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学籍所在地

1 Y19010173 刘敏安 女 杭州下沙学正中学 杭州
2 Y19010072 陈诗雨 女 高桥金帆实验学校 杭州
3 Y19010045 钱怡甸 女 萧山北干初中 杭州
4 Y19010073 陆咨羽 女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杭州
5 Y19010028 蒋译阳 男 杭州市西溪中学 杭州
6 Y19010091 潘柳君 女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 杭州
7 Y19010131 丁湘仪 女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杭州中学 杭州
8 Y19010075 张伊娜 女 萧山区回澜初中 杭州
9 Y19010144 马莉云露 女 杭州市拱宸中学 杭州
10 Y19010079 张小雅 女 萧山区朝晖初级中学 杭州
11 Y19010069 包锦楠 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中学 杭州
12 Y19010191 邬嘉成 男 杭州东方中学 杭州
13 Y19010127 汪嘉欣 女 杭州市三墩中学 杭州
14 Y19010016 邵颖洁 女 高桥初级中学 杭州
15 Y19010051 李雨露 女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杭州
16 Y19010154 钱可莹 女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第二初级中学 杭州
17 Y19010060 许智媛 女 浙江艺术学校 杭州
18 Y19050050 支雪莹 女 湖州市第五中学 湖州
19 Y19050165 宣亦徐 女 舞阳学校 湖州
20 Y19040125 俞歌飞扬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 嘉兴
21 Y19040081 程婉佳 女 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 嘉兴
22 Y19040119 顾泽宇 男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实验中学 嘉兴
23 Y19040185 廖海曦 女 海盐县武原中学 嘉兴
24 Y19040012 李墨卿 女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中学 嘉兴
25 Y19040108 陈烨超 男 桐乡市实验中学 嘉兴
26 Y19040109 费春杰 男 桐乡市实验中学 嘉兴
27 Y19070017 郭珂阅 女 金华市第五中学 金华
28 Y19110032 刘畅 女 丽水市实验学校 丽水
29 Y19020092 鲍乐爽 女 宁海县胡陈乡初级中学 宁波
30 Y19020077 张洛菲 女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中学 宁波
31 Y19080004 周泉灵 女 江山市第二中学 衢州
32 Y19080100 毛韵淇 女 江山市第二中学 衢州
33 Y19100022 张禾壹嵊 女 台州市临海市第五中学 台州
34 Y19100024 郑淑予 女 临海市外国语学校 台州
35 Y19100013 张潆心 女 台州市黄岩区城关中学 台州
36 Y19100068 徐馨悦 女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第五中学 台州
37 Y19100163 林柯伊 女 温岭市箬横镇中学 台州
38 Y19100147 张黎刚 男 玉环市楚门一中 台州
39 Y19100133 尚姿含 女 临海市大成中学 台州
40 Y19100116 陈子怡 女 温岭市实验中学 台州
41 Y19030040 周李芊 女 浙江省潜龙学校 温州
42 Y19030118 宋子暄 男 温州市瓯海实验中学 温州
43 Y19030162 倪硕彬 女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虹桥镇实验中学 温州
44 Y19030151 林华烨 女 温州翔宇中学 温州
45 Y19030161 倪禄勘 男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第二中学 温州
46 Y19030018 吴昱萱 女 永嘉县瓯北镇第五中学 温州
47 Y19030157 张子颖 女 苍南县龙港潜龙学校 温州
48 Y19030009 王雅 女 浙江省瑞安市外国语学校 温州
49 Y19030076 黄芷烨 女 温州外国语学校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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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Y19030184 麻宾航 男 永嘉县实验中学 温州
51 Y19030174 刘莹莹 女 瓯北第一中学 温州
52 Y19030153 王湘淇 女 温州外国语学校 温州
53 Y19030047 赵笑晴 女 温州第四中学 温州
54 Y19030107 廖伊蕊 女 瑞安市玉海实验中学 温州
55 Y19030033 王艾嘉 女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温州
56 Y19030074 郑洋 女 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 温州
57 Y19090036 林思奇 女 舟山市定海区第二中学 舟山
58 Y19090112 方思懿 女 舟山市定海二中教育集团 舟山
59 Y19090180 鲍赢舟 女 定海二中教育集团 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