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毕业学校 项目 性别 身份证号
1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孔浩宇 男 **************3074
2 新泰市龙廷镇中心学校 杜子豪 男 **************5877
3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陈浩 男 **************3078
4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马艳林 男 **************3118
5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闫向阳 男 **************0615
1 新泰市新甫中学 秦凤 女 **************3368
2 新泰市龙池中学 刘羽彤 女 **************6481
1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刘翔 男 **************6871
2 新泰市金斗中学 李鑫泽 男 **************3390
3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和嘉乐 男 **************1817
1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满至豪 男 **************3155
2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翟其瑞 男 **************3070
3 新泰市新甫中学 侯国政 男 **************8019
4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金宗震 男 **************3112
5 新泰市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邢一 男 **************6672
6 新泰市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陈云哲 男 **************4138
1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迟明阳 男 **************1330
2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程昊阳 男 **************1315
3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丁志臣 男 **************0614
4 新泰市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李世豪 男 **************0618
5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陈新杰 男 **************0658
1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李明悦 女 **************1320
2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陈娟 女 **************6884
3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李佳 女 **************1324
4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陈梦晴 女 **************6944
5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和文倩 女 **************1368
6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冯子云 女 **************1645
1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刘晨 男 **************6877
2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王乐豪 男 **************1014
3 新泰市汶南镇第一初级中学 王浩雨 男 **************5276
1 新泰市青云中学 张朝贺 男 **************4131
2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徐明硕 男 **************1314
3 新泰市龙廷镇中心学校 崔凯伦 男 **************5878
1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刘文欣 女 **************1321
1 新泰市羊流镇初级中学 单铁铮 男 **************1355
1 新泰市羊流镇初级中学 郭晨曦 女 **************1320
1 新泰市龙池中学 李玉曦 女 **************0068
2 新泰市实验中学 李梓佳 女 **************0041
1 新泰市实验中学 赵玉泽 男 **************001X
1 新泰市新甫中学 王佳文 女 **************0021
1 新泰市谷里镇初级中学 张润芝 女 **************3629
2 新泰市果都镇初级中学 杨富满 男 **************2053
3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林佳语 女 **************3065
4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鲁龙 男 **************7319
5 新泰市汶南镇第一初级中学 苏好 女 **************5286
6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王禄 男 **************1017
7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杨紫伊 女 **************338X
8 新泰市小协镇初级中学 丁厚泰 男 **************3894
9 新泰市龙池中学 崔霄 男 **************5874
10 新泰市金斗中学 单一诺 女 **************0048



11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刘若菡 女 **************1341
12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张志豪 男 **************1016
13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任毓卿 女 **************0661
14 新泰市金斗中学 盛浩 男 **************2672
15 新泰市天宝镇第一初级中学 柴金琳 女 **************2269
16 新泰市金斗中学 王铭哲 男 **************0079
17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徐雅如 女 **************136X
18 新泰市实验中学 安晋亨 男 **************3874
19 新泰市龙池中学 范书正 男 **************1815
20 新泰市金斗中学 毕敬文 男 **************0016
21 新泰市新甫中学 陈雨轩 女 **************3886
22 新泰市羊流镇初级中学 张月 女 **************1349
23 新泰市羊流镇初级中学 朱耀启 男 **************1314
24 新泰市禹村镇初级中学 赵嘉琪 女 **************3080
25 新泰市果都镇初级中学 王文豪 男 **************2017
26 新泰市实验中学 吴文远 男 **************005X
27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冰娴 女 **************6900
28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王俊泽 男 **************063X
29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徐文泽 男 **************1419
30 新泰市东都镇初级中学 李成泽 男 **************4977
1 新泰市实验中学 李涵名芮女 **************1321
2 新泰市龙池中学 陈子怡 女 **************6961
3 新泰市实验中学 王梓阳 女 **************0020
1 新泰市汶城中学 于兆义 男 **************4119
2 新泰市青云中学 侯铭悦 女 **************0628
3 新泰市龙池中学 刘雅琪 女 **************3880
4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光地 男 **************0013
5 新泰市青云中学 安奥旭 男 **************5292
6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书馨 女 **************0023
1 新泰市实验中学 卢文硕 男 **************3375
2 新泰市青云中学 齐成尚 男 **************5274
3 新泰市青云中学 冯胜泽 男 **************0099
4 新泰市新甫中学 杜尚泽 男 **************8010
5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史平生 男 **************0610
6 新泰福田实验学校 王方舟 男 **************667X
7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王志明 男 **************7271
8 新泰市实验中学 宋乐 男 **************0018
1 新泰市新甫中学 宋钰玺 女 **************8025
2 新泰市新甫中学 张倓琦 女 **************8024
3 新泰市青云中学 单士一 女 **************0625
4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董乐宁 女 **************0641
5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王义康 女 **************7287
6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李梦玥 女 **************0641
7 新泰市新甫中学 吴云燕 女 **************8047
8 新泰市新甫中学 董素洁 女 **************004X
1 新泰市东都镇初级中学 李文博 男 **************5019
2 新泰市青云中学 马明晗 女 **************0041
3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浩冉 男 **************0019
4 新泰市青云中学 褚士金 女 **************5905
5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晓斐 女 **************530X
6 新泰市青云中学 韩晓语 女 **************670X



