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选手号 选手姓名 性别 代表队
黄金B组 黄B001 毛雨萍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2 何宇轩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3 陆智鹏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4 刘佳乐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5 招晓晴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6 周洺锋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7 郑淇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8 张熙童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09 吴培凯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0 刘祖威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1 徐润松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2 苏紫晴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3 许倩萍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4 黎子恒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5 曾晞宸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6 陈锴涛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7 古箫霖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8 张宗玉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19 邵诗菡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0 王青茜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1 黄文韬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2 谢雨轩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3 张皓洋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4 张悦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5 陈薇旭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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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B组 黄B026 廖乐颖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7 郑芷潼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8 伍梓睿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29 黄培俊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0 林学铤 男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1 杨一晗 女 广州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2 徐国翀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3 罗晓诺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4 黎忻承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5 潘城杰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6 潘颖昕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7 杨晟熙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8 王清晖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39 孙浚庭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0 谭智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1 胡轩源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2 黄世航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3 袁昊罡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4 梁凯帆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5 戴王梓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6 罗小慧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7 苏韦宇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8 刘子昂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49 黄子财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0 陈高宇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1 陈朗睿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2 黄鸿豪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3 于曜彰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4 蔺钊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5 何嘉晟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6 陈炜桦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7 宋俊毅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8 王梓航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59 姚世豪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60 岑沁遥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61 雷诺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62 蔡安之 男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63 谢扬 女 奥博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064 翁一欢 女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B组 黄B065 韩璟夏 女 奥博教育萝岗校区
黄金B组 黄B066 陈柏翰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67 林圻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68 洪樱之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69 梁思铭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0 张圆明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1 吴尚峰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2 陈雨哲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3 黄圣煜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4 何馨乐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5 吴禹希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6 袁梓杰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7 王墨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8 李正宇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79 罗泽宸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0 何珧陌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1 陈俊宇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2 徐梓轩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3 彭于悦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4 彭子宸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5 卢宇君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6 孙语茉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7 潘子晴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8 林骏艺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89 柳瑞翔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0 曾子扬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1 骆鑫宇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2 艾轩丞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3 许宸骏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4 许宸骥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5 杜嘉庆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6 潘诗涵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7 罗羽恒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8 黄禹衔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099 仉誉铭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0 梁麦伦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1 熊浩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2 刘浩轩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3 吴昕彤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4 郭晓同 女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5 王锦程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6 许晋维 男 非凡脑力
黄金B组 黄B107 宋善衡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08 程熙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09 金志柔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0 曾翔晟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1 陈韬宇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2 纪禹丞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3 李逸涵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4 张德彬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5 方思远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6 张曼琪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7 姚淏诚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8 陈信培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19 陈垚辛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0 贺子洋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1 吴宥颉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2 吴龙翔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3 罗浩珉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4 蒋昊宸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5 李若溪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6 李昕桐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7 周采潞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8 范俊毅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29 陈紫菡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0 汤伟浩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1 李文俊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2 郭宝恒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3 利文曦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4 林师如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5 曾天彧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6 丁品皓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7 张宇博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8 严硕文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39 陈芸汐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0 江炜谦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1 黄乐琛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2 邵家萱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3 宋旻青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4 吴浩瑜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5 庞琪 女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6 安思泽 男 毓才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47 李鸿希 男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148 张育诚 男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149 林玥佑 女 广州学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150 李楚涵 女 思美智潜能开发中心
