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决赛入围名单

（一）英语笔译（非专业组）

序号 学校 选手 序号 学校 选手

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朱玮瑜 21 河北农业大学 时一凡

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苏勃赫 22 河北农业大学 郭晓月

3 河北大学 王甜 23 河北农业大学 曹扬

4 河北大学 田晓喻 24 河北师范大学 杨丽乐

5 河北大学 巩琦凡 25 河北师范大学 闫润涵

6 河北大学 孔亚萌 26 河北医科大学 王斌

7 河北地质大学 解慧霖 27 河北医科大学 王璇

8 河北工程大学 何旭 28 河北中医学院 李敬涵

9 河北工程大学 杨紫琼 29 华北电力大学 许俊洋

10 河北工业大学 齐娜 30 华北电力大学 李东阳

11 河北工业大学 郭兆红 31 华北电力大学 毕瀚文

12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李雅楠 32 华北电力大学 周铄燃

13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王丹丹 33 华北电力大学 李金雨

14 河北金融学院 王俞珊 34 华北科技学院 王菲

15 河北经贸大学 满瑞琦 35 华北理工大学 陈珊

16 河北经贸大学 侯婷婷 36 华北理工大学 赵瑞森

17 河北经贸大学 武巾莉 37 石家庄铁道大学 刘望

18 河北经贸大学 王诗怡 38 燕山大学 申书超

19 河北科技大学 胡一萍 39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王哲

20 河北科技大学 李涛 4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赵依迪



（二）英语笔译（专业组）

序号 学校 选手 序号 学校 选手

1 河北传媒学院 江海潮 3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张雨菲

2 河北传媒学院 张璐 32 河北农业大学 蔡敏

3 河北传媒学院 杨怡婧 33 河北农业大学 尹贺影

4 河北传媒学院 郭笑笑 34 河北农业大学 张若丹

5 河北传媒学院 赵艳芳 35 河北农业大学 陈欢

6 河北大学 袁敏敏 36 河北农业大学 宋宏阳

7 河北大学 张青青 37 河北农业大学 张海英

8 河北大学 王晶 38 河北师范大学 赵玉存

9 河北大学 邹雅 39 河北师范大学 韩莉杰

10 河北大学 文媛 40 河北师范大学 刘春蕊

11 河北大学 杜盼盼 41 河北师范大学 邵月

12 河北工业大学 李梦 42 河北师范大学 武卓

13 河北工业大学 张若瑾 43 河北师范大学 王思彤

14 河北工业大学 胡少丽 44 河北师范大学 杨春晓

15 河北工业大学 齐鑫濛 45 华北电力大学 刘志荣

16 河北工业大学 孙明月 46 华北电力大学 陈香玲

17 河北工业大学 邹升超 47 华北电力大学 刘朝霞

18 河北经贸大学 吴立洁 48 华北理工大学 强艳颜

19 河北经贸大学 栗甜甜 49 华北理工大学 张瑾

20 河北经贸大学 奚文旭 50 华北理工大学 陈玲

21 河北经贸大学 潘佳佳 51 华北理工大学 李媛

22 河北科技大学 李灿 52 华北理工大学 刘欢欢

23 河北科技大学 仝若怡 53 华北理工大学 郭睿颖

24 河北科技大学 张铭蕾 54 燕山大学 薄戌洛

25 河北科技大学 赵旭娜 55 燕山大学 王若怡

26 河北科技大学 申雪姣 56 燕山大学 王洪钰

27 河北科技大学 张灵智 57 燕山大学 刘玉恩

28 河北科技大学 高子淳 58 燕山大学 赵莹莹

2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杨琳 59 燕山大学 翟烁

30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黄江媚 60 燕山大学 高雅涛



（三）英语口译

序号 学校 选手 序号 学校 选手

1 承德医学院 徐彤 31 华北电力大学 冉莹雪

2 承德医学院 王雪梅 32 华北科技学院 朱寅生

3 承德医学院 张雅杰 33 华北科技学院 王晓龙

4 河北传媒学院 徐婧 34 华北科技学院 李悦达

5 河北传媒学院 向泉松 35 华北理工大学 许万里

6 河北地质大学 袁小冲 36 华北理工大学 徐梦月

7 河北地质大学 房家煜 37 华北理工大学 揭烝耀

8 河北地质大学 钟盈 38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罗来宁

9 河北工程大学 贾宇 39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叶莹莹

10 河北工程大学 李子娜 4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李明月

11 河北工程大学 张鹏 41 河北大学 杨紫颖

12 河北工业大学 马凯林 42 河北大学 王师宇

13 河北工业大学 马伟岚 43 河北大学 陈语瑒

14 河北工业大学 宫子茜 44 河北经贸大学 李文瀚

15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邹娟琳 45 河北经贸大学 吴怡

1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汤慧敏 46 河北经贸大学 李金玲

1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王云开 47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王子鹏

1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熊渟滢 48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杨兴旺

19 河北农业大学 蔡敏 49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裴莹莹

20 河北师范大学 陈炫宇 50 燕山大学 邵一丹

21 河北师范大学 史鑫 51 燕山大学 焉琨伟

22 河北师范大学 杨亚纳 52 燕山大学 齐琪

23 河北医科大学 王斌 53 河北科技大学 崔雅雯

24 河北医科大学 叶星宇 54 河北科技大学 王腾鸿

25 河北医科大学 黄娅婕 55 河北科技大学 季聪聪

26 河北中医学院 吕诗灵 56 河北金融学院 李颖

27 河北中医学院 陈豪 57 河北金融学院 郑子川

28 河北中医学院 许少华 58 河北金融学院 李星霖

29 华北电力大学 刘晓雨 59 河北北方学院 尹会敏

30 华北电力大学 许俊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