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程猫杯”第一届大湾区青少年信息学
编程竞赛决赛晋级名单（U18组）

序号 姓名 考号 城市 学校 指导老师
1 周子衡 U180185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何泽霖
2 崔隽章 U180232 成都 成都外国语学校 成外
3 吴虹舟 U180167 深圳 深圳中学 陈梓豪

4 丁其安 U180222 广州 广州市第六中学
严开明 、葛阳      

徐景全
5 刘丹清 U180416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严开明
6 甄澄宇 U180126 澳门半岛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孙戈明
7 裘凯希 U180205 绍兴 嵊州中学 黄维康
8 周漠曦轩 U180296 无锡 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 严园园
9 张玮权 U180539 中山 中山市第一中学
10 卢一鸣 U180208 绍兴 嵊州中学 黄维康
11 谷蓁 U180619 长沙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12 林立 U180586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13 李佳琦 U180239 绍兴 嵊州中学 黄维康
14 刘铭仁 U180138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15 梁城玮 U180345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林盛华
16 李炫霖 U180227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17 潘锦炫 U180288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张丽鸿
18 杨淏翔 U180118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19 黄烨 U180592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20 任麒源 U180245 绍兴 嵊州市剡城中学城关校区 黄维康
21 黄奕翔 U180094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高级中学 熊娟
22 冯俊文 U180171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李柏翰
23 曾湘豫 U180129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4 王梓斌 U180214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25 陈翰 U180116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26 盛习尚 U180247 长沙 长沙中雅培粹学校
27 彭星博 U180626 长沙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28 钟乐 U180308 深圳 深圳市翠园中学
29 黄立韬 U180578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30 钟启帆 U180349 佛山 佛山市华英学校 彭景佩
31 陈旭帆 U180282 杨浦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陈雪兵
32 蔡钟渔 U180097 广州 广州市二中
33 胡韬 U180399 杭州 杭州二中树兰实验学校
34 赖浩宸 U180084 深圳 深圳中学
35 吳約瀚 U180522 香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劉智勇
36 刘孟阳 U180127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梁泽贤
37 周学信 U180109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张海强
38 陈实 U180621 长沙 长沙市中雅培粹学校
39 李柬竺 U180147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40 徐战潮 U180294 茂名 广东高州中学
41 黄婉彤 U180187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42 陈乐浚 U180580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43 郑东森 U180258 澳门半岛 澳门濠江中学 梁锦华
44 刘昊言 U180158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李慧琳
45 李欣蔚 U180170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李柏翰
46 江俊宇 U180544 中山 中山市第一中学
47 陈士达 U180139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张海强
48 董纪枫 U180181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49 崔锦鸿 U180271 东莞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王炜文
50 郑佳颖 U180584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51 翁维 U180284 茂名 广东高州中学 龙萍
52 魏宇嘉 U180273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53 梁韬 U180278 江门 江门市第一中学 薛霜
54 江彦韬 U180249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梁泽贤
55 戴骏腾 U180295 东莞 东莞市东莞中学 方东跃
56 李润安 U180262 东莞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王炜文
57 李尚道 U180225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黄秉刚
58 施乐存 U180108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第二中学 张海强
59 郑锐涵 U180591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60 严梓豪 U180121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陈嘉庆
61 郑鸿鑫 U180330 东莞 东莞市东莞中学 方东跃
62 白羽 U180169 深圳 深圳中学 陈梓豪

63 霍士弘 U180431 深圳 深圳市南山二外（集团）海德学
校64 黃緯俊 U180531 香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劉智勇

65 吴禅 U180110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葛阳
66 李行健 U180150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67 温家睿 U180257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68 張卓男 U180521 香港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劉智勇
69 黄振源 U180182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70 周朗辉 U180417 佛山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周小成
71 卢泰烨 U180286 中山 中山纪念中学
72 张天力 U180107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张海强
73 陈梓健 U180183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74 李哲彦 U180172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李柏翰
75 孔繁铭 U180175 澳门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孫戈明
76 许熙宇 U180331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刘坚
77 陈祖翰 U180179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何泽林
78 黄浩宇 U180177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79 杨凡 U180392 广州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卓培工
80 黎海韵 U180123 澳门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 孙戈明
81 杨舒涵 U180088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82 唐俊豪 U180354 澳门 濠江中学 王诗震
83 王志钢 U180581 汕头 汕头市金山中学
84 秦梓杰 U180241 广州 广州市第六中学 叶植爽
85 廖嘉欣 U180500 澳门 澳门培正中学 卢圣生
86 马子衡 U180136 深圳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刘溯
87 陈柏均 U180151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88 徐鑫 U180272 江门 江门市第一中学
89 张奕 U180100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90 李金涛 U180178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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