黄金B组 黄B151 何承翰 男 脑力加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152 江海平 男 脑力加教育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153 莫允谦 男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B组 黄B154 黄少波 男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B组 黄B155 杨晨亮 男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B组 黄B156 姚世骞 男 非凡脑力文德总校
黄金B组 黄B157 韩紫睿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58 刁浩文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59 骆瀚宇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0 包家萱 女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1 卢锐熙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2 卢佳铭 男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3 黄心烔 女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4 吕贝儿 女 脑班长教育
黄金B组 黄B165 王语彤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B组 黄B166 杨舒雅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B组 黄B167 李歆艾 女 广东省预备队
黄金B组 黄B168 李芝蒙 女 童画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69 李诗颖 女 童画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0 王睿菡 男 童画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1 朱丰宁 男 童画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2 冼煜洋 男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B组 黄B173 杨沐菡 女 功泽教育豆苗启智心算
黄金B组 黄B174 王辰睿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5 赖俊均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6 李嘉豪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7 戴烽乐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8 黄祉贺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79 徐浩翔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0 赖芷瑶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1 宋艾欣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2 曾平贵 男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3 刘晓蝶 女 数泰一口清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4 王宸骏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5 邱传懿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6 池思锐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7 任慧恩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8 刘鸿毅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89 陈悦瑶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0 黄昊轩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1 郑佳明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2 马婧盈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3 罗铭杰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4 张绍言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5 盛丞蔚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6 欧阳汉霖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7 黎卓彧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8 陈海一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199 缪圻圻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0 唐梓晴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1 金志焕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2 郭茗昊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3 陈星宇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4 潘皓哲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5 张镇壕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6 黄炫成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7 王瑾洋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8 吴骏豪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09 王诗语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0 张克震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1 项皓阳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2 杨子乐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3 何韵熙 女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4 李佳桥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5 张天健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6 杨卓凡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7 王铧骏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8 游炎晨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19 姜鑫垚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0 李宇钊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1 曾承哲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2 王梓睿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3 戴子凌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4 刘阳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5 陈家荣 男 学诗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26 江昊霖 男 脑咖教育
黄金B组 黄B227 段子钰 女 优品学堂(黄埔校区)
黄金B组 黄B228 黎晋佑 男 优品学堂(黄埔校区)
黄金B组 黄B229 段泓宇 男 优品学堂(黄埔校区)
黄金B组 黄B230 杨铖铄 男 优品学堂(黄埔校区)
黄金B组 黄B231 李蕙蓝 女 优品学堂(黄埔校区)
黄金B组 黄B232 苏远航 男 尚学优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33 陈勇祺 男 尚学优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34 李伟滔 男 尚学优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35 黄梓凌 女 尚学优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36 肖浩然 男 尚学优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37 杨子衡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38 郭锐正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39 张诗睿 女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40 志悦潼 女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41 张烨楠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42 张烨桐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43 吴纯熙 男 星智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44 余姝霖 女 广州小斗丁思维馆
黄金B组 黄B245 霍莘妮 女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B组 黄B246 刘智豪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B组 黄B247 陈键洋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B组 黄B248 岑昊阳 男 佛山市沸点教育
黄金B组 黄B249 杨海铭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0 鲍文铮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1 郭隆原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2 张振江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3 方梓满 女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4 陈梓琪 女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5 陈泽宇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6 钟扬凯 男 广州佳愿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57 罗宇豪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58 罗志豪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59 王吴彬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60 邹宇鹏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61 邹宇程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62 李俊阳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63 徐子轩 男 广州潜鲲教育
黄金B组 黄B264 樊灏杨 男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65 麦栩莹 女 广州市创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B组 黄B266 李承熙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67 陈梓煌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68 黎一清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69 黎一宁 女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70 谢奕旸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71 彭信尧 男 优品学堂（佛山）
黄金B组 黄B272 冯小程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3 潘宇新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4 李嘉庆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5 赖楚霖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6 周泳欣 女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7 林博文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8 林博艺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79 谢宇轩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0 刘宗政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1 杜雅馨 女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2 文骏杰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3 何泽苇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4 刘芷滢 女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5 钟芊慧 女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6 郭熹鸿 男 穗之田教育培训中心
黄金B组 黄B287 杨佑安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88 李治宁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89 李梓瑜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90 邱镜豪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91 凌逸凡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92 许馨尤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93 何亦晨 男 广东省珠心算实验班
黄金B组 黄B294 唐英搏 男 钻良教育
黄金B组 黄B295 何晨昊 男 广州启智珠心算
黄金B组 黄B296 李金诺 女 广州启智珠心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