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组别 队伍名称 队员姓名 指导教师 获奖等级

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小学组 七能4队 曾春桥 陈晓瑞　罗怡 一等奖

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小学组 七能2队 董昊欣 陈晓瑞　罗怡 一等奖

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小学组 七能1队 崔宇宸 陈晓瑞  罗怡 一等奖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小学组 新锦1队 黎柏林 何军，吴伟 一等奖

宣汉县蒲江小学 小学组 蒲小2组 李佳霖,王梓皓 程艳、李文华 一等奖

宣汉县普光学校 小学组 巴人二队 覃福坤,杨涵 王芬、杨森 一等奖

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小学组 七能3队 高翌宸 陈晓瑞　罗怡 一等奖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小学组 红专狮 张博林,封国炜 万明、赵祖军 一等奖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杨博杰,李辰逸 马娟、何敬宗 一等奖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小学组 新锦4队 唐伟宸 何军，李晓霞 一等奖

宣汉县蒲江小学 小学组 蒲小1组 程俊昊,王重庆 程艳、王洪 一等奖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小学组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于歆宸,刘明欣 吕林、王生 一等奖

宣汉县普光学校 小学组 巴人一队 王艺泽,李海铭 肖杰、王桂梅 一等奖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任成卓,钱奕辰 万诚、黄先锋 二等奖

万源市第一小学 小学组 智能分拣 王浩林,罗明沣 王强 二等奖

达川区逸夫小学 小学组 逸鹰2队 胡楷楠,钟济骏 黎印、陈平 二等奖

大竹县第一小学 小学组 能源分类 邓翔升,陈甘霖 王丹丹 周佳飞 二等奖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小学组 红专虎 杨东翼,刘桓丞 孙培军、万明 二等奖

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八小能源分类三组 胥权洲 张玉华，杨丁 二等奖

万源市第二小学 小学组 万二小一队 肖宇轩,张耀夫 肖文峰，王修荣 二等奖

万源市第一小学 小学组 智慧搬运 罗明沣,王浩林 王强 二等奖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何林鑫,陈俊儒 何敬宗、万诚 二等奖

万源市第二小学 小学组 万二小二队 张星博,张文翰 肖文峰，林红 二等奖

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八小能源分类五组 苏泓博 王本波，赵波 二等奖

宣汉县红峰镇中心校 小学组 红峰队 谯轩 刘珊、蔡永刚 二等奖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小学组 红专豹 张恒瑞,向美琳 张勃芳、熊伟 二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1组 徐炜焯,陈致宇 彭肖勇、张晶 二等奖

宣汉县南坝镇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组 极光队 阳子贤,奚晨源 田小丽、向忠 二等奖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百节溪小学 焦帅康,孙鸿翔 黄先锋、何敬宗 二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12组 刘俊熙,段俊宇 彭肖勇、张晶 二等奖

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小学组 金兰能源分类A组 任浩宇,李欣洛 幸元惠，张元文 二等奖

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小学组 文华飞虎队 朱期宇,冉焰杰 杨琳，赵渠汇 二等奖

宣汉县红专路小学 小学组 红专龙 向名升,于淼 赵祖军、石娟 二等奖

万源市第二小学 小学组 万二小三队 覃伟棋,谭铂凡 王修荣，林红 二等奖

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八小能源分类四组 廖信博 李盛，何强 三等奖

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八小能源分类二组 黄少华 任华平，杜加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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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第八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八小能源分类一组 王华巍 杨祚强，毛远政 三等奖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小学组 新锦3队 刘启蘅 何军，刘伦文 三等奖

大竹县川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小学组 川师大竹小组 王俞渊,杨韬 刘艺，杨金燊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2组 李俊霖,刘柠熙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小学组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雷文韬,雷远卓 吕林、王生 三等奖

达川区三里小学 小学组 飞翔号2 柏蕴芝 柏顺发，宋霓妮 三等奖

达川区三里小学 小学组 飞翔号1 刘明洋 易高兵，丁莉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花溪学校 小学组 能源3组 张俊森 魏波，罗湘君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花溪学校 小学组 能源2组 唐子渊 石楚义，梅玲琳 三等奖

达川区实验小学花溪学校 小学组 能源1组 阳明志 罗会丹，陈霞 三等奖

达川区新达小学 小学组 新达666 李佳静,张珈绮 覃熠 三等奖

达川区逸夫小学 小学组 逸鹰1队 萧苹珂,周俊宏 周明君、吴青松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11组 张峰铭,杨竣瑞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10组 欧一仕,郑意林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9组 杨天颜,陈熙元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8组 郑景然,邓淋文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小学组 东辰7组 李艺,李彦谆 彭肖勇、张晶 三等奖

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小学组 金兰能源分类B组 张晶晶,郝润泽 董光成，张元文 三等奖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小学组 新锦2队 吴文博 何军，李根 三等奖

