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号 参赛项目 竞赛编号 组别 学校 学生 教练员

1 FLL FLL01 1小学 中卫市第六小学 杜宇朦 詹卫浩 刘卓凡 曹璞 雍爱军
2 FLL FLL02 1小学 吴忠市开元小学 许明哲 雷佳龙 薛  竣 杨 雯  李 霞
3 FLL FLL03 1小学 银川市实验小学 侯宇轩  于熙琛  陈柯睿 海鑫 张琪琪
4 FLL FLL04 1小学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姜孟恩 杨明浩 辛  煜 付宇坤 初  波 王秀丽
5 FLL FLL05 1小学 金凤区丰登回民中学 马鸣荷 马智燕 哈世俊 哈晶晶 李东方 周建忠
6 FLL FLL06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张栩 吴优  严濯箫 马天玉 马嘉 孙琪
7 FLL FLL07 1小学 宁夏棒棒堂科技教育中心 孙翊翔  马子昂  马泰骁 伏嘉睿 马昱琨
8 FLL FLL08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一小 王  洋 李佳琦 黑正睿 王  刚  岳丽丽
9 FLL FLL09 1小学 西吉一小 王甲星 冯云普 宋飞佚 王伟琪 何万昌  王东
10 FLL FLL10 1小学 宁夏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心 王凯乐 冯俊博 王凯
11 FLL FLL11 1小学 银川市实验小学阅海一校区 吴家伟  刘秋赫   李元鹤  秦梓航 赵莹莹 胡晋国
12 FLL FLL12 1小学 中卫市第六小学 杜宇宙 王识舜 邵 森 孙昕伟 雍爱军
13 FLL FLL13 1小学 惠农小学 沈逸飞 马驰骋 李康维 王子涵 虎宝 赵树红
14 FLL FLL01 2初中 中宁县第四中学 高佳乐 刘嘉琦 苏嘉辉 张 勋 王志华  
15 FLL FLL02 2初中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苟鑫聪 叶昊朋 朱玉妍 张昕怡 李振业 尚海蓉   
16 FLL FLL03 2初中 银川外国语实验学校 哈硕  赵子涵  张熠 樊奇楠
17 FLL FLL04 2初中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胡清延 马佳怡 张  媛 陈方俊 马芳贤 郑红亮
18 FLL FLL05 2初中 隆德二中 梁立 崔恒银 李牧云 张聃 王靖 杨旭
19 FLL FLL06 2初中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刘文辉 尹  航 韩天阳 戚泽堃 马  敏 李淑梅
20 FLL FLL07 2初中 贺兰县第四中学 卢鑫  邢超  张文韬  黄嘉翔 李杨 李浩玥
21 FLL FLL08 2初中 灵武英才学校 祁琛  张熠翔  张凯程  查方红 王瑞丰 马慧
22 FLL FLL09 2初中 隆德二中 王文博 刘亚宇 李稼轩 赵研 王靖 杨旭
23 FLL FLL10 2初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吴文博  孙颖  姜伟  李卫 李一凡 张玉凤
24 FLL FLL11 2初中 吴忠市第四中学 马世伟 杨昊 杨谦 马棋盛 马 燕    马小英
25 FLL FLL12 2初中 贺兰县第四中学 朱晓宇  都浩楠  马瑞  伏家豪 李杨 李浩玥
26 FLL FLL13 3高中 银川一中  杨逸舟 李子晟 赵书田 牛子儒 杨建荣
27 FLL FLL14 3高中 固原回中 安宵 李娟娟 王克松 贾卓辉 张霞
28 FLL FLL15 3高中 灵武英才学校 边兴宇  马昊昊  丁宇阳 王瑞丰 马慧
29 FLL FLL16 3高中 吴忠中学 陈泽 张晓辉 刘紫玉 田琪 常  亮   陈晓坡
30 FLL FLL17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段鹏龙 张君浩 陆静雨 刘可可 陆春海
31 FLL FLL18 3高中 银川市第六中学 金永泰  王潇  徐陈  隆志平 朱元
32 FLL FLL19 3高中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李梓硕 杨明宗 李世平 陈菲菲
33 FLL FLL20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陆宏伟 闫文杰 王冀宁 郭晓燕 陆春海
34 FLL FLL21 3高中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马平帅 葛庆龙 王涛 魏  壮 吴 芳  赵 芳
