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证书编号 组别 参赛选手 学校 指导教师 奖次

ck001 小学组 程刘润生、崔楷仓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一等奖

ck002 小学组 王宣乔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一等奖

ck003 小学组 武星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一等奖

ck004 小学组 马晨轩、晁世豪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袁萍萍 一等奖

ck005 小学组 李不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一等奖

ck006 小学组 冯雨鑫、袁一诺 西安高新一小 一等奖

ck007 小学组 强天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二等奖

ck008 小学组 毛照文、张宝琦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袁萍萍 二等奖

ck009 小学组 李镐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二等奖

ck010 小学组 司昕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二等奖

ck011 小学组 罗子豪、张沁悦 未央区西航三校 二等奖

ck012 小学组 赵悦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二等奖

ck013 小学组 赵鑫然、韩文君 西安高新一小 二等奖

ck014 小学组 王德鑫、方忻珂 未央区西航三校 二等奖

ck015 小学组 刘宇祺、杨佳朋 西安高新一小 二等奖

ck016 小学组 杨凯文、王宁晨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三等奖

ck017 小学组 张博轩、郝家瑞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三等奖

ck018 小学组 靳熠飞、王翰飞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小学 袁萍萍 三等奖

ck019 小学组 郝文硕、李怡然 西安高新一小 三等奖

ck020 小学组 付沫闻、孙安阳 西安高新一小 三等奖

ck021 小学组 庞旭宸、刘懿轩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三等奖

ck022 小学组 王孟诺言、任晨煦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三等奖

ck023 小学组 宋庆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张琴英 三等奖

ck024 小学组 王梓峥、周琛皓 西安高新一小 三等奖

ck025 小学组 张钰婷、张婕妤 西安高新一小 三等奖

ck026 小学组 卫梓涵、陈嘉熠 未央区西航三校 三等奖

ck027 初中组 贾听雨、李万晴、张董雨菲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一等奖

ck028 初中组 孙钰哲、刘新田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一等奖

ck029 初中组 胡疏桐、张一凡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高迪 一等奖

ck030 初中组 苏晨扬、王西米、韩韵铎 西航二中 二等奖

ck031 初中组 杨家宝、白家睿 西航二中 二等奖

ck032 初中组 单明琪、张乐祺、刘必昂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二等奖

ck033 初中组 于皓松、朱文东 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 赵连杰 二等奖

ck034 初中组 姚泽远、田钰玮、尚海洋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二等奖

ck035 初中组 姚承均、常越、马赫言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三等奖

ck036 初中组 王润洲、苏子杰、闫瑞华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三等奖

ck037 初中组 王子昊、吴刘将、牟少甫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三等奖

ck038 初中组 吴毅豪、南昊承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三等奖

ck039 初中组 吴婧禾、江勃霖 西安铁一中分校 杨丽芳 三等奖

ck040 高中组 张博栋、杨晨曦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一等奖

ck041 高中组 杜怡菲、张泽群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一等奖

ck042 高中组 刘戈冬、张睿 阎良区西飞一中 一等奖

ck043 高中组 何怡霏、王靖元、吴青谊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二等奖

ck044 高中组 张玉奇、胥斌、杨毅桐 宝鸡市长岭中学 晁沛 二等奖

陕西省第十七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创客项目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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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045 高中组 郝锦涛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二等奖

ck046 高中组 薛靖晖、周义杰 陕西省丹凤中学 二等奖

ck047 高中组 康浩铭、袁骁喆、赵潇航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二等奖

ck048 高中组 张立志 蒲城县尧山中学 李军锋 三等奖

ck049 高中组 肖飒、闫韵冰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刘晨 三等奖

ck050 高中组 李仕佳、韩欣洲、陈昱辰 西安高级中学 陆裕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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