通川区文华街小学校 小学组 文华和谐队 李沁林,肖李宛昕 田红琼，郑啸 三等奖

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区一小4 赵梓嘉,王禹薇 黎金凤，曹磊 三等奖

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区一小2队 王乾懿,彭俊毅 刘百巧，何玲 三等奖

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小学组 通川区一小1队 杨芸熙,张诗悦 刘百巧，何玲 三等奖

宣汉县厂溪镇中心校 小学组 追风少年 庞博,黄明辉 高强、贺志丹 三等奖

宣汉县厂溪镇中心校 小学组 逐风少年 陈凡,黄志恒 高强、陈高超 三等奖

宣汉县东乡小学 小学组 东乡小学一队 符纯晨阳 王瑶、任厚良 三等奖

宣汉县东乡小学 小学组 东乡小学二队 王添星 任厚良、卢秋菊 三等奖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一队 李程双 李宗晏、于水 三等奖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 小学组 宣汉县胡家镇小学二队 李程威 李宗晏、于水 三等奖

宣汉县南坝镇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组 雄鹰队 李幸平,陈秋宇 符玲、杨峰 三等奖

宣汉县清溪宏文学校 小学组 宏文T2队 冉子豪 郝建军、李翔 三等奖

宣汉县上峡学校 小学组 上峡队 吴彦涛,李欣玮麒 何立、谭靖 三等奖

宣汉县土黄镇小学 小学组 土小一队 吴先煜,崔登保 李佳璐、汪爽 三等奖

宣汉县新华镇河坝中心校 小学组 河坝中心校 何俊余,余佰豫 夏蕾蕾 三等奖

宣汉县新华镇河坝中心校 小学组 河坝中心校 李昊,王元节 刘渝 三等奖

大竹县川师大附属实验学校 初中组 川师大竹1队 唐靖双,于君荣 唐华，张双 一等奖

宣汉县南坝中学 初中组 南中能源分类4 向虹霖,唐政宇 吴霜、覃源 一等奖

宣汉县南坝中学 初中组 南中能源分类3 冉茂辉,阳家豪 孙凤、吴勇 一等奖

宣汉县普光学校 初中组 雄鹰一队 赵彬宇,丁雨涵 王芬、赵大忠 一等奖

达川区东辰学校 初中组 东辰13组 卢健锋,庞雍 彭肖勇、曹紫艳 二等奖



宣汉县普光学校 初中组 雄鹰二队 邱浩,严昊宇 刘孟明、陈红 二等奖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初中组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于秀萍,于文程 吕林、王生 二等奖

宣汉县南坝中学 初中组 南中能源分类2 陈翔,吴量 修胜、陈道荣 二等奖

宣汉县第二中学城关学校 初中组 能源分类A队 廖若谷 向阳董、冉志刚 二等奖

宣汉县土黄中学 初中组 宣汉县土黄中学 陈毅,段玲玲 邓莉 二等奖

宣汉县土黄中学 初中组 宣汉县土黄中学 李广鑫,孙闽粤 邓莉 三等奖

宣汉县第二中学城关学校 初中组 能源分类C队 肖兴斌,庹浩文 向阳董、冉志刚 三等奖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初中组 宣汉县马渡关学校 石容,欧阳飞翔 吕林、王生 三等奖

达川四中 初中组 四中组 郝俊雄 何翼 三等奖

四川省达川中学 初中组 能源分类 夏巍 左芳君 三等奖

宣汉县胡家初级中学 初中组 胡家中学 赵鑫阳,冯历 戚文波、杨习兵 三等奖

达川四中 初中组 四中2队 何流,朱淼 何翼 三等奖

宣汉县第二中学城关学校 初中组 能源分类B队 陈韦竹 向阳董、邱  成 三等奖

宣汉县清溪宏文学校 初中组 宏文T1队 李佳玥,张燕妮 王栋、陈举文 三等奖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高中组 XHZZ能源启航队 王刚 何良慧、韩林 一等奖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高中组 1队 袁茂林,黄金发 陈力、李绍荭 一等奖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高中组 XHZZ能源梦之队 张诚 何良慧、李霞 二等奖

四川省开江中学 高中组 四川省开江中学 张士航,孙韩 谭军   谭述 二等奖

四川省开江中学 高中组 四川省开江中学 蒋兴财,卞耘天 谷南平    尚昆川 二等奖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高中组 2队 王祯,蒲晶晶 蔡宪清、孙兴华 三等奖

宣汉县南坝中学 高中组 南中能源分类1 杨自豪,吴懋华 岳旭、雷今杰 三等奖

四川省渠县中学 高中组 龙骧队 李洋洋,李林馨 徐翔，杨勇 三等奖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高中组 XHZZ能源奋进队 姚胡川,王倩 何良慧、李霞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