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选手号 选手姓名 性别 代表队
黄金A组 黄A001 江睿昊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2 吴彦希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3 田礼齐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4 贺梓晨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5 侯蔼玹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6 黄子鑫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7 李棨安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8 梁泽宸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09 梁泽真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0 陈梓琳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1 黄冕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2 李皓菡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3 贾卓霖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4 黄展锐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5 刘航亦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6 李咏轩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7 李为远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8 朱阅诚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19 冯静澄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0 王皓宸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1 李欣怡 女 棒棒堂
黄金A组 黄A022 袁梓皓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3 欧铭慧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4 黄晓恩 男 奥博珠心算

2021年广东省珠心算锦标赛第一赛程广州地区选手号（黄金A组）



黄金A组 黄A025 梁咏棋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6 谢鸿超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7 彭子倩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8 梁津睿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29 李宇宸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0 成文桌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1 苏晓彤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2 何祖贤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3 董柏睿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4 陈皓轩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5 陈恩泽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6 郑梓荞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7 赵孜桁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8 梁可枫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39 成彦龙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40 彭铄颖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41 金淩张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42 董皓瑜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43 张琳钰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44 陈思锜 女 伟骏教育
黄金A组 黄A045 原子轩 男 伟骏教育
黄金A组 黄A046 陈奕滨 男 伟骏教育
黄金A组 黄A047 蔡俊棨 男 伟骏教育
黄金A组 黄A048 关奕浚 男 伟骏教育
黄金A组 黄A049 谢天宇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0 吉洋骁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1 邝展航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2 梁梳晴 女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3 袁启峪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4 何昱言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5 李晨右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6 王夏语 女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7 符家骏 男 广州博佳才教育
黄金A组 黄A058 张曦然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59 李骐伊 女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0 唐君诚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1 王枷鑫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2 孔梓晨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3 钟沛希 女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4 兰锦涵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5 赵赢彻 男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A组 黄A066 区嘉睿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67 林凯瑶 女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68 孙皓晟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69 黄英伦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0 姜梓强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1 黄沁轩 女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2 黄耀民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3 彭舒雅 女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4 杨可欣 女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5 蔡杰鸿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6 吴建烨 男 中山尚沃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077 赵语辰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78 黄灏鑫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79 张胜华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0 黄纪荦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1 郑胜铭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2 黄子恩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3 刘桉言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4 郑能量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5 黄宇皓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6 杨童岚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7 陈乐煊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8 邓进韬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89 钟皓轩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0 杨轶帆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1 冯文谦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2 黄翊皓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3 向彦辰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4 廖景曦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5 韩何瑞辰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6 王沂晨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7 黄云迪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8 陈铠越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099 孙芷嫣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0 庄志睿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1 彭梓贤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2 叶础馨 女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3 周宇轩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4 郑承昌 男 非凡脑力
黄金A组 黄A105 倪晟朗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06 林炜迪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07 罗家誉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08 张涵睿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09 何宛彤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0 赵骏宸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1 阳依晨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2 李冠霖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3 邓钧颢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4 吴慧萱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5 狄宇宸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6 鲍苇宸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7 郭诗钰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8 余立芙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19 雷梓妤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0 郑捷凯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1 戴宸翰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2 李芸熙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3 吕梓灿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4 罗浩洋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25 吴若普 男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26 郑奕霏 女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27 罗杰禧 男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28 孟若熙 女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29 郑安琦 女 广州智乐学
黄金A组 黄A130 黎奕菡 女 脑力加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31 王颂茹 女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A组 黄A132 徐嘉泓 男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A组 黄A133 林子杰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A组 黄A134 皮梓彤 女 脑班长教育
黄金A组 黄A135 黄迪辰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A组 黄A136 陈伦皓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A组 黄A137 张家豪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A组 黄A138 孙雨轩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39 潘智雄 男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0 宋佳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1 周信谚 男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2 张以诺 男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3 柯钧睿 男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4 许靖雯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A组 黄A145 黄琲 女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46 涂卓韬 男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47 谢雨彤 女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48 朱浚宇 男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49 郑芷欣 女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50 林骏骐 男 童画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51 陈智轩 男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2 金满鸿泰 男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3 徐雨凡 女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4 黄辰萱 女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5 吴梓彤 女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6 杨子轩 男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7 李翊翔 男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A组 黄A158 何俊逸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59 彭达轩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0 江雨宸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1 蔡文昊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2 刘鸿磊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3 苟冬帅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4 刘家钰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5 王维桢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6 张翔彬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7 单艺朗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8 陈伊婧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69 赵宏硕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0 黎泽楷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1 王耀晴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2 崔雅卿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3 陈阳宁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4 谢德玥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5 刘欣蕊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6 高晖悦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7 王梓赫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8 江芷滢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79 黄一一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0 曹博远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1 梁国熙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2 王子恒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3 李俊辉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4 李梓莹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5 黄柏棠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6 庞博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7 吴天宇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A组 黄A188 王玺源 男 脑咖教育
黄金A组 黄A189 龙胤达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190 吴雨晴 女 广州小斗丁思维馆
黄金A组 黄A191 邓子豪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2 孙熙皞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3 甘紫淇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4 李宇童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5 陆梓锜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6 梁栩悦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7 梁栩琰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8 朱芷萱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199 陈善冠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200 李弈辰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A组 黄A201 顾森才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A组 黄A202 黄尉铭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A组 黄A203 邹诗雨 女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A组 黄A204 吴奕飞 男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205 樊思婷 女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206 黎芷莘 女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207 张晋熙 男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A组 黄A208 张雨萌 女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A组 黄A209 刘丰维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A组 黄A210 赵峻熙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1 邓景夫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2 梁颢迅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3 黎梓业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4 刘卓延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5 黄智睿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6 肖力扬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A组 黄A217 李梓祎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A组 黄A218 黄朋轩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A组 黄A219 吴昱阳 男 钻良教育
黄金A组 黄A220 刘楚宸 男 钻良教育



黄金A组 黄A221 王辰郗 女 广州启智珠心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