7 新泰市东都镇初级中学 杨炜祺 女 **************4961
8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杨婧如 女 **************1369
9 新泰市青云中学 刘思彤 女 **************5285
10 新泰市金斗中学 尹子阳 男 **************629X
11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薛孝天 男 **************7271
12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刘玉洁 女 **************7308
13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张子璇 女 **************1342
14 新泰市青云中学 郭庆茹 女 **************5302
15 新泰市天宝镇第二初级中学 周子豪 男 **************227X
16 新泰市新甫中学 徐佳艺 女 **************8022
17 新泰市汶南镇第一初级中学 张富饶 男 **************4993
18 新泰市龙池中学 付一笑 女 **************5269
19 新泰市汶城中学 张子凡 男 **************4516
20 新泰市实验中学 李明晓 男 **************2276
21 新泰市西张庄镇中心学校 范诚泽 男 **************1810
22 新泰市青云中学 王娅茹 女 **************0021
23 新泰市羊流镇羊祜学校 郭艺轩 女 **************1364
24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李佳 女 **************0629
25 新泰市青云中学 王孜怡 女 **************5262
26 新泰市实验中学 单一举 男 **************1313
27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陈鑫 男 **************6910
28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马明雨 男 **************6878
29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杨欣雨 女 **************526X
30 新泰市汶南镇第一初级中学 公欣雨 女 **************5269
31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韩晴 女 **************6881
32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徐文倩 女 **************1322
33 新泰市放城镇初级中学 常星 女 **************7300
34 新泰市实验中学 李想 女 **************8028
35 新泰市新甫中学 王晋逸 男 **************0038
36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马明凯 男 **************6879
37 新泰市刘杜镇中心学校 邱婧 女 **************6501
38 新泰市实验中学 张源欣 女 **************0083
39 新泰市岳家庄乡中心学校 谭雅文 女 **************6688
40 新泰市新甫中学 马多 女 **************3405
41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刘加宇 男 **************6875
42 新泰市实验中学 张骏辉 男 **************7413
43 新泰市青云中学 秦可欣 女 **************6840
44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史浩泽 男 **************0634
45 新泰市羊流镇初级中学 张雅雯 女 **************1384
46 新泰市泉沟镇初级中学 刘依诺 女 **************0625
47 新泰市汶南镇第一初级中学 宋瑞康 男 **************4971

