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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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5组）

序号 姓名 考号 城市 学校 指导老师
1 陈洋 U150230 广州 广州市执信中学 庄蓓
2 张劭文 U150290 珠海 珠海市第十中学 赖甲坎
3 刘宇轩 U151528 东莞 东华初级中学 龙涛丰
4 童嘉棋 U150945 绍兴 剡城中学教育集团城关校区 黄维康
5 栾泓锐 U150145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中学部 刘畅
6 邓熙健 U150308 珠海 珠海容闳书院 范好
7 王孜研 U151097 湛江 湛江二中港城中学
8 晏梓豪 U150334 深圳 深圳大学附属中学 傅莘
9 司徒子瑄 U150747 珠海 珠海市第八中学 舒建潮
10 杨立伟 U150251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11 南天放 U150365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12 张致 U150389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13 陈子坤 U150770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葛阳
14 程政凯 U151092 佛山 南海实验中学 刘凤兰
15 陈佳纬 U150649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16 蔡松洋 U150779 珠海 珠海市九洲中学
17 黄馨瑶 U151404 广州 广州市六中珠江中学
18 罗梓鸣 U151083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
19 李柏锐 U151161 东莞 东莞市东华小学 杨老师
20 钟文轩 U151390 珠海 珠海市紫荆中学凤凰路校区
21 陈彦涛 U150466 广州 广州市铁一中学 陈旭龙
22 陈信帆 U150273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23 刘绎 U150149 深圳 深圳市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饶宇珊
24 周圣杰 U150655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25 邓淇 U150412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26 郭响宇 U150697 广州 广州市执信中学 庄蓓
27 韩梓唯 U151582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李国豪
28 覃凯 U150934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二中
29 余乐洲 U150383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梁泳玲
30 饶瀚宸 U150446 韶关 广东北江中学 杜德金
31 曾瑞 U151457 东莞 东华初级中学生态园校区 龙涛丰

32 冯奕涵 U151129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
小学

梁海仪

33 朱子明 U150328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小学 何泽林
34 司越 U151464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张新华
35 陈悠然 U150164 广州 广州市第六中学珠江中学 张新华
36 刘智冲 U150239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葛阳
37 陈光裕 U151138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葛阳
38 李承恩 U151232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徐景全
39 梁展榕 U151455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40 张罗亮 U150154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41 杜宸宇 U150175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42 刘冠东 U150236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43 陈乐山 U150527 佛山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谭聪

44 程伟峻 U150654 深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实验学校
潘金贤、王凌

45 廖子彬 U151283 佛山 广东德胜学校 陈兵
46 蔡博燊 U150291 广州 广州六中珠江中学 张新华
47 曾子睿 U150297 韶关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 钟良锋
48 沈钡 U150963 绍兴 嵊州市城关中学
49 何家睿 U150603 佛山 西樵镇西樵中学 梁冠健
50 陈东武 U150321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51 李睿轩 U150597 广州 农林下路小学 何泽林
52 马仲邈 U150558 佛山 灯湖小学 苏文睿
53 郑天烁 U150464 聊城 山东省茌平区实验中学 赵维凯
54 王思然 U151564 杨浦区 民办兰生复旦中学 周俊杰
55 张力玺 U151123 成都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陈洋
56 魏因希 U151094 佛山 南海实验中学 刘凤兰
57 叶晟沣 U150393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58 李耀輝 U150631 澳门半岛 澳門劳工子弟学校 孙戈明
59 陈照睿 U150392 佛山 容桂外国语学校 李政恒
60 鲁耀天 U151446 朝阳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 陈敏焕

61 黄子锐 U150861 绍兴 嵊州市剡城中学教育集团城关校
区

黄维康

62 兰若诚 U150346 深圳 深圳市耀华实验学校 刘溯
63 张雨萱 U151236 深圳 深圳中学 陈锐彪
64 陈道安 U151546 广州 广州市第六中学 严开明
65 罗浩 U150508 广州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王晓鹏
66 陈睿 U150419 东莞 东莞外国语学校
67 夏铎文 U150566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初中部 曾晨怡
68 朱炯宇 U150622 汕头 汕头市金平区金园实验中学
69 沙天铭 U150232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陈嘉庆
70 付余阳光 U151240 武汉 武汉七一华源中学 徐刚
71 滕梓凡 U151259 广州 广州市执信中学 庄蓓
72 周夏 U150617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学 可达村
73 林培森 U151348 佛山 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刘凤兰
74 程大拙 U150509 深圳 深圳耀华实验学校 刘溯
75 李浩然 U150162 深圳 深圳中学 曾炜杰
76 雷子希 U151081 广州 广州中学 赵海青
77 凌海逸 U151033 金华 金华市第四中学 滕俊芬

78 邱嘉俊 U151323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        

第一初级中学
刘凤兰

79 邱鸿绪 U150461 深圳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
中

吴晓茜

80 张祖翊 U150950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81 欧永昌 U150367 中山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李晓洁
82 赵祥涛 U151565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胡伟，梁泳玲
83 隆彦洁 U151495 深圳 丹堤实验学校
84 宋锦儒 U151208 佛山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周小成
85 谢易居 U151180 广州 广州市第二中学 林盛华
86 方阅 U150515 广州 广东实验中学 陈润祥老师
87 刘文哲 U150416 东莞 东莞市南城中学 马文强



88 张立晨 U150748 汕头 金园实验中学 李雪琪
89 俞志昊 U150790 绍兴 剡城中学教育集团城关校区 黄维康
90 邓钧 U150815 佛山 佛山市南海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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