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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 级河南省普通高中优秀学生名单
姓 名 学籍辅号 学 校 证书编号

陈攀龙 20180101020112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592

刘亚洲 20180101040018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593

马笑颜 20180101070607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594

赵俊懿 20180101090549 郑州市第九中学 豫教〔2021〕12595

王崟珅 20180101110156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豫教〔2021〕12596

吴一帆 20180101401014 河南省实验中学 豫教〔2021〕12597

王楷尧 20180181020263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598

王义卓 20180182040089 荥阳市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599

吴嘉明 20180185071021 登封市实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0

刘子迅 20180201010514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21〕12601

辛雨青 20180201020811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2

姜泊宁 20180201020913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3

马思涵 20180201020984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4

张鲲鹏 20180201160021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豫教〔2021〕12605

许晓东 20180225010319 兰考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6

高悦惟 20180301010250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7

梁书铭 20180301030625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豫教〔2021〕12608

薛思源 20180322010123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09

杨根源 20180327011076 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0

秦 沛 20180381010161 偃师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1

周子楊 20180401010329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12

刘宗炜 20180422010121 叶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3

乔冠元 20180423012031 河南省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4

王楷鑫 20180482011151 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5

王一丁 20180501010328 安阳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16

高玮佳 20180526010392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17

梁爽 20180527012497 内黄县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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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举 20180581010246 林州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19

陈 魁 20180601040199 鹤壁市高中 豫教〔2021〕12620

马浩然 20180601041138 鹤壁市高中 豫教〔2021〕12621

李万平 20180701010152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21〕12622

周子宁 20180701020765 新乡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23

崔恒鑫 20180701351125 新乡市一中实验学校 豫教〔2021〕12624

崔向向 20180728012130 长垣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25

任源源 20180781010971 卫辉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26

常 靖 20180782010981 辉县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27

刘泓铖 20180801011457 焦作市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28

王霄阳 20180823011417 武陟县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29

王梦菲 20180825010755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0

孔英洁 20180881010724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31

夏奕晨 20180901010060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2

汪家瑜 20180901010276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3

朱虹宇 20180906010340 濮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34

付嘉琪 20181001010798 许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5

方 毅 20181025011509 河南省襄城高中 豫教〔2021〕12636

刘奕杭 20181081031557 禹州市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7

邢皓斌 20181101010120 漯河市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8

李敬昭 20181101050666 漯河市第五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39

刘雨泉 20181201080717 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0

王攀宇 20181221011185 渑池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1

李金霖 20181321011203 南召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2

娄东亮 20181322011555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3

刘恒钰 20181323010162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4

李一昂 20181324010141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5

张钰杭 20181301101676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豫教〔2021〕12646

王 璇 20181325012389 内乡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7

党 杰 20181326010420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48

赵梦达 20181381010135 邓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 豫教〔2021〕12649

李小萌 20181401010877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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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欣 20181401010892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1

王业达 20181421011858 民权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2

宋一诺 20181422012146 睢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3

周 奇 20181423011187 宁陵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4

王雨姝 20181481013018 永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5

祝海畅 20181501011333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6

冯一恒 20181501011363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7

孙 静 20181503010485 河南省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8

吴 越 20181523010115 新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59

程鸿润 20181524011238 河南省商城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0

牛梓涵 20181525011570 固始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1

杨 晨 20181525012154 固始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2

程真喾 20181526031168 河南省潢川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3

于子涵 20181621011491 扶沟县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4

冯 晨 20181623011774 商水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5

东仕阳 20181624011880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6

王一帆 20181625010101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67

李逸扬 20181625180299 郸城县第一中学 豫教〔2021〕12668

李赫帅 20181626011138 河南省淮阳中学 豫教〔2021〕12669

谢易达 20181627011321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0

刘贵军 20181628012528 鹿邑县高级中学校 豫教〔2021〕12671

张桐赫 20181681042068 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2

马婉琳 20181701010942 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3

张艺萍 20181701020552 驻马店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4

杨铸人 20181722011407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5

位富磊 20181723011406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6

张文康 20181724021547 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7

高 杨 20181726010215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8

曹 崇 20181729011790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21〕12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