35 FLL FLL22 3高中 固原一中 剡航宇 宁岩 李萌春 杨进 白秀娟
36 FLL FLL23 3高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沈吉  刘昕煜  纳东 姜蕾 李一凡
37 FLL FLL24 3高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杨润泽  赵嘉翔  王朋 姜蕾 李一凡
38 VEX VEX01 1小学 中卫市第二小学 路明谕 拓明沛 麦垚 杨帆 黄存勇 孟淑玲
39 VEX VEX02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马楚洋 张熙宇 马翼文 马嘉 孙琪
40 VEX VEX03 1小学 吴忠市开元小学 吴 越 娄晨宇 杨  雯 叶子强
41 VEX VEX04 1小学 惠农区回民学校 吴亮 哈泽鹏 张  研 梁  超
42 VEX VEX05 1小学 吴忠市开元小学 吕佳成  杨君泽 杨  雯 叶子强
43 VEX VEX01 2初中 宁夏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心 丁兆中  王嘉阳 王凯
44 VEX VEX02 2初中 灵武市第四中学 李家辉 王家宝 马家鹏 沈星宇 荀伟 王新
45 VEX VEX03 2初中 隆德二中 王奔奔 张家俊 喇鸣研 张哲 黄艳艳
46 VEX VEX04 2初中 固原三中 王永刚 李文凯 马博洋 任佳乐 李振朋



47 VEX VEX05 2初中 惠农区回民学校 王自童 何龙翔 张  研 梁  超
48 VEX VEX06 3高中 固原一中 褚辰岳 王皓天 白秀娟
49 VEX VEX07 3高中 吴忠市回民中学 李博 靳锐 张浩娟 张  帆 李献业 郝亚杰
50 VEX VEX08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牛伊宁 刘奇明  苏辰宇 杨鑫宇 孔春 于洋
51 VEX VEX09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庞俊卿 段誉 麦乐 赵琳 孔春 于洋
52 VEX VEX10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杨朔 张宇 马银 强海涛 赵晓乐 刘静芝
53 VEX VEX11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周亮 郭华 丁 辉 金海波 黄 鹏 任小蓉
54 WER WER01 1小学 银川西夏德胜小学 车凯琦   侯嘉琪 高杨
55 WER WER02 1小学 石嘴山市科技馆 陈沐风 贺熙宸 任凌雪 吴  凯
56 WER WER03 1小学 吴忠市第九小学 何 昊 柴佳祺 李  军 吴玉娟
57 WER WER04 1小学 银川市实验小学阅海一校区 何震晖   尹郑南迦 赵莹莹 何建喜
58 WER WER05 1小学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赫晨阳   沈岩熙 秦春娟 裴昱
59 WER WER06 1小学 盐池县第一小学 季俊材 汪  楷 孙金涛  冒仲民
60 WER WER07 1小学 石嘴山市第九小学 李欣雨 马子瑜 马  锐 连晓勇
61 WER WER08 1小学 银川市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李知骥   李颀葭 包永旺 韩小平
62 WER WER09 1小学 宁夏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心 潘一文 李熙林 陈敬轩
63 WER WER10 1小学 彭阳二小 庞政  徐昶 刘向东 吴玉兰
64 WER WER11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强奕翔 石梓辰 陆彦芳 李凡
65 WER WER12 1小学 银川阅海小学 徐马阿丹  王小鲁 薛春晓
66 WER WER13 1小学 石嘴山市第六小学 杨梓铭 刘志慧 潘俊宏 王  昆
67 WER WER14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二小 周文轩 丁  凯 李泽清  张  欢
68 WER WER15 1小学 中卫市第一小学 周翔   李宁东 周智 艾进岳
69 WER WER01 2初中 石嘴山第八中学 冯子旭 李金鼎 钟金萍 刘永强
70 WER WER02 2初中 吴忠市第三中学 贺凌飞 杨开元　 何晓萍  沙  娇
71 WER WER03 2初中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罗一凡 刘若水 李振业  尚海荣
72 WER WER04 2初中 吴忠市第五中学 马川 袁锦明　 杨炳会  贝海瑞
