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机派位结果名单如下： 

流水号 姓名 毕业小学 

12066066 孙铱蔓 金堂县实验小学 

11087204 任俊哲 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22010047 郭翰洋 简阳通材实验学校 

22123104 刘雅丽 成都市光华小学 

12082180 张思宜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11070093 刘睿佳 崇州市廖家镇小学校 

09090094 姜云天 四川省彭州市实验小学 

18102075 唐豪均 蒲江县实验外国语小学 

11089026 杜思颖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09090138 陈子彦 四川省彭州市实验小学 

12066001 杨显 成都市桂林小学 

22004201 陈薪阑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 

11087011 张展鸣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校 

10111082 秦海洋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成华校区 

09084103 张正宇 彭州市濛阳镇七一小学 

08013000 吴严慧珂 都江堰市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12066053 曾砺寒 金堂县实验小学 

09088194 赵佳怡 四川省彭州市实验小学 

10109256 吴函於 邛崃市北街小学校 

11088016 余美晨 崇州市崇阳镇学府小学校 

08069186 甘昀禾 都江堰市团结小学 

19012012 何奕睿 新津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22185141 徐艺芯 成都高新区三岔镇中心小学国宁村小 

11089030 曹欣阳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11076318 王禄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11089075 石润滔 崇州市崇阳镇辰居路小学校 

11087123 易陈启凌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校 

11089248 杜成晨 崇州市崇阳镇辰居路小学校 

10107056 张媫菲 邛崃市南街小学校 

12064030 陈啟明 金堂县赵镇第一小学 

13042637 徐曼苧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 

06058260 孙问翰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4050011 邓淇文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5055155 杨斯涵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20212110 李吴俊言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04078036 唐浩然 成都市锦官新城小学 

06083191 吴语桐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01437076 潘静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逸景分校 

01421090 胡旻坤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21087250 祝愿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实验小学 

06058235 王张林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2043138 王歆玥 成都市花园（国际）小学 



05045018 杨译杰 成都市双林小学 

01424044 杨紫依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4064087 邹游 成都市棕北中学西区实验学校 

01429003 刘艺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湖分校 

05055301 金子皓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6060102 黄伟哲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20101058 高奇 成都高新和平学校 

04047019 霍芃峄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01436162 樊力维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15031098 蔡建旭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一小望丛校区 

06083218 周于茜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01414087 金啟宏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13044270 张宇涛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 

06080371 罗茂文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01415163 张恬嘉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1417264 舒鸿宇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 

01414167 周莉媛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04059248 王婧 成都市晋阳小学 

21088009 刘潇涵 成都高新区东华育才学校 

06064195 杜友杰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小学校 

06058177 李凌杰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7041054 马睿欣 成都市青白江区实验小学 

04056085 莫颋轩 成都市桐梓林小学 

05086076 廖俊杰 成都市蓉城小学 

03059007 曹姝怡 成都市西体路小学校 

06084198 梁宝民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5085214 王韵雅 成都市树德小学 

01436180 宁悦翔 成都市龙泉驿区四川师大附属上东小学 

06058365 胡湘涵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6058121 邹睿琰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5028155 黄婧哲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01406039 刘嘉鱼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01437053 彭岭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逸景分校 

01046110 李思勰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6087043 曾乐祺 成都市龙泉驿区玉石小学校 

03064049 安毅 成都市马鞍小学校 

13049110 黄勋玮 成都市太平小学校 

01402059 李筱蕊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06072244 郑然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小学校 

03055055 何思漩 成都市沙湾路小学校 

02032050 汪思涵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02021095 王语晴 成都市草堂小学 

03067010 靳颜恺 成都市光荣小学校 

20201153 郑雯文 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02029082 周子楚 成都市成华小学校 



02035110 刘艾霖 成都市锦里小学 

05055082 蔡一恒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6083284 姜婷婷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校 

01412229 王思熠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02044146 魏心砚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01424057 韩林轩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4075036 吕思远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 

04048085 陈钰涵 成都市华西小学 

01402137 马一鸣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13042216 周子越 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 

20113042 杨可昕 大邑县晋原镇北街小学 

01415069 胡云熙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21077445 万佳旭 成都天府新区西寺小学 

01417302 叶瑞锋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6078015 张博文 成都市龙泉驿区义和小学校 

05045120 罗裕 成都市双林小学 

05085054 吕悦雯 成都市树德小学 

06069209 谢美欣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1415029 陈美君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01439026 张露桦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13043306 张开晴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小学 

06061175 刘依涵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小学校 

06082117 宁李若钰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5085198 雷嘉琳 成都市树德小学 

