLL FLL15 3高中 杨鑫宇 雍正冬 马翔宇 黄雨豪 白生奇 平罗中学
2银川 FLL FLL03 1小学 黄蕊 周佳 祁琛 马博语 李海国 灵武市第二小学
1区直 VEX VEX02 1小学 张子睿 秦晓川   马楚洋 熊  媛 银川市二十一小
2银川 VEX VEX03 3高中 许寅哲 魏一丰 田张昊 孙梦达 孔春 银川市第二中学
4吴忠 VEX VEX04 3高中 冯明轩 苏嘟嘟 赵晓乐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2银川 VEX VEX05 3高中 朱虹晓 邹畅 王文宇 李伯年 于洋 银川市第二中学
1区直 VEX VEX01 1小学   雒京  卢奕凡  强旭泽  史嘉乐 强  琛 银川市二十一小
6中卫 创意 CY01 1小学 戴子尧  徐晨曦  周昶宇 刘文泉 中卫六小



1区直 创意 CY02 1小学 丁柏铭 赵清林 周栩冰 杜锦芳 银川市二十一小
2银川 创意 CY03 1小学 马佳龙  吴佳辰 王博宇 周芳媛 灵武市崇兴小学
5固原 创意 CY04 1小学 马鹏屹  赵子杰 赵  阳  原州区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
1区直 创意 CY05 1小学 李明之 李子恒 刘疏畅 闻  静 银川市二十一小
3石嘴 创意 CY06 1小学 马桃兰  石羊  毛睿 赵  勇 平罗县高庄中心小学
4吴忠 创意 CY07 1小学 马翔 李宇坤 马海红 利通二小
4吴忠 创意 CY08 1小学 马四周 马棋盛 冶白 周旭宁 吴忠市朝阳小学
3石嘴 创意 CY09 1小学 王奕舟  程莉媛   白雪辰 胡大成 大武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帆
4吴忠 创意 CY01 2初中 陈博  卫嘉琳  高子洋 何晓萍 吴忠市第三中学
3石嘴 创意 CY02 2初中 邓嘉琪  毛  聪 耿占峰 平罗县第七中学
2银川 创意 CY03 2初中 季晓宇  杜翔 沈铭岳 刘戟 灵武市第二中学
5固原 创意 CY04 2初中 马永杰  陆文丽  李娟娟       徐小龙 固原回中
3石嘴 创意 CY05 2初中 王旭光  刘航 强文硕 马亚芹 平罗县第四中学
5固原 创意 CY06 2初中 望琰璞  刘翔       杜工作 隆德二中
4吴忠 创意 CY07 2初中 张晓辉 单晶莹 胡佳 武  斌 吴忠市第五中学
3石嘴 创意 CY08 3高中 李昊  田帅  王朝阳  闻立鹏 平罗中学
4吴忠 创意 CY09 3高中 马瑞 刘海洋 周吉萍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4吴忠 创意 CY10 3高中 石佳瑞 马桐瑞 马嘉诚 常亮 吴忠中学
2银川 创意 CY11 3高中 王兵 薛芊 朱小梅 柳玉洪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2银川 创意 CY12 3高中 张修博 安柯萱 许卓航 于洋 银川市第二中学
3石嘴 创意 CY13 3高中 张钊  贾志鹏  尤磊磊 白生奇 平罗中学
5固原 创意 CY14 3高中      高文龙、胡亚卓、王亚楠 徐小龙 固原回中
6中卫 普及 PJ01 1小学 边学胜  白圳财 崔 扬  吴少 中卫七小
6中卫 普及 PJ02 1小学 郭红阳   侯博 王进军 中卫四小
6中卫 普及 PJ03 1小学 李一凡  陈九辰 孟淑玲 中卫二小
2银川 普及 PJ04 1小学 李毓 张雯昊 李海国 邓兵 灵武市第二小学
4吴忠 普及 PJ05 1小学 廖志凯 马  鑫 刘  芳 李泽 利通二小
6中卫 普及 PJ06 1小学 马晨兴   艾嘉祺 詹学红 中卫三小
4吴忠 普及 PJ07 1小学 马耀辉 吴文杰 马力 马建伟 金银滩复兴学校
2银川 普及 PJ08 1小学 马正杰 吴佳悦 吴占军 马晓 灵武市第四小学
3石嘴 普及 PJ09 1小学 任泽申  高泽轩 张学军 平罗县城关回民小学



