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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陈阳 AA001 应琪 弃赛

A02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昱州 AA002 应琪 65

A03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姚哲宸 AA003 应琪 75

A04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彬睿 AA004 应琪 弃赛

A05 仓前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蔡年博 AA005 应琪 弃赛

A06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黄子宜 AA006 施渭渭 78

A07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徐墨阳 AA007 施渭渭 82

A08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从语 AA008 施渭渭 67

A09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翁慎攸 AA009 施渭渭 68

A10 杭州市澎博小学 小学低段组 韩羽宸 AA010 施渭渭 62

A11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林骁宇 AA011 任梦甜 65

A12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陈叮 AA012 任梦甜 88

A13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冯玥然 AA013 任梦甜 85

A14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陈吉韬 AA014 任梦甜 86

A15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江紫萱 AA015 任梦甜 86

A16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陈睿彤 AA016 任梦甜 70

A17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潘之褚 AA017 任梦甜 弃赛

A18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盛铭宇 AA018 任梦甜 弃赛

A19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小学低段组 赖晟铭 AA019 任梦甜 弃赛

A20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北辰 AA020 潘银丹 70

B01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丁豫航 AA021 潘银丹 84

B02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谌子航 AA022 潘银丹 56

B03 余杭区五常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周艺博 AA023 潘银丹 68

B04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峻熠 AA024 陈洁茹 70

B05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潘鑫雨诺 AA025 陈洁茹 92

B06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虞雨嘉 AA026 陈洁茹 89

B07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张圳墨 AA027 陈洁茹 90

B08 杭州市丁兰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吴桐乐 AA028 陈洁茹 87

B09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子骁 AA029 贾亚鹏 77

B10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朱宇润 AA030 贾亚鹏 83

B11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赵一帆 AA031 贾亚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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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一帆 AA032 贾亚鹏 弃赛

B13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江奕均 AA033 贾亚鹏 75

B14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罗伊辰 AA034 贾亚鹏 79

B15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章鑫宇 AA035 贾亚鹏 88

B16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周宸阳 AA036 贾亚鹏 84

B17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母博文 AA037 贾亚鹏 65

B18 杭州市丁荷小学 小学低段组 施涵菡 AA038 贾亚鹏 83

B19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谢正阳 AA039 范焱红 65

B20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蔡晴川 AA040 范焱红 弃赛

C01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颜弋博 AA041 范焱红 弃赛

C02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刘思源 AA042 范焱红 弃赛

C03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昱任 AA043 范焱红 弃赛

C04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吴祈佑 AA044 范焱红 58

C05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傅骏泽 AA045 范焱红 57

C06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廖然 AA046 范焱红 59

C07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张艾登 AA047 范焱红 57

C08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孙佳和 AA048 范焱红 58

C09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刘景添 AA049 范焱红 弃赛

C10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林一祺 AA050 范焱红 56

C11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秋予 AA051 陈楚 77

C12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刘璇 AA052 陈楚 78

C13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邓涵宁 AA053 陈楚 84

C14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华希瑜 AA054 陈楚 82

C15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晓宣 AA055 陈楚 76

C16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丁潘龙 AA056 陈楚 76

C17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董欣妍 AA057 陈楚 79

C18 杭州市澎致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戚辰 AA058 陈楚 84

C19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陆俊森 AA059 方孔明 57

C20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赵听语 AA060 方孔明 62

D01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黄宸宇 AA061 方孔明 87

D02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铭轩 AA062 方孔明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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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 杭州市丁信小学 小学低段组 郭羽彤 AA063 方孔明 67

D04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依 AA064 温辛 55

D05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帅懿轩 AA065 温辛 56

D06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隽一 AA066 温辛 60

D07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黄绪为 AA067 温辛 63

D08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中心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懿先 AA068 温辛 62

D09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钰垚 AA069 张智勇 66

D10 杭州市金都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沈毓翔 AA070 张智勇 72

D11 余杭区大禹小学 小学低段组 卢奕辰 AA071 李君 80

D12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茅欣妍 AA072 胡敬鸿 82

D13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石玮韬 AA073 胡敬鸿 89

D14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江子烨 AA074 胡敬鸿 91

D15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沈煜琛 AA075 胡敬鸿 63

D16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林全锐 AA076 胡敬鸿 92

D17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俞未 AA077 胡敬鸿 66

D18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胡辰杰 AA078 胡敬鸿 50

D19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黄子成 AA079 胡敬鸿 67

D20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于子淏 AA080 胡敬鸿 91

E01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胡思程 AA081 胡敬鸿 68

E02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邓哲翰 AA082 胡敬鸿 弃赛

E03 杭州市余杭区光华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金懿轩 AA083 胡敬鸿 弃赛

E04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伞烁 AA084 陈闻秋 57

E0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范子妤 AA085 陈闻秋 60

E06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柯宇墨 AA086 陈闻秋 69

E07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张峻 AA087 陈闻秋 59

E08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杨翔昊 AA088 陈闻秋 50

E09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侯自衡 AA089 陈闻秋 58

E10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邹君杭 AA090 陈闻秋 53

E11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徐子睿 AA091 陈闻秋 62

E12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俞奕轲 AA092 陈闻秋 56

E13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严锐 AA093 陈闻秋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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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费越 AA094 陈闻秋 55