16080038 曾靖羽 成都市新都香城小学 

01421145 程思睿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03059042 王安妮 成都市西体路小学校 

06065016 刘妍彤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01419113 陈鹏宇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3029068 赵思涵 成都市五丁小学校 

07041179 陈思睿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14051131 罗桑杰 成都市温江区东大街第二小学校 

01419186 熊虹钢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5052010 赵唯希 成都市水碾河小学 

14035055 袁欣宇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学校 

01415078 王钰曦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01046155 罗斯宇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2043005 何敖鋆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 

01406088 朱昕玥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21081166 肖邹桐昊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繁江小学校 

06058317 熊浩宇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1437088 刘星宇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逸景分校 

02044057 何炎翰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01416009 许晋翔 锦江区教育局 

20202149 陈君麒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06059079 张龄彦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小学校 

01420072 李湘 成都市锦江区大观小学校 

06059242 马浩桐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小学校 

05056054 代棂鑫 成都市李家沱实验小学 

01406114 曾楚晴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01046178 刘心灵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2044240 徐子彤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04044097 方浩然 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 

21076070 刘柯言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小学 

06082274 何晨雪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1417110 陈欣楚林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 

03071075 徐鑫悦 成都市西一路小学校 

01420057 王曾宇 成都市锦江区大观小学校 

01412017 李锦翔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3065120 李博宇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05055008 杨林滢玥 成都市双眼井小学 

04050136 邓亦轩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1427058 兰萱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01422172 杨雨杉 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05065099 关永馨 成都市五桂桥小学校 

06066083 朱鑫玲 成都市龙泉驿区和平小学校 

01435080 杨笛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01416130 罗怡婕 成都市沙河堡小学 

02039205 张楷悦 青羊区教育局 

06082282 王艺涵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4076152 张祥翔 成都市行知实验小学 

03106001 张麦可 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15062612 吴雅婧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二小金花桥校区 

05085029 臧思瑶 成都市树德小学 

05045135 雷瀚文 成都市双林小学 

06072179 魏心怡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小学校 

01415095 陈乐滋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01046127 邹颖仪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1402131 云佳妮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东山学校 

01436133 赵京喆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02057345 谢函颖 成都市金沙小学 

03084135 熊于钧 成都市天回小学校 

05085194 罗皓天 成都市树德小学 

06082066 宁晨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2032016 罗楷沅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05084099 黄渝杰 成都市石室小学 

06084097 邓雨菲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1412142 肖雪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1419230 毕一然 成都市龙泉驿区四川师大附属上东小学 

06065013 张恒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01416023 董浩天 成都市沙河堡小学 

01419011 瞿卓宇 锦江区教育局 

04026006 赵子源 成都武侯外国语学校 

03065011 杨恒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01412176 王榕淇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1419177 赵文博 成都市石室小学 

15089089 杨锦琳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二小华西校区 

04050045 罗浩文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16071148 董馨宇 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4020017 雷李风行 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01419188 苟婧瑜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01046163 何曼芊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4050078 蒋欣怡 成都高新区芳草小学 

16087167 武欣雨 成都市新都区石犀小学 

01046072 代绎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06070010 张嘉怡 成都市龙泉驿区土桥小学校 

03066002 李耳东 成都市驷马桥小学校 

01410047 朱彦凝 西南交通大学子弟小学校 

03053070 兰瑞曦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校 

01424048 吴悠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4069115 黄星富 成都市华兴小学 

01412031 李嘉豪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6058486 桂周博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1424119 何怡航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6084102 张雅琪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5056090 张凌志 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4072068 段婷 成都市武顺街小学 

06058511 杨益帆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3094064 吕林翰 成都市新桥小学校 

01413031 龚柯尹 成都市娇子小学 

20212105 陈一非 成都高新区锦晖小学 

01417033 邓慧玲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 

05055433 王钰涵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06058127 李奕志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6080178 杜雨霏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01413061 朱忻瑶 成都市娇子小学 

06059309 杨国婧雅 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01435122 扈文博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学校 

05085027 刘钰琰 成都市树德小学 

06084225 古潇月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1419176 周思雅 成都市双庆小学校 

01424049 冯锦熙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15062105 黄蕾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一小望丛校区 

06077016 邹顺好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小学校 

14005007 欧成瀚 成都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03078048 徐子玲 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校 

03054155 杜铭修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校 

06071132 梁思语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 

01419285 夏韵怡 成都市娇子小学 

01419090 高煜鉴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南区） 

02057376 徐子滟 成都市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01414121 李星蓉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02033148 易佳曦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分校 

