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姓名 奖项 证书编号

武汉大学 白  杨 一等奖 SD2019001

北京大学 邱  添 一等奖 SD201900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何志强 一等奖 SD2019003

北京大学 庄子杰 一等奖 SD2019004

山东大学 李博文 一等奖 SD2019005

复旦大学 刘梓辰 一等奖 SD2019006

武汉大学 尚镇冰 一等奖 SD2019007

浙江大学 林徐扬 一等奖 SD201900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肖子达 一等奖 SD201900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闫顺兴 一等奖 SD2019010

北京大学 申武杰 一等奖 SD2019011

南开大学 何家亮 一等奖 SD2019012

四川大学 刘  念 一等奖 SD2019013

北京大学 鲁一逍 一等奖 SD2019014

武汉大学 付佳奇 一等奖 SD2019015

清华大学 郑书恒 一等奖 SD2019016

浙江大学 戴炜拓 一等奖 SD2019017

浙江大学 陈龙腾 一等奖 SD2019018

浙江大学 李家雨 一等奖 SD2019019

附件2：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数学专业组（低年级）获奖名单



清华大学 黄  畅 一等奖 SD2019020

武汉大学 冯  健 二等奖 SD2019021

四川大学 张霖秋 二等奖 SD2019022

复旦大学 史书珣 二等奖 SD2019023

东南大学 顾王韫 二等奖 SD2019024

山东大学 刘  浩 二等奖 SD20190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戎明远 二等奖 SD2019026

北京师范大学 龙辰纲 二等奖 SD2019027

河南科技学院 潘  岩 二等奖 SD2019028

西安交通大学 李迪龙 二等奖 SD2019029

四川大学 张颢瑀 二等奖 SD2019030

武汉大学 焦子昂 二等奖 SD2019031

中山大学 彭  严 二等奖 SD2019032

北京理工大学 谢思哲 二等奖 SD2019033

南开大学 刘竣文 二等奖 SD2019034

华东师范大学 仇天宇 二等奖 SD2019035

吉林大学 王子箫 二等奖 SD2019036

西南大学 唐  康 二等奖 SD2019037

大连理工大学 姜峥艺 二等奖 SD2019038

电子科技大学 漆宇豪 二等奖 SD2019039

福州大学 龙飞宇 二等奖 SD2019040



南京大学 张耕瑞 二等奖 SD2019041

南方科技大学 谷桄辉 二等奖 SD2019042

华中科技大学 舒  洋 二等奖 SD2019043

清华大学 贺宇昕 二等奖 SD2019044

苏州大学 周  啸 二等奖 SD2019045

复旦大学 王语姗 二等奖 SD2019046

吉林大学 赵花丽 二等奖 SD2019047

浙江大学 林浩然 二等奖 SD2019048

厦门大学 罗  涛 三等奖 SD2019049

上海交通大学 商  来 三等奖 SD2019050

南开大学 昌文涛 三等奖 SD2019051

暨南大学 谢仕怀 三等奖 SD2019052

中山大学 陈东恒 三等奖 SD2019053

海南师范大学 王  禹 三等奖 SD2019054

重庆邮电大学 胡济桐 三等奖 SD2019055

南昌大学 袁  冰 三等奖 SD201905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肖纬 三等奖 SD2019057

南京师范大学 王智洋 三等奖 SD2019058

中南大学 吕  博 三等奖 SD2019059

北京大学 仝方舟 三等奖 SD2019060

北京师范大学 岳敬超 三等奖 SD2019061



南京大学 王元昊 三等奖 SD2019062

兰州大学 杨江山 三等奖 SD2019063

山东大学 刘睿涵 三等奖 SD2019064

云南大学 王成铖 三等奖 SD2019065

华中科技大学 林伟晨 三等奖 SD2019066

南开大学 朱文臣 三等奖 SD2019067

西北大学 储鎏辉 三等奖 SD201906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  睿 三等奖 SD2019069

哈尔滨师范大学 孙  璋 三等奖 SD2019070

四川大学 卓沛生 三等奖 SD2019071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赵维可 三等奖 SD2019072

大连理工大学 邓一鸣 三等奖 SD201907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王晓帆 三等奖 SD2019074

兰州大学 刘云鹏 三等奖 SD2019075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中一 三等奖 SD2019076

赣南师范大学 吴禹诗 三等奖 SD201907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文亚 三等奖 SD2019078

天津大学 王  轲 三等奖 SD2019079

广西大学 刘峥荣 三等奖 SD2019080

重庆大学 杨小利 三等奖 SD2019081

辽宁师范大学 于  淼 三等奖 SD2019082



西安交通大学 吴玥瑶 三等奖 SD2019083

兰州大学 罗芳源 三等奖 SD2019084

重庆大学 王旻琦 三等奖 SD2019085

哈尔滨工业大学 方子旋 三等奖 SD2019086

云南大学 周俊合 三等奖 SD2019087

西藏大学 李  韦 三等奖 SD2019088

新疆大学 贺之龙 三等奖 SD2019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