73 WER WER05 2初中 隆德二中 马琪 夏昌隆 翟国强
74 WER WER06 2初中 银川景博学校 庞皓文 王楠 井永玲
75 WER WER07 2初中 灵武市第二中学 唐宇  黄政 王荣 刘戟
76 WER WER08 2初中 石嘴山市科技馆 徐佳宁 田乐宸 任凌雪 李  侦
77 WER WER09 2初中 石嘴山第八中学 叶俊尧 苗朕华 刘永强 钟金萍
78 WER WER10 2初中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禹洲 李嘉琦 秦春娟 张艳红
79 WER WER11 2初中 贺兰县第四中学 张焕南   欧阳成卓 李浩玥 薛景宾
80 WER WER12 2初中 宁夏搭搭乐乐机器人活动中心 赵子杰  闫轲 丁广智
81 WER WER13 3高中 固原回中 戴国学 马行明 张霞
82 WER WER14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丁旭成 顾小栋 黄  鹏  李  彦
83 WER WER15 3高中 吴忠市回民中学 董  奥 张谨磊 李献业  魏  昊
84 WER WER16 3高中 灵武市第一中学 季晓宇  杨飞 马振涛 王磊
85 WER WER17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刘琦 白晓乾 李  娟
86 WER WER18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乔宇  张恒伟 叶子强
87 WER WER19 3高中 银川市第六中学 宋飞杨  刘瑞 朱元
88 WER WER20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宇轩 薛丁豪 孔春 于洋
89 WER WER21 3高中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魏新航 杨荣鑫 李世平 陈菲菲
90 WER WER22 3高中 西吉中学 徐崇恩 李润来 康健彪
91 WER WER23 3高中 固原一中 朱文瑜  李承轩 白秀娟
92 WRO常 WROCG01 1小学 宁夏机器人教育活动中心 邓江玉   柴鑫林  王泽恺 张波
93 WRO常 WROCG02 1小学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杜坤宸 朱子泉 陈子昂 赵亚琼
94 WRO常 WROCG03 1小学 宁夏机器人教育活动中心 高龙超  吴克   眭凯文 张波



95 WRO常 WROCG04 1小学 银川乐高机器人活动中心 李康晨   杨博文 张琪琪
96 WRO常 WROCG05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李旭涛 徐田铠 马俊山 陆彦芳
97 WRO常 WROCG06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二小 吕  越 杨晨宇 马兰兰　马海红
98 WRO常 WROCG07 1小学 银川乐高机器人活动中心 马依博   张寅初 张琪琪
99 WRO常 WROCG08 1小学 吴忠市朝阳小学 马忆鑫 杨  洋 张丽萍　李小玲
100 WRO常 WROCG09 1小学 惠农区回民学校 王欣月 哈佳辉 张  研 梁  超
101 WRO常 WROCG10 1小学 布洛克STEAM教育 魏臻阳  邵崇渊  李昊桐 杨佳亮 周之博
102 WRO常 WROCG11 1小学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杨飞  寇志睿  陈建鹏 杨媛 夏静
103 WRO常 WROCG12 2初中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贾宇妍  于建龙  张瀚韦 秦广成 夏静
104 WRO常 WROCG13 2初中 惠农区回民学校 蒋福华 岳飞洋 张  研 梁  超
105 WRO常 WROCG14 2初中 隆德二中 刘翔  王琰璞 张红川 柳耀林
106 WRO创 WROCY01 1小学 博文小学 李嘉浩 曾腾跃 韩耀 蒯瑞
107 WRO创 WROCY02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一小 梁子琪 赵  励 王  刚　杨桂荣
108 WRO创 WROCY03 1小学 布洛克STEAM教育 张茗凯  朱俊烨  岳辰轩 李思佳 周之博
109 WRO创 WROCY01 4中学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马 煜 王 乐 杨梦婷 李  彦 周吉萍　
110 WRO创 WROCY02 4中学 宁夏中卫中学 王语暄 张嘉懿 樊 赟 王新强 俞晓鹂