2银川 普及 PJ10 1小学 孙润 马瑞 毛晨旭 孙军 灵武市第三小学
3石嘴 普及 PJ11 1小学 汪家睿  唐文斌 孙晓娇 陈子 大武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帆
4吴忠 普及 PJ12 1小学 王超帅 刘铭扬 张明涛 马力 吴忠市盛元小学
5固原 普及 PJ13 1小学 王怡轩  马昊阳 马伟  罗学智 西吉一小
2银川 普及 PJ14 1小学 许多 左佳浩 李东方 周建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回民中学
1区直 普及 PJ15 1小学 张展宁 强奕翔   陆彦芳 徐 银川市二十一小
3石嘴 普及 PJ16 1小学 赵  熙   田思元 邱文斌  郭敏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银川 普及 PJ01 2初中 安利 卜海仑 刘明亮 韩银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三中学
3石嘴 普及 PJ02 2初中 陈宝杰   薛翔宇 李华  郭敏华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石嘴 普及 PJ03 2初中 关皓宇   汤晚霁 李华 陈子昂 大武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帆
3石嘴 普及 PJ04 2初中 李 霞   李佳财 张  研 惠农区回民学校
6中卫 普及 PJ05 2初中 刘兴邦  张晓梅 王建武 中卫六中
2银川 普及 PJ06 2初中 刘旭东  樊家宝 李金霞 展 西夏区华西中学
5固原 普及 PJ07 2初中 马  玲   妥小银 田金童 固原回中
6中卫 普及 PJ08 2初中 马铭哲 刘 霖 张瑞兰  李彬 中卫二中
2银川 普及 PJ09 2初中 王宁   王旺斌 张文军 高兴 西夏区华西中学
4吴忠 普及 PJ10 2初中 王子星 余佳祥 马小英 张穆 吴忠市第四中学
6中卫 普及 PJ11 2初中 温家祺  常国琦 顾文恒  常学 中卫四中
6中卫 普及 PJ12 2初中 徐家辉 徐 晴 王文财 中卫三中
4吴忠 普及 PJ13 2初中 杨天恩 杨国华 董一颖 杨炳 吴忠市第五中学
5固原 普及 PJ14 2初中 于  晓  秦  岭  杨宏胜 马畔 泾源高级中学
3石嘴 普及 PJ15 2初中 余江宁   马付龙 安立杰 平罗县第五中学
4吴忠 普及 PJ16 2初中 张  乐  班  雪 金发荣 吴忠市郭家桥中心
5固原 普及 PJ17 2初中 张少舟  祁斌涛 杨福贵 杜工 隆德二中
6中卫 普及 PJ18 3高中 艾佳俊  何玉武 王 浩  杨喜 中卫一中
3石嘴 普及 PJ19 3高中 樊煦杰   郭浩盛 张万敏 郭敏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5固原 普及 PJ20 3高中 郭晓娟   韩 涛 康建彪 西吉中学
3石嘴 普及 PJ21 3高中 何旭宁   孙如潮 白生奇 平罗中学
6中卫 普及 PJ22 3高中 李  金 刘嘉辰 王新强 陆春 中卫中学
2银川 普及 PJ23 3高中 李文博 丁健 柳玉洪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6中卫 普及 PJ24 3高中 刘彧   杨旭龙 王  浩 中卫一中



