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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文件  

 

 

 

 
 

 

豫教基二〔2018〕169 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 2016 级河南省普通高中省级优秀 

学生名单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省实验中学、河大附中、河

师大附中：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 2016 级普通高中省级优秀学

生的通知》（教基二〔2018〕1016 号）精神，经过层层推荐和

审核公示，确定朱斌等 82 名学生为 2016 级河南省普通高中优秀

学生。 

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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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6 级河南省普通高中省级优秀学生名单 

 

 

 

2018 年 12 月 26 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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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6 级河南省普通高中优秀学生名单 

姓 名 学籍辅号 学    校 证书编号 

朱 斌 20160101060042 郑州市回民中学 豫教〔2018〕41468号 

赵雨珂 20160101070122 郑州市第七中学 豫教〔2018〕41469号 

王淇萱 20160101810504 郑州中学 豫教〔2018〕41470号 

吴伯轩 20160122010633 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71号 

张千一 20160183061312 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72号 

张千一 20160184030191 新郑市第三中学 豫教〔2018〕41473号 

郭佳音 20160201020518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74号 

于 郅 20160201021084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75号 

戴雨辰 20160201290026 开封市开封高中实验学校 豫教〔2018〕41476号 

王艺博 20160301030713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477号 

郭嘉骏 20160324010311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78号 

郭梦阳 20160329010026 伊川县第一高中 豫教〔2018〕41479号 

徐雨伽 20160381010043 偃师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80号 

杨 健 20160381011501 偃师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81号 

张世铎 20160401010292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2号 

张子瑶 20160401010568 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3号 

余佳颖 20160423010776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84号 

袁马轲 20160501010674 安阳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5号 

李坤仡 20160527011110 内黄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6号 

张景凯 20160581010302 林州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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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航 20160601040125 鹤壁市高中 豫教〔2018〕41488号 

侯清怀 20160622010380 淇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89号 

吕咏轩 20160701020112 新乡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90号 

赵莹杉 20160701020621 新乡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91号 

张青林 20160724010508 获嘉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92号 

马天宇 20160821011116 修武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493号 

慕公培 20160825011146 温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94号 

张 婧 20160882070354 沁阳市永威学校 豫教〔2018〕41495号 

朱 越 20160901010916 濮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96号 

陈博英 20160906020712 濮阳市油田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97号 

王明阳 20161001011144 许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98号 

宋朋洋 20161023030253 许昌市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499号 

王子祺 20161025010132 河南省襄城高中 豫教〔2018〕41500号 

罗佳伟 20161101051347 漯河市第五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1号 

张德力 20161101111075 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2号 

刘翌鸣 20161201080306 三门峡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3号 

郑灵茜 20161282010507 灵宝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4号 

曾晓乙 20161301100261 南阳市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505号 

王 壮 20161301121494 南阳市第五中学校 豫教〔2018〕41506号 

郑新艳 20161322010415 方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7号 

王子路 20161323011490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8号 

杨 瀟 20161325011350 内乡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09号 

王 宁 20161326011642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0号 

王晓雪 20161401010802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1号 



 — 5 — 

陈靖怡 20161401010936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2号 

王迦舜 20161401011718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3号 

皇甫家敏 20161401012213 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4号 

周 雅 20161422010763 睢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5号 

易诚智 20161501010023 河南省信阳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6号 

袁岚枫 20161503011197 河南省信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7号 

吴思学 20161523010412 新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8号 

张京瀚 20161524011001 河南省商城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19号 

张世强 20161526031129 河南省潢川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0号 

王颍秀 20161621011924 扶沟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1号 

张逸哲 20161623011803 商水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2号 

崔 洋 20161624012850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3号 

胡溢阳 20161625011868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4号 

胡林子 20161625012436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5号 

王淞瑶 20161626011670 河南省淮阳中学 豫教〔2018〕41526号 

张 钰 20161627014168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7号 

田清扬 20161681042859 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8号 

张智涵 20161701011135 河南省驻马店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29号 

彭郑威 20161721021557 西平县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0号 

董子涵 20161722010145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1号 

陈思帆 20161724021371 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2号 

孟 盟 20161726011295 河南省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3号 

胡玉涛 20161727021221 河南省汝南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4号 

郑毓恒 20160881011125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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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尘 20160181021223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6号 

孙祥宇 20160225010103 兰考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7号 

杨嘉波 20160482010397 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8号 

毛钶翔 20160526010260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39号 

葛勇展 20160728011445 长垣县第一中学 豫教〔2018〕41540号 

刘 智 20161381011504 邓州市一高中 豫教〔2018〕41541号 

朱恒志 20161481012074 永城市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42号 

吕牧原 20161525010346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43号 

谢 天 20161525012405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44号 

尹硕硕 20161628012902 鹿邑县高级中学校 豫教〔2018〕41545号 

祁朋龙 20161729010917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豫教〔2018〕41546号 

李易敏 20160101400008 河南省实验中学 豫教〔2018〕41547号 

何泉蓉 20160201010489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548号 

侯昀伯 20160701010168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豫教〔2018〕4154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