E15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七贤小学 小学低段组 何宜桦 AA095 陈闻秋 66

E16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施锦泽 AA096 朱叶 66

E17 杭州市东城第二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天悦 AA097 朱叶 75

E18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陈可欣 AA098 施杭婷 弃赛

E19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张荣芮 AA099 施杭婷 78

E20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王明骐 AA100 施杭婷 85

F01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周小蕊 AA101 施杭婷 弃赛

F02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庞铭忱 AA102 施杭婷 62

F03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黄菁菁 AA103 施杭婷 60

F04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翁妍馨 AA104 施杭婷 弃赛

F05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翟翊帆 AA105 施杭婷 60

F06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吕希幔 AA106 施杭婷 62

F07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杨睿哲 AA107 施杭婷 65

F08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文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许墨 AA108 施杭婷 75

F09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秦颢燚 AA109 邵睿敏 62

F10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丁彦鑫 AA110 邵睿敏 87

F11 禹航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姚安 AA111 邵睿敏 67

F12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景然 AA112 朱圆红 60

F13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孙乐妍 AA113 朱圆红 70

F14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楷睿 AA114 朱圆红 72

F15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安佑 AA115 朱圆红 75

F16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梁梓墨 AA116 朱圆红 78

G01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育诚 AA117 朱圆红 52

G02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陆之楠 AA118 朱圆红 弃赛

G03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洪哲镐 AA119 朱圆红 63

G04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邹语歆 AA120 朱圆红 弃赛

G05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张照晨 AA121 朱圆红 54

G06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董晨萱 AA122 朱圆红 53

G07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严锦瀚 AA123 朱圆红 68

G08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邱静萱 AA124 陈琳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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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9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朱宇轩 AA125 陈琳 63

G10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孙一诺 AA126 陈琳 75

G11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章佳喻 AA127 陈琳 弃赛

G12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俊豪 AA128 陈琳 60

G13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曹朔嘉 AA129 陈琳 78

G14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程诺 AA130 陈琳 63

G15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应墨宸 AA131 陈琳 56

G16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廷宇 AA132 陈琳 76

H01 杭州市丁兰第三小学 小学低段组 余可馨 AA133 陈琳 58

H02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杨新驿 AA134 杜绿英 55

H03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李熹宛 AA135 杜绿英 弃赛

H04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倪闻堂 AA136 杜绿英 66

H05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朱梓晨 AA137 杜绿英 58

H06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小学低段组 严亨利 AA138 杜绿英 62

H07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赵茗暄 AA139 杨占琴 60

H08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郭雨菲 AA140 杨占琴 79

H09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黄郑泽 AA141 杨占琴 58

H10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陈致妍 AA142 杨占琴 60

H11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李左越泽 AA143 杨占琴 56

H12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余沛宸 AA144 杨占琴 62

H13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李子暄 AA145 杨占琴 60

H14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金一诺 AA146 杨占琴 79

H15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黄宇扬 AA147 杨占琴 57

I01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范承薪 AA148 杨占琴 65

I02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彭晴朗 AA149 杨占琴 86

I03 杭州市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 小学低段组 毛子睿 AA150 杨占琴 60

I04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铭轩 AA151 黄薇 60

I05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柳哲轩 AA152 黄薇 66

I06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子骞 AA153 黄薇 弃赛

I07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煜宸 AA154 黄薇 67

I08 杭州市景华小学 小学低段组 余洋 AA155 黄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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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9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卓睿 AA156 李俊瑛 81

I10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屠臻 AA157 李俊瑛 85

I11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程然 AA158 李俊瑛 89

I12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逸 AA159 李俊瑛 75

I13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第二小学 小学低段组 谢潇睿 AA160 李俊瑛 88

I14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旭阳 AA161 乔蔚然 56

I15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夏天 AA162 乔蔚然 87

J01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汪骏 AA163 乔蔚然 84

J02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杨弋霖 AA164 乔蔚然 65

J03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朱奕融 AA165 乔蔚然 58

J04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若予 AA166 乔蔚然 60

J05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叶周墨 AA167 乔蔚然 64

J06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李陈一乐 AA168 乔蔚然 弃赛

J07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王哲誉 AA169 乔蔚然 94

J08 杭州市天长小学 小学低段组 陈弘毅 AA170 乔蔚然 63

J09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小学低段组 周苏洋 AA171 陈亚 95

J10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小学低段组 柳承哲 AA172 陈亚 89

J11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低段组 夏梓皓 AA173 姜翠翠 60

J12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低段组 任欣悦 AA174 姜翠翠 62

J13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低段组 王毅宸 AA175 姜翠翠 58

J14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低段组 许梓骁 AA176 姜翠翠 61

J15 新明半岛英才学校 小学低段组 王洪岩 AA177 姜翠翠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