5固原 普及 PJ25 3高中 米晓曦   闫思雨 白秀娟 固原一中
6中卫 普及 PJ26 3高中 万  聪 龚家辉 王新强 陆春 中卫中学
2银川 普及 PJ27 3高中 王博 张佳文 李晓 邸咏梅 宁夏永宁中学
5固原 普及 PJ28 3高中 王虎飞   谢吉庆 王彦峰 西吉中学
2银川 普及 PJ29 3高中 王凯楠  杜 浩 柳玉洪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4吴忠 普及 PJ30 3高中 王天一 冯乃晅 李献业 吴忠市回民中学
4吴忠 普及 PJ31 3高中 王学明  田培森 赵晓乐 刘静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4吴忠 普及 PJ32 3高中 张  晋 邓嘉龙 常亮  陈晓坡 吴忠中学
3石嘴 普及 PJ33 3高中 张英杰   王  宸 王雪    郭敏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3石嘴 虚拟 XN01 1小学  丁玉聪 赵勇  蔡科 平罗县高庄中心小学
5固原 虚拟 XN02 1小学 陈晨 马伟 罗学智 西吉一小
5固原 虚拟 XN03 1小学 陈凯 马伟 罗学智 西吉一小
4吴忠 虚拟 XN04 1小学 贺凌飞 杨  雯 贾学 吴忠市开元小学
2银川 虚拟 XN05 1小学 康凯鑫 张雁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6中卫 虚拟 XN06 1小学 李  洋 詹学红 中卫三小
6中卫 虚拟 XN07 1小学 李嘉成 张新华 中卫四小
6中卫 虚拟 XN08 1小学 刘储源 刘建平 中卫二小
2银川 虚拟 XN09 1小学 马瑞祥 苏建宁 徐静 灵武市杜木桥回民小学
4吴忠 虚拟 XN10 1小学 马霆阳 杨志发 马惠 吴忠市郭家桥中心
3石嘴 虚拟 XN11 1小学 任政宇 余兆明  张利 石嘴山市第七小学
6中卫 虚拟 XN12 1小学 王晨曦 雍爱军 中卫六小
2银川 虚拟 XN13 1小学 王宁 李小宁 高建 银川市西夏区华西希望小学
6中卫 虚拟 XN14 1小学 温  迪 常晓芳 中卫一小
3石嘴 虚拟 XN15 1小学 谢昊栋 李相东 初波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5固原 虚拟 XN16 1小学 杨家宇 杨宏胜 泾源县第三小学
1区直 虚拟 XN17 1小学 张景南 马瑞丽 银川市二十一小
4吴忠 虚拟 XN18 1小学 周子阳 王  刚 岳丽 利通一小
4吴忠 虚拟 XN01 2初中 代启仲 马永贵  李玲 吴忠市第三中学
6中卫 虚拟 XN02 2初中 郭  航  顾文恒 常学 中卫四中
4吴忠 虚拟 XN03 2初中 黄佳勋 尚海蓉  李振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2银川 虚拟 XN04 2初中 蓝鑫 张柱 袁金花 银川市第八中学