111 WRO创 WROCY03 4中学 隆德二中 咸明杰 张涛 张红川  柳耀林
112 WRO创 WROCY04 4中学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薛乾宁  赵一霖  王利华 谭天民 赵扬

113 WRO创 WROCY05 4中学
银川市外国语实验学校,银川市三

沙源上游学校
殷家琦 张书宁 蒯瑞 韩耀

114 WRO创 WROCY06 4中学 永宁县蓝山学校 张文杰  吕昭君  王忻瑶 马锐
115 创意 CY01 1小学 银川乐高机器人俱乐部 白宸宇 郎凯瑞 胡予涵 韩耀 蒯瑞
116 创意 CY02 1小学 吴忠市开元小学 郭亮 马玉芝 杨  雯  李  霞
117 创意 CY03 1小学 银川市实验小学阅海一校区 黄锦泽  马英九  杨铠鸣 赵莹莹 薛春晓
118 创意 CY04 1小学 宁夏长庆小学 颉子航  方陈璋帅  吴妍 李宁 蒯瑞
119 创意 CY05 1小学 灵武市第七小学 李毓  王佳  杨海晨 李海国 马建林
120 创意 CY06 1小学 中卫市第五小学 路波 敬博文 李学伟 徐晓冬
121 创意 CY07 1小学 平罗县高庄中心学校 马佳斯乐 马特 吴少鹏 蔡  科 马自军
122 创意 CY08 1小学 吴忠市第九小学 马恣懿 祁佳和 何  昊 刘 丹  李  军
123 创意 CY09 1小学 中卫市第六小学 孙家颖  马晓辉  张文英 宋建鹏
124 创意 CY10 1小学 石嘴山市第十三小学 谢子鹏 王浩洋 杜佳明 康永喜
125 创意 CY11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徐子航 朱奕安 云朗 闻静 李凡
126 创意 CY12 1小学 银川乐高机器人俱乐部 扬焱森  陈鸿轩  姚普森 蒯瑞 曹顶一
127 创意 CY13 1小学 平罗县城关回民小学 张永川 马依杨 马雨涵 张学军 杨艳丽
128 创意 CY01 2初中 银川乐高机器人活动中心 李晨昊 张展宁 张琪琪
129 创意 CY02 2初中 三沙源上游学校与景博中学连队 李东灿 张书宁 韩耀 蒯瑞
130 创意 CY03 2初中 中卫市中宁县第二中学 李东一  徐嘉琪  田梦秋 李兴华
131 创意 CY04 2初中 中卫市第四中学 刘志锐 周昶宇 段文卓 顾文恒 张登玉
132 创意 CY05 2初中 银川景博学校 吕曼汀 徐睿轲 郑家乐 井永玲 高驰
133 创意 CY06 2初中 平罗县第四中学 罗  彤 贾涵宇 郑  蓉 李小梅
134 创意 CY07 2初中 银川景博学校 马思宇 张熠新  纵金洋 井永玲 高驰
135 创意 CY08 2初中 隆德二中 马腾 王佳玉 张治院 彭娟红
136 创意 CY09 2初中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桑铭泽 王卿可 蒋一丁 胡大成 陈子昂
137 创意 CY10 2初中 灵武市第二中学 苏嘉炜  李扬 刘戟 张永财
138 创意 CY11 2初中 固原回中 田飞 李治 明雪 王蕊艳 徐小龙
139 创意 CY12 2初中 吴忠市第五中学 汪靖博 张 政 王一帆 杨炳会  赵小瑛
140 创意 CY13 2初中 吴忠市第三中学 闫正 马瑞鹏 马玉清 沙  娇  何晓萍
141 创意 CY14 2初中 灵武市第二中学 杨永成 马静 王增知



142 创意 CY15 3高中 吴忠中学 曹咏诗 马  犇 王少坤 陈晓坡  常  亮
143 创意 CY16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付凌齐  张宁杰 孔春 于洋
144 创意 CY17 3高中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郭超 王嘉麒 杨晓磊 冯文俊
145 创意 CY18 3高中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候佳琪  郑丹 姚兴旺 柳玉洪 唐永峰
146 创意 CY19 3高中 吴忠市回民中学 冀鑫元 李峻阳 马立强 李献业  王峥嵘
147 创意 CY20 3高中 固原回中 李启伟 陆文丽 马玲 王蕊艳
148 创意 CY21 3高中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刘湘月  张荣 柳玉洪 唐永峰
149 创意 CY22 3高中 银川市第二中学 王翰宇  张云帆  张岩龙 孔春 于洋
150 创意 CY23 3高中 平罗中学 杨凯文 强文硕  王嘉禾 白生奇 闻立鹏
151 创意 CY24 3高中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杨明宗 李梓硕 李世平 陈菲菲
152 创意 CY25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张 鑫 刘兴邦  袁 牧 王新强 俞晓鹂