01416111 殷颢峰 成都市沙河堡小学 

01416194 蒲君烨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东山学校 

16042102 黄静妮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新路小学 

03051123 詹雪晗 成都市茶店子小学校 

03094144 刘佳晟 成都市新桥小学校 

05049166 熊林杰 成都市建设路小学 

03110173 蒲嫣然 成都市兴盛小学校 

01435127 梁包涵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学校 

01421043 袁春雨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06059278 汪威屹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小学校 

01421273 杨鑫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01415019 许赞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06060146 雍凤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01419148 彭子彧 成都市锦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02035192 刘佳桐 成都市武侯实验小学 

02037208 米思宇 青羊区教育局 

04072109 黄依霏 成都市武顺街小学 

06084221 黄家月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1415023 冯诚万吕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万科分校 

05045023 陈纪彤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15062367 武思睿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二小金花桥校区 

01435138 赵一菱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学校 

06069044 李馨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6058107 李婧雯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1419195 王浩权 成都市双林小学 

14053138 程正川 成都市温江区庆丰街小学校 

06080072 张传鸿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15079028 高翔宇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林盛小学 

01410210 林秋含 成都市锦西外国语实验小学校 

06058191 刘涛豪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1407054 官琳轩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06069024 陈欣雨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4054057 周天昊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 

06060175 李士远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05047304 杜骋宇 成都市成华小学校 

05082048 杨聃 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01414156 刘思豪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04059343 刘芸凤 成都市晋阳小学 

16069175 钟安超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01416186 邵思妍 成都市石室小学 

01413139 李馨仪 成都市娇子小学 

03087051 李紫菱 成都市王贾桥小学校 

14006027 吴心瑜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05082046 王妍蓉 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01437153 彭子航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逸景分校 

06082046 杨熳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5084139 洪瑞福 成都市石室小学 

02002051 庆思妍 四川师范大学实验外国语学校 

03113038 李奇芮 成都市人北华侨城小学校 

06085071 曹雨馨 成都市龙泉驿区跃进小学校 

06058141 张煜婷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1419039 曹镇麟 成都市锦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20101113 陈世勋 成都高新和平学校 

06058411 杨婧奕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3073048 张杰鑫 成都市荷花池小学校 

05086094 张萌卉 成都市蓉城小学 

02029028 唐宇轩 成都市回民小学 

06084313 姚明江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6069262 严若枫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4065140 刘塽雯 成都市簇桥小学校 

01435117 李佳怿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学校 

06084030 张源淋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华小学校 

06060585 王思媛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二小学校 

02036117 余诗淼 成都市少城小学 

01422068 王皓然 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04082187 毛涛 成都市磨子桥小学分校 

15062575 张宸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二小金花桥校区 

01412118 李昊橦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4020030 宁媛媛 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01427141 鄢西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6059217 余浩然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小学校 

06080406 龙锦源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13042641 徐涵沛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小学 

04052100 李玥霖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分校 

05061079 毛瑞宸 成都实外新都五龙山学校 

02036096 肖雯文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01414120 李明骏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05045175 刘雅文 成都市双林小学 

06061129 刘兴毓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小学校 

06059064 蒋傲霜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三小学校 

05085202 张奕舟 成都市树德小学 

01424008 肖可怡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1046049 黄佳乐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15034256 李汶霖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思源学校 

06072203 巫传东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小学校 

05052128 陈逸之 成都市水碾河小学 

01421174 母梓良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15081022 杜涛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外国语学校 

03029118 张梓旗 成都市五丁小学校 

01419120 涂博 成都市锦江区外国语小学校 

13042207 邬佳伶 
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小

学 

01412136 白佳亮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 

01421152 刘晓源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06082248 曾隆瑞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06065028 朱代鑫 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小学校 

06058413 张可欣 成都市龙泉驿区实验小学校 

06069070 尹彦捷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3100015 郭晨菲 西南交通大学子弟小学校 

03065051 李沛然 成都市解放北路第一小学校 

06082171 谢文睿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20203172 李晨希 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01421275 唐颖 成都市菱窠路小学 

06088111 尹奕洁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东山学校 

01419096 陈曦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 

06080034 李奕辉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01414050 郭辰馨 成都市龙舟路小学 

06069117 陈佳妮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06080002 黎皓天 龙泉驿区教育局 

01424134 赖涵 成都市东光实验小学 

06080146 朱钇滔 成都市龙泉驿区航天小学校 

03073042 孙祥 成都市荷花池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