6中卫 虚拟 XN05 2初中 李家政 王建智  张玉 中卫五中
6中卫 虚拟 XN06 2初中 李沛航 高忠权  张玉 中卫市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3石嘴 虚拟 XN07 2初中 马嘉峥 张  娜 石嘴山市第七中学
3石嘴 虚拟 XN08 2初中 潘菊刚 张庆海  王佳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6中卫 虚拟 XN09 2初中 田飞翔 王文财 中卫三中
2银川 虚拟 XN10 2初中 王彦虎 刘明亮 闫龙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第三中学
2银川 虚拟 XN11 2初中 闫文乐 张柱 袁金花 银川市第八中学
3石嘴 虚拟 XN12 2初中 杨晶晶 马亚芹 平罗县第四中学
4吴忠 虚拟 XN13 2初中 袁  泉 马小英 王娜 吴忠市第四中学
2银川 虚拟 XN14 2初中 张淑菡 李杨 康玉萍 贺兰县第四中学
6中卫 虚拟 XN15 3高中 崔启航 陆春海 中卫中学
5固原 虚拟 XN16 3高中 戴凯博 王彦峰 西吉中学
2银川 虚拟 XN17 3高中 冯博 马慧 黑静 灵武市英才学校
4吴忠 虚拟 XN18 3高中 李嘉诚 常亮 张莺娣 吴忠中学
6中卫 虚拟 XN19 3高中 李嘉辉 黄  凯 中卫一中
6中卫 虚拟 XN20 3高中 刘可可 陆春海 中卫中学
5固原 虚拟 XN21 3高中 明如鹏 田金童 固原回中
6中卫 虚拟 XN22 3高中 王  鹏 杨宁 中卫一中
3石嘴 虚拟 XN23 3高中 王家澍 赵大江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3石嘴 虚拟 XN24 3高中 王乐乐 闻立鹏 平罗中学
2银川 虚拟 XN25 3高中 赵震坤 杜荣 黑静 灵武市英才学校
4吴忠 虚拟 XN26 3高中 谢  天 周吉萍  黄鹏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6中卫 虚拟 XN27 3高中 许浩洋 陆春海 中卫中学
3石嘴 虚拟 XN28 3高中 杨亦非 赵大江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5固原 虚拟 XN29 3高中 曾建斌 康建彪 西吉中学
2银川 虚拟 XN30 3高中 张益灏 杜荣 马慧 灵武市英才学校
4吴忠 虚拟 XN31 3高中 王世玉 吴芳  方涛 青铜峡一中

4吴忠 综合 ZH01 1小学 王杲   施翔 姚治国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红寺堡区青

少中心
3石嘴 综合 ZH02 1小学 张何嘉皓  齐  旭 余兆明 石嘴山市第七小学



4吴忠 综合 ZH03 1小学 杨彤   魏亚萍 李鹤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红寺堡区青

少中心
2银川 综合 ZH01 2初中 常乐   张琪 关奇 银川市第三中学
5固原 综合 ZH02 2初中 马文辉   王  刚 王蕊艳 固原回中
3石嘴 综合 ZH03 2初中 齐 航   杨纪鑫 马敏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2银川 综合 ZH04 2初中 邵安永、张博 关奇 银川市第三中学
2银川 综合 ZH05 2初中 赵旭旭 马亮亮 姚文娟 灵武市第四中学
5固原 综合 ZH06 3高中 常家玲   焦建文 王彦峰 西吉中学
6中卫 综合 ZH07 3高中 丁嘉辉 范子萱 王新强 中卫中学
4吴忠 综合 ZH08 3高中 冯皓凡  马添 周吉萍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5固原 综合 ZH09 3高中 梁博文、王嘉颖、 康建彪 西吉中学
6中卫 综合 ZH10 3高中 肖鸿飞 霍煜轩 王新强 中卫中学
2银川 综合 ZH11 3高中 李辉 杨沂霏 马振涛 灵武市第一中学
3石嘴 足球 ZQ01 1小学 金 鹏   马潇逸 梁超 惠农区回民学校
2银川 足球 ZQ02 1小学 李梓博 刘同 陈小亮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七小学
2银川 足球 ZQ03 1小学 门旭晨  马元辉 秦春娟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2银川 足球 ZQ04 1小学 张熠翔 马润寒 李海国 灵武市第二小学
2银川 足球 ZQ01 2初中 冯阔 史鑫雨 罗威 银川市回民中学
3石嘴 足球 ZQ02 2初中 马  福   喜金龙 杨光远 平罗县崇岗九年制学校
5固原 足球 ZQ03 2初中 马明智  马进贤 田金童 固原回中
5固原 足球 ZQ04 2初中 王  浩  马  腾       杜工作 隆德二中
2银川 足球 ZQ05 2初中 王肖依、宋 洁 关奇 银川市第三中学
5固原 足球 ZQ06 3高中 海博文   虎霈 白秀娟 固原一中
2银川 足球 ZQ07 3高中 黎少伟  吴自鹏 马振涛 灵武市第一中学
4吴忠 足球 ZQ08 3高中 刘宏伟  苏天智 周吉萍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2银川 足球 ZQ09 3高中 刘世豪   牛浩 马振涛 灵武市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