153 创意 CY26 3高中 平罗中学 张博智 冯翼鹏 梁昺祺 闻立鹏 白生奇
154 普及 PJ01 1小学 西吉一小 安轩然 胡养函 何万昌  王  东
155 普及 PJ02 1小学 中卫市第二小学 张松芮  马 帅 黄存勇  马树伟
156 普及 PJ03 1小学 彭阳二小 安宇阳 文思远 刘向东
157 普及 PJ04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付一辰  魏士博 陆彦芳 李凡
158 普及 PJ05 1小学 吴忠市利通区高闸中心学校 盛  放 赵佳敏 马小荣  郑启明
159 普及 PJ06 1小学 灵武市第三小学 王国旭 赵翔 毛晨旭 孙军
160 普及 PJ07 1小学 灵武市沈家湖学校 王智琦   董建彬 毛晨旭 周志文
161 普及 PJ08 1小学 石嘴山市第二十小学 姚 鑫  包启成 王君辉 王  琛
162 普及 PJ09 1小学 平罗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柴少康 杨子怡 徐建军 严守新
163 普及 PJ10 1小学 中卫市第五小学 蒋雨乐 李元锐 徐晓冬
164 普及 PJ11 1小学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华文清 任  翔 杨  华  
165 普及 PJ12 1小学 平罗县城关第八小学 程博敬 杨昊昇 杨怀清 马金锋
166 普及 PJ13 1小学 灵武市狼皮子梁学校 马银辉   田鑫瑞 杨建勇 白雁军
167 普及 PJ14 1小学 灵武市第四小学 马雯欣  杨子轩 杨俊峰 马晓燕
168 普及 PJ15 1小学 吴忠市盛元小学 马嘉豪 任天祥 张明涛  马  力
169 普及 PJ16 1小学 泾源三小 杨家宇 于正兴 者国伟 史春花
170 普及 PJ17 1小学 中卫市第一小学 虎蓓蓓   唐薇 周智 艾进岳
171 普及 PJ18 1小学 平罗县城关第二小学 王俊耀 王佳伟 何  君
172 普及 PJ01 2初中 中卫市第四中学 白圳财 李昂 顾文恒 张登玉
173 普及 PJ02 2初中 中卫市第三中学 鲍力恺  周  禺 王文财 焦建邦
174 普及 PJ03 2初中 西吉实验中学 陈一贤 伏绍嘉 王富强 陈君宏
175 普及 PJ04 2初中 吴忠市第三中学 黄 倩 刘家奇 沙  娇  何晓萍
176 普及 PJ05 2初中 惠农区回民学校 金 鹏 马英洁 张  研 梁  超
177 普及 PJ06 2初中 隆德二中 刘康乐 杨富贵
178 普及 PJ07 2初中 隆德二中 刘璞 蒙璐琪 杨富贵
179 普及 PJ08 2初中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禹博 田思元 任秋燕 陈子昂
180 普及 PJ09 2初中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马春雨  王瑞杰 谭天民 赵扬
181 普及 PJ10 2初中 郭家桥中心学校 马佳瑞 杨心柔 金发荣  王志国
182 普及 PJ11 2初中 灵武英才学校 马明瑞 王瑞丰
183 普及 PJ12 2初中 灵武市第二中学 马瑞祥  叶睿 刘戟 杜鹃
184 普及 PJ13 2初中 平罗县回民中学 任泽申 高泽轩 任建新 杨  朋
185 普及 PJ14 2初中 中卫市第二中学 汪晟翔 张聪辉 张瑞兰 马玉秀
186 普及 PJ15 2初中 吴忠市第五中学 王家豪 郝  福 董一颖  
187 普及 PJ16 2初中 泾源高级中学 余凌霄 马博阳 杨宏胜 于智军
188 普及 PJ17 2初中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朱瑞  马仕杰 柳玉洪 刘辉
189 普及 PJ18 3高中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曹岩 董轲 吴  芳  贾  静



190 普及 PJ19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陈尚锋  刘曦瑞 王新强 俞晓鹂
191 普及 PJ20 3高中 泾源高级中学 赫颖东  禹启元 杨宏胜 马畔舍
192 普及 PJ21 3高中 泾源高级中学 金亚龙 李來圆 马畔舍 杨 锋
193 普及 PJ22 3高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李昂健  徐帆 姜蕾 李一凡
194 普及 PJ23 3高中 石嘴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李傢楷 贾倩倩 陈子昂 郭敏华
195 普及 PJ24 3高中 灵武市第一中学 李金鹏  赵旭旭 张瑾 马振涛
196 普及 PJ25 3高中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李学基 何守虎 薛勇 冯文俊