1 新泰市东都镇初级中学 朱逢时 男 **************4971

2 新泰市实验中学 臧梓贤 女 **************0022

3 新泰市青云中学 韩妮珂 女 **************2146

4 新泰市实验中学 赵国龙 男 **************0075

5 新泰市实验中学 李玉祥 男 **************6335

6 新泰市实验中学 马千翔 女 **************0021

7 新泰市青云中学 王雅慧 女 **************4980

8 新泰市实验中学 郭天瑾 女 **************4122

9 新泰市青云中学 徐新淇 女 **************0065



10 新泰市翟镇初级中学 张铭涵 男 **************061X

11 新泰市青云中学 李瑞琳 女 **************8020

12 新泰市实验中学 张一诺 女 **************0181

13 新泰市协庄学校 李翰雯 女 **************3864

14 新泰市实验中学 王婧馨 女 **************8028

15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孙朔 男 **************6899

16 新泰市青云中学 张智 女 **************5869

17 新泰市青云中学 薛玉佳 男 **************2699

18 新泰市实验中学 刘锦程 男 **************0034

19 新泰市青云中学 叔翱 男 **************339X

20 新泰市天宝镇第一初级中学 郭方媛 女 **************226X

21 新泰市石莱镇初级中学 郑胜宇 男 **************6870

22 新泰市新汶街道初级中学 李玉柱 男 **************4171

23 新泰市汶城中学 亓继祥 女 **************5005

24 新泰福田实验学校 张晨蕾 女 **************4140

25 新泰市实验中学 于佳莉 女 **************3868

26 新泰市实验中学 边姝畅 女 **************1046

27 新泰市实验中学 蔡润鑫 女 **************0027

公示电话：

体育：17660533672（陈老师）
美术：17660533669（韩老师）
音乐：17660533769（杨老师）

田径特长生排名说明：

1、专项相同、名次相同女生排在前面
2、名次相同时按照以下项目排名：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远、铅球、1500米的顺序排名。



学籍号 成绩 测试项目 备注
***************0116 11"69 100米 特色项目
***************0078 11"72 100米 特色项目
***************0522 11"72 100米 特色项目
***************0347 11"75 100米 特色项目
***************0094 11"78 100米 特色项目
***************0339 13"16 100米 特色项目
***************0202 13"22 100米 特色项目
***************0426 16"10 110米栏 特色项目
***************0531 16"34 110米栏 特色项目
***************0322 16"66 110米栏 特色项目
***************0182 23"88 200米 特色项目
***************0216 23"98 200米 特色项目
***************0435 24"06 200米 特色项目
***************0177 24"09 200米 特色项目
***************0019 24"10 200米 特色项目
***************0182 24"43 200米 特色项目
***************0250 52"47 400米 特色项目
***************0552 53"50 400米 特色项目
***************0288 53"81 400米 特色项目
***************0320 53"85 400米 特色项目
***************0300 53"85 400米 特色项目
***************0564 1'05"94 400米 特色项目
***************0150 1'06"31 400米 特色项目
***************0282 1'08"22 400米 特色项目
***************0247 1'08"40 400米 特色项目
***************0492 1'08"44 400米 特色项目
***************0386 1'09"15 400米 特色项目
***************0470 2'07"13 800米 特色项目
***************0074 2'07"60 800米 特色项目
***************0249 2'09"69 800米 特色项目
***************1039 14.57 铅球 特色项目
***************0243 13.33 铅球 特色项目
***************0038 12.93 铅球 特色项目
***************0481 4.46 跳远 特色项目
***************0243 53.43 铁饼 特色项目
***************0434 30.49 铁饼 特色项目
***************0074 94.17 健美操 特色项目
***************0829 90.70 健美操 特色项目
***************0899 98 足球(男) 特色项目
***************0001 75.57 足球(女) 特色项目
***************0295 13"79 100米 特长生
***************0140 11"47 100米 特长生
***************0026 29"87 200米 特长生
***************0231 24"77 200米 特长生
***************0475 1'07"48 400米 特长生
***************0338 54"93 400米 特长生
***************0635 2'46"55 800米 特长生
***************0081 2'14"76 800米 特长生
***************0211 5.65 跳远 特长生
***************0058 8.06 铅球 特长生



