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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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2组）

序号 姓名 考号 城市 学校 指导老师
1 段起煜 U121310 东莞 东莞外国语学校 刘事海
2 张开源 U121148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张三峰
3 奚晟哲 U120687 韶关 韶关市执信小学 钟良锋
4 李子优 U120690 深圳 深圳市荔园小学百花校区 王雯夫
5 梁天营 U120844 深圳 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
6 卢毅奇 U120351 佛山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何讯基
7 吴童谣 U120792 韶关 东岗小学
8 孟相宇 U120997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 张老师
9 张子望 U120353 佛山 佛山市实验学校
10 涂竣博 U121363 深圳 红岭小学
11 段霁桓 U121424 深圳 深圳市布心小学
12 林子华 U120622 韶关 韶关市浈江区执信小学

13 马宇飞 U121537 浦东新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陈明

14 张行一 U120204 深圳 前海小学
15 陈昊廷 U120375 广州 广州市南沙榄核中学
16 刘小乐 U120848 深圳 深圳市福田城市绿洲学校
17 傅九瑞 U120277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 于保红
18 韩尚耘 U120804 西城区 北京雷锋小学 郑海树
19 郭涵睿 U120522 深圳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科苑小学 王雯夫
20 杨楚琰 U120264 成都 成都爱思瑟国际学校 郑海树
21 蒋昀希 U121190 佛山 桂城街道花苑小学 徐可
22 朱瀚阳 U120200 深圳 深圳市石厦学校
23 高培淇 U121008 和平区 天津市万全小学
24 赖禹辰 U120909 广州 康有为纪念小学
25 郭雨霏 U121408 南通 外国语初中 杜洪彧
26 吴同春 U120321 中山 中山市东区水云轩小学
27 曾鑫 U120619 韶关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东岗小学
28 严宇轩 U120540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王雯夫
29 吴俊毅 U120800 广州 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30 周彦 U120921 苏州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31 麦嘉乐 U121033 韶关 武江区黄田坝小学 钟良锋
32 关翔曦 U121611 佛山 佛山南海中心小学 许可
33 刘睿琳 U122543 衡阳 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34 钟昊燊 U121132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城区小学 麦洁玲
35 马恺 U121430 杭州 杭州市滨文小学 李健
36 黄思齐 U120299 深圳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小学
37 杨洛 U121478 广州 水荫路小学

38 王喆一 U120881 广州 广州回民小学 胡欣华、赵青
海39 陈子楠 U120317 中山 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小学 段甜

40 卢鹏宇 U120984 深圳 深圳市蛇口教育集团育才二小
41 肖皓嘉 U120663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小学 黄燕燕
42 杨彬学 U121088 广州 晓园小学 陈康



43 郑宇 U121632 深圳 深圳市百外春蕾小学
44 刘逸轩 U121922 成都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刘洪
45 曾烨 U121656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中心小 梁海仪
46 赖仕恂 U120272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中心小学 方海珠
47 万柏麟 U120628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 葛海燕
48 李文迪 U120646 佛山 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49 曹奇嵘 U121318 佛山 南海中心小学 梁海仪
50 张普文 U120328 韶关 黄田坝小学 钟良锋
51 邹博霖 U120652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杜灿基
52 冼千皓 U120820 广州 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
53 沈子钦 U120907 广州 广州市东山培正小学 张水军
54 陈可佳 U120339 广州 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 古根灯
55 柯博晨 U121041 广州 广大附中增城实验中学 刘江
56 王家宸 U120945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 陈茂彬
57 艾承睿 U120521 佛山 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杨宇
58 邓诏丰 U120496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59 陈宇梁 U121137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 陈康、刘一乐

60 李想 U120273 中山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小学 罗老师
61 曹镒轩 U121654 广州 龙口西小学 陈琰
62 吕澄 U121664 东莞 东莞市东城第八小学 李计绸
63 刘振东 U121736 佛山 金溪小学 林夏菲
64 张昊宇 U121846 深圳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坂田学校 杨睿
65 王子程 U121561 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天河实验学校 何泽林
66 周子焱 U120726 中山 沙溪龙瑞小学
67 陈思敏 U121054 广州 广州开发区第一小学
68 欧泓韬 U121066 广州 番禺区洛浦中心小学 黄垚开
69 侯心越 U120827 广州 番禺区钟村中心小学
70 肖籽洋 U120990 广州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 可达村
71 黄杰辉 U120601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黎志宏
72 黄匀 U120829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中心小学 梁海仪
73 刘巍 U120682 韶关 韶关市浈江区实验学校 钟良锋
74 沈钊诚 U120966 广州 广州海珠区实验小学
75 张舰 U120738 中山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76 简湛殷 U120594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育才学校 何泽林
77 陈俊荣 U121585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78 金远阳 U120472 东莞 东莞市南城区阳光第六小学
79 邓正浩 U120331 中山 广东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
80 吴柏骏 U121447 深圳 前海小学
81 王令洲 U121941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水头小学 钟舒婷
82 符沅哲 U120868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学校 萧利峰
83 蔡皓朗 U121000 广州 广州市宝玉直实验小学
84 何家麒 U120358 韶关 韶关市金福园小学 钟良锋

85 郭懿轩 U120563 广州 广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学 陈伟涛、林瀚

86 李承翰 U121236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何泽林
87 胡书琳 U121667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羊城花园小学
88 黄泊宁 U120195 东莞 东莞外国语学校 罗俊辉
89 周天梓 U120210 深圳 深圳南山外国语集团大冲小学
90 程杨铭 U120214 深圳 深圳实验学校坂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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