197 普及 PJ26 3高中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刘宇 吕春辉 柳玉洪 刘辉
198 普及 PJ27 3高中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毛安东 董龙翔 赵大江 张雪莲
199 普及 PJ28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王铭暄  孙晓东 王新强 俞晓鹂
200 普及 PJ29 3高中 吴忠市回民中学 王玉龙 尤志晨 涂凯林  李  涛
201 普及 PJ30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魏英杰 马国新 赵晓乐  黄  鹏
202 普及 PJ31 3高中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杨书航 李尔祺 赵大江 张雪莲
203 普及 PJ32 3高中 灵武市第一中学 张宗辉  高家豪 马振涛 张瑾
204 普及 PJ33 3高中 宁夏长庆高级中学 郑建国 刘锡胜尧 李世平 陈菲菲
205 虚拟 XN01 1小学 平罗县城关第二小学 冯  旭 何  君 李  涛
206 虚拟 XN02 1小学 石嘴山市第十六小学 付璟鹏 刘建忠 冯  伟
207 虚拟 XN03 1小学 中卫市第八小学 韩搏文 邵文华
208 虚拟 XN04 1小学 西吉一小 李灿 何万昌 王东
209 虚拟 XN05 1小学 平罗县城关第八小学 李凯乐 杨怀清 骆亚婷
210 虚拟 XN06 1小学 银川市西夏区第四小学 李小川 韩磊 晁炜
211 虚拟 XN07 1小学 中卫市第六小学 刘正辉 雍爱军
212 虚拟 XN08 1小学 中卫市第四小学 牛建宁 王进军
213 虚拟 XN09 1小学 西夏区镇北堡镇华西希望小学 王博 胡双强 刘晓天
214 虚拟 XN10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一小 王承景 王  刚  魏凯华
215 虚拟 XN11 1小学 吴忠市郭家桥中心学校 王昊琛 鲁超 杨志发  
216 虚拟 XN12 1小学 吴忠市利通二小 武金桥 马兰兰  马海红
217 虚拟 XN13 1小学 灵武市第七小学 杨文博 湛海虎 李羚
218 虚拟 XN14 1小学 泾源县第三小学 于依然 史春花
219 虚拟 XN15 1小学 泾源高级中学（青少年活动中心） 禹 启 马高东  杨 锋
220 虚拟 XN16 1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 张宇 马嘉 孙琪
221 虚拟 XN17 1小学 中卫市第二小学 周凌宇 黄存勇 马树伟
222 虚拟 XN18 1小学 贺兰第五小学 朱星科 汤冉 吕星
223 虚拟 XN01 2初中 西吉实验中学 陈晨 陈君宏
224 虚拟 XN02 2初中 吴忠市第四中学 丁嘉旺 景慧霞  杨一婷
225 虚拟 XN03 2初中 银川六中 郭振邦 高慧 丁兰花
226 虚拟 XN04 2初中 石嘴山市第九中学 黄  逸 郑梅红 肖  玲
227 虚拟 XN05 2初中 石嘴山市第九中学 李厚璋 郑梅红 肖  玲
228 虚拟 XN06 2初中 中卫市第二中学 李阳 张瑞兰
229 虚拟 XN07 2初中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西校区 刘浩泽 郭瑞娟
230 虚拟 XN08 2初中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刘小爽 苏兆阳
231 虚拟 XN09 2初中 郭家桥中心学校 马霆阳 杨志发  鲁  超
232 虚拟 XN10 2初中 银川市第八中学 王云飞 张柱 袁金花
233 虚拟 XN11 2初中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南校区 徐瑜廷 雍斌
234 虚拟 XN12 2初中 平罗县第四中学 袁  洲 袁向玲 马志彦
235 虚拟 XN13 2初中 中卫市第五中学 詹子轩 高忠权 李国花
236 虚拟 XN14 2初中 中卫市第三中学 张多多 王文财
237 虚拟 XN15 2初中 贺兰县第四中学 赵祎洋 李杨 李浩玥



238 虚拟 XN16 2初中 银川市第八中学 周鑫 袁金花 杨艳红
239 虚拟 XN17 2初中 吴忠市第三中学 周子洋 何晓萍  沙  娇
240 虚拟 XN18 3高中 泾源高级中学 白柯凡 马高东 于智军
241 虚拟 XN19 3高中 银川市第六中学 韩苗雨 郭琪  王英
242 虚拟 XN20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韩悦 陆春海
