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世界数学团体锦标赛少年队个人赛获奖

队名 姓名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申宇安 金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邹明轩 金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郭尧昱 金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程浩宇 金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徐博达 金

嘉兴少年A队 沈哲诚 金

泉州少年A队 邱恺晨 金

泉州少年B队 邱卓珩 金

西安平行线教育少年队 胡锦锴 金

泉州少年A队 刘星宇 金

台灣少年隊 施博瀚 金

台灣少年隊 王家宏 金

台灣少年隊 黃意奇 金

台灣少年隊 鄭朝孔 金

菲律宾少年A 队 Chan, Andrei Lenard 金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陈锐韬 银

南京少年队 张羽寒 银

泉州少年A队 毕升 银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陈俊杓 银

泉州少年A队 施俊杰 银

北京学而思少年队 田葆华 银

呼和浩特少年队 陈宇轩 银

辽宁省少年队 富百浩 银

辽宁省少年队 桑逸恺 银

南京少年队 余翔 银

嘉兴少年A队 王昱心 银

嘉兴少年B队 严雯乐 银

泉州少年B队 王麒杰 银

辽宁省少年队 张丹昊 银

嘉兴少年A队 张扬 银

泉州少年B队 胡乔威 银

辽宁省少年队 程梓桐 银

沈阳市少年队 张子周 银

嘉兴少年A队 莫树宸 银

嘉兴少年B队 陈立果 银

泉州少年A队 洪境坤 银



台灣少年隊 王柏鈞 银

香港少年2队 Wan Tsz Wai 温子璋 银

保加利亚少年队 Petar Antonov 
Stamenov

银

保加利亚少年队 Daniel Dimitrov Lalov 银

保加利亚少年队 Simeon Simeonov 
Glavchev

银

菲律宾少年C队 Chua, John Vincent 银

香港少年1队 Yu Liheng 银

香港少年2队 Ng Yuk Fung 银

保加利亚少年队 Viktoria Ivova 
Dimitrova

银

保加利亚少年队 Angel Ivanov Marinov 银

菲律宾少年B队 Reyes,Louise Ada 银

菲律宾少年B队 Sia, Benn Jethro 银

蒙古少年B队 Annabelle Seaborn 银

沈阳市少年队 王若鑫 铜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黄汇智 铜

嘉兴少年A队 徐以则 铜

嘉兴少年A队 费昕 铜

嘉兴少年B队 王舟远 铜

西安平行线教育少年队 杨少舸 铜

辽宁省少年队 严梓丹 铜

辽宁省少年队 程梓峻 铜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王梓帆 铜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付佳睿 铜

嘉兴少年B队 沈梦轩 铜

邢台少年B队 李子昂 铜

呼和浩特少年队 杨馥羽 铜

沈阳市少年队 关翔曦 铜

沈阳市少年队 王仲祺 铜

南京少年队 安锐博 铜

泉州少年B队 胡伯荣 铜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陈至皓 铜

呼和浩特少年队 李响 铜

嘉兴少年B队 虞王烨 铜

嘉兴少年B队备选 钟逍逸 铜

沈阳市少年队 卢士澄 铜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仇鹏皓 铜

嘉兴少年B队 朱博闻 铜

呼和浩特少年队 史克炜 铜



沈阳市少年队 柏赫言 铜

泉州少年B队 陈君钊 铜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林俊达 铜

长春市东北师大附中少年队 牛思远 铜

吉林市少年队 尹冠霖 铜

南京少年队 徐志铭 铜

嘉兴少年B队备选 金阳 铜

嘉兴少年B队备选 戚大可 铜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杨冠儒 铜

香港少年2队 Ng Ching Hin 铜

香港少年2队 Hui Ting Kwan 铜

香港少年2队 Lam Ka Chai Markus 铜

台灣少年隊 陳鍇灝 铜

菲律宾少年A 队 Ku,Inigo Lorenzo 铜

菲律宾少年A 队 Sia, Breann Jean 铜

菲律宾少年B队 Abdulsalam, Almira 
Ava Jamil

铜

蒙古少年A队 Tushig Bilguun 铜

蒙古少年A队 Kean Huy Alado 铜

邢台少年B队 刘正阳 优秀

包头少年队 王翊扬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张东宁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王梓鉴 优秀

呼和浩特少年队 杨济豪 优秀

呼和浩特少年队 王意超 优秀

吉林市少年队 李俊池 优秀

吉林市少年队 翟丞铭 优秀

泉州少年A队 蔡鹏翔 优秀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陈皓扬 优秀

西安平行线教育少年队 宋汝毅 优秀

合肥少年队 李诗琪 优秀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陈芷薇 优秀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陈孟锐 优秀

邢台少年B队 韩炳森 优秀

邢台少年B队 孙知非 优秀

包头少年队 张瀚聪 优秀

南京少年队 邢济川 优秀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李可晴 优秀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蔡金池 优秀



湛江市少年1队（才达斯） 梁宇军 优秀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谭迪声 优秀

湛江市少年A队（创新思维） 梁凯铭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刘金浩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郝悦宁 优秀

包头少年队 樊晓嘉 优秀

包头少年队 王浩廷 优秀

西安平行线教育少年队 唐子恒 优秀

邢台少年B队备选 孙雨桐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张家瑄 优秀

邢台少年B队 鹿竞泽 优秀

包头少年队 李靖妍 优秀

包头少年队 王思淇 优秀

吉林市少年队 唐雨轩 优秀

吉林市少年队 代珅同 优秀

南京少年队 姜若恒 优秀

合肥少年队 杨鹏远 优秀

泉州少年B队 蔡延杰 优秀

邢台少年B队 郝志杰 优秀

合肥少年队 鲁奥 优秀

邢台少年B队备选 李 诺 优秀

吉林市少年队 胡津铭 优秀

邢台少年A队 孔祥睿 优秀

香港少年1队 Lau Chun Wing 优秀

香港少年1队 Lei Ka Kin 优秀

香港少年1队 Lam Chun Lok 优秀

香港少年1队 Wong Yuk Chiu 优秀

香港少年1队 Lau Ka Wing 优秀

香港少年2队 Lou Leung Hei 优秀

保加利亚少年队 Radoslav Dimitrov 
Dimitrov

优秀

菲律宾少年A 队 Natividad, Lance 优秀

菲律宾少年A 队 Pobre, Danielle Alexis 
C.

优秀

蒙古少年A队 Ulemj Munkhtur 优秀

蒙古少年A队 Ninjin Batjavkhlan 优秀

蒙古少年A队 Saranbilegt Sanjidmaa 优秀

蒙古少年B队 Sanchir Esunmunkh 优秀

蒙古少年B队 Kirsten Truc Alado 优秀

菲律宾少年A 队 Lay, Jonathan Gabriel 优秀



菲律宾少年B队 Bathan , Jenamari 优秀

菲律宾少年B队 Chua,Maica Karyl 优秀

菲律宾少年B队 Estrada, Louiza Sophia 
S.

优秀

蒙古少年A队 Misheel Damdinchoimbol 优秀

蒙古少年B队 Iveel Davaadorj 优秀

蒙古少年B队 Munkh-Orgil Tumenjargal 优秀

蒙古少年B队 Bilguunzaya Batsaikhan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