***************0419 5'40"87 1500米 特长生
***************0148 4'31"15 1500米 特长生
***************0438 13"95 100米 特长生
***************0224 11"58 100米 特长生
***************0010 30"15 200米 特长生
***************0329 24"93 200米 特长生
***************0445 1'09"87 400米 特长生
***************1006 55"13 400米 特长生
***************0037 2'15"37 800米 特长生
***************0334 5.59 跳远 特长生
***************0002 7.99 铅球 特长生
***************0501 5'41"99 1500米 特长生
***************0060 4'31"51 1500米 特长生
***************0106 14"13 100米 特长生
***************0203 11"81 100米 特长生
***************0290 24"99 200米 特长生
***************0159 14"23 100米 特长生
***************0566 11"87 100米 特长生
***************0438 24"99 200米 特长生
***************0319 11"96 100米 特长生
***************0619 90.27 健美操 特长生
***************0143 90.15 健美操 特长生
***************0475 83.70 健美操 特长生
***************0275 100 乒乓球 特长生
***************0410 100 乒乓球 特长生
***************0249 95 乒乓球 特长生
***************0574 93.5 乒乓球 特长生
***************0486 85.5 乒乓球 特长生
***************0411 79.5 乒乓球 特长生
***************1028 86.99 足球(男) 特长生
***************0919 86.43 足球(男) 特长生
***************0027 81.69 足球(男) 特长生
***************0113 77 足球(男) 特长生
***************0244 75.54 足球(男) 特长生
***************0258 73.55 足球(男) 特长生
***************0144 71.9 足球(男) 特长生
***************0755 68.97 足球(男) 特长生
***************0057 79.23 足球(女) 特长生
***************0432 76.06 足球(女) 特长生
***************0364 75.24 足球(女) 特长生
***************0197 71.39 足球(女) 特长生
***************0119 70.08 足球(女) 特长生
***************0253 63.4 足球(女) 特长生
***************0527 62.65 足球(女) 特长生
***************0547 57.58 足球(女) 特长生
***************0221 94 美术 美术
***************0658 90.4 美术 美术
***************0379 89.6 美术 美术
***************0700 89.3 美术 美术
***************0004 89.2 美术 美术
***************0662 88 美术 美术



***************0363 87.6 美术 美术
***************0294 86.2 美术 美术
***************0313 86 美术 美术
***************0036 85.2 美术 美术
***************0002 85.2 美术 美术
***************0023 85.1 美术 美术
***************0127 84.8 美术 美术
***************1400 84.8 美术 美术
***************0202 84.7 美术 美术
***************0359 83.9 美术 美术
***************0089 83.3 美术 美术
***************0244 82.8 美术 美术
***************0223 82.6 美术 美术
***************1102 82.1 美术 美术
***************0740 81.8 美术 美术
***************0335 81.6 美术 美术
***************0406 81.2 美术 美术
***************0418 80.8 美术 美术
***************0767 80.2 美术 美术
***************0762 79.4 美术 美术
***************0044 78.8 美术 美术
***************0142 78.8 美术 美术
***************0383 78.7 美术 美术
***************0654 78.2 美术 美术
***************0786 77.9 美术 美术
***************0036 77.7 美术 美术
***************0172 77.5 美术 美术
***************0387 77.4 美术 美术
***************0658 77.2 美术 美术
***************0235 76.8 美术 美术
***************0160 76.6 美术 美术
***************1081 76.5 美术 美术
***************0024 76.4 美术 美术
***************0616 76.4 美术 美术
***************0423 76 美术 美术
***************0484 75.7 美术 美术
***************0736 75.6 美术 美术
***************0139 75.2 美术 美术
***************0310 74.6 美术 美术
***************0341 74.6 美术 美术
***************0182 73.8 美术 美术

***************0066 89.35 音乐 音乐

***************0147 86.84 音乐 音乐

***************0571 85.46 音乐 音乐

***************0553 82.83 音乐 音乐

***************1104 80.9 音乐 音乐

***************0776 79.74 音乐 音乐

***************0530 79.38 音乐 音乐

***************1011 78.85 音乐 音乐

***************0263 78.35 音乐 音乐



***************0735 77.21 音乐 音乐

***************0337 75.85 音乐 音乐

***************0912 75.83 音乐 音乐

***************0096 75 音乐 音乐

***************0005 74.94 音乐 音乐

***************0291 74.55 音乐 音乐

***************0683 73.31 音乐 音乐

***************0595 73.25 音乐 音乐

***************0866 72.54 音乐 音乐

***************1405 70.56 音乐 音乐

***************0095 70.39 音乐 音乐

***************0806 70.37 音乐 音乐

***************0356 69.55 音乐 音乐

***************0057 69.11 音乐 音乐

***************0006 68.49 音乐 音乐

***************1505 68.09 音乐 音乐

***************1501 67.83 音乐 音乐

***************0009 67.52 音乐 音乐

1、专项相同、名次相同女生排在前面
2、名次相同时按照以下项目排名：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远、铅球、1500米的顺序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