243 虚拟 XN21 3高中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黄俊怡 赵大江 张雪莲
244 虚拟 XN22 2初中 隆德二中 景仕达 杨富贵
245 虚拟 XN23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李建银 陆春海
246 虚拟 XN24 3高中 银川市第六中学 马宁 李军  王英
247 虚拟 XN25 3高中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刘  昊 吴  芳  方  涛
248 虚拟 XN26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马潇童 周吉萍  张雪峰
249 虚拟 XN27 3高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邵佳庆 姜蕾 李一凡
250 虚拟 XN28 3高中 永宁县永宁中学 王倩倩 姜蕾 李一凡
251 虚拟 XN29 3高中 中卫市第一中学 王玮 杨宁
252 虚拟 XN30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吴博 陆春海
253 虚拟 XN31 3高中 固原回中 吴钰龙 王蕊艳
254 虚拟 XN32 2初中 固原三中 杨旭 邱振海 马 军
255 虚拟 XN33 3高中 吴忠中学 袁  泉 常  亮  吴学军
256 虚拟 XN34 3高中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张建成 赵大江 张雪莲
257 虚拟 XN35 3高中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张睿 周亮
258 综合 ZH01 1小学 平罗县城关第四小学 虎东峰 贺宇博 吴  兵
259 综合 ZH02 1小学 石嘴山市第十九小学 武  皓 周博强 初  波 王秀丽
260 综合 ZH03 1小学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施  翔 马  霄 毛富强  施兴明
261 综合 ZH04 1小学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魏雅萍 韩文心 马虎奇　韩建荣
262 综合 ZH05 1小学 中卫市第二小学 汪 铖   谢家勋 黄存勇 王军
263 综合 ZH06 1小学 中卫市第二小学 汪勃旭  吕明远 黄存勇 王军
264 综合 ZH01 2初中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靳杰熙 雒  桐 马  敏 蔡爱民
265 综合 ZH02 2初中 中卫市第五中学 李嘉铭  王梓翔 王建智 马明亮
266 综合 ZH03 2初中 吴忠市第三中学 廖志凯 贾 兴 何晓萍 沙  娇
267 综合 ZH04 2初中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刘蕊嘉 张昊 关奇 韩维强
268 综合 ZH05 2初中 隆德二中 刘硕  魏嘉祥 杜工作
269 综合 ZH06 2初中 固原回中 马博 马磊 张霞
270 综合 ZH07 2初中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马博林 庞瑞杰 王均健 王少宁
271 综合 ZH08 2初中 石嘴山市第八中学 齐  悦 郭书玮 马  敏 张玉芬
272 综合 ZH09 2初中 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王  杲 马嘉羽 张童选 锁  娜
273 综合 ZH10 2初中 银川市第三中学 王浩  张卓 关奇 马军
274 综合 ZH11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李帅 白佳琪 王新强 俞晓鹂
275 综合 ZH12 3高中 西吉中学 李向军 王亚栋 康健彪
276 综合 ZH13 3高中 宁夏中卫中学 刘霖 马铭哲 王新强 俞晓鹂
277 综合 ZH14 3高中 西吉中学 刘思航 张愿鑫 康健彪
278 综合 ZH15 3高中 西吉中学 刘亚浩 张浩 康健彪
279 综合 ZH16 3高中 吴忠市吴忠高级中学 王欣宇 马昊阳 任小蓉 施佳宁
280 综合 ZH17 3高中 吴忠中学 闫阳冉 杨育财 常  亮  陈晓坡
281 综合 ZH18 3高中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张傢晨 赵海鹏 赵大江 何月芳
282 综合 ZH19 3高中 灵武市第一中学 朱韬  杨万 张瑾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