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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横溪西瓜主产地新杨社区的 3000多亩小兰西瓜迎来丰收，瓜农们脸上满是
丰收的喜悦。图为瓜农在采摘西瓜。 王恺 周世成 王俊/摄

本报讯 近日，工信部公示了 2022
年新增的 14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平台名单，其中江宁企业朗坤智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朗坤苏畅工业互联网平
台入选，这也是南京市首个国家级“双
跨”平台。

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综合型+特色型+
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这其中
既包括遴选跨行业跨领域综合型工业互
联网平台，也包括建设面向重点行业和
区域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据了
解，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具有覆盖范
围广、影响力强等特点，已成为工业互联
网产业动态调整、迭代优化的指向标。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3
年落户我区以来，在智慧工厂、智慧园

区、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构建了全流程全
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累计为 1500多家客
户提供服务。近年来，朗坤率先开发“双
跨”全能型苏畅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
以能源行业安全生产为起点，以工厂全
生命周期管理和智慧化管控为主线，聚
焦“双碳”业务，帮助工业企业和园区提
高安全生产水平、降低能耗。

据了解，朗坤苏畅在众多领域打造
了一批工业互联网标杆项目。其中，江
苏国信集团基于朗坤苏畅工业互联网
平台搭建了全国首个能源互联网平
台。该平台打造了智能安防、智慧运
行、设备故障预测与诊断等 60多个工
业 App，每天能产生约 60亿条大数据，
构建一套从集团到电厂完整的智慧能
源应用体系，提升了绿色发展和精益管
理水平。 （下转二版）

江宁企业入选国家级“双跨”平台

本报讯 今年是江宁开发区建
区 30周年。5月 18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韩立明在江宁开发区调研并出席
工作汇报会。她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集聚、
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产城融合，加快
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在扛
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中展现更大作
为。市领导蒋跃建、沈剑荣参加。

江宁开发区成立于 1992年 6月。
30年来，江宁开发区在改革中诞生，
在开放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实现
了从县办开发区向国家级经开区的
华丽转身，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
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目前，江宁开发区经济

总量占全市比重约 1/8，规上工业总产
值和利用外资占比约 1/5，智能电网、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规模占比分别为 50%、45%、40%，已
经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和南
京对外开放的“金招牌”。

在现场观看江宁开发区建设发
展专题片、听取开发区负责同志工作
汇报后，韩立明作了讲话。她指出，
江宁开发区 30年的发展成就，也是南
京经济社会发展腾飞跨越的缩影。
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百舸争流的竞
争态势，要准确把握形势和机遇，切
实扛起责任和使命，坚定信心、总结
经验、认清差距、加压奋进，以重整行
装再出发的姿态和“二次创业”的精
神，勇争第一、再攀高峰，在高质量发
展中创造新的辉煌。要打造更具竞

争力的产业集群，坚持产业立区不动
摇，把实体经济作为看家本领，放大
智能电网等特色产业优势，大力招引
龙头型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新
经济新赛道项目，力争到“十四五”末
形成 2000亿级软件产业集群和 4个
1500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发挥企
业创新主体作用，充分用好丰富的创
新和人才资源，构建“龙头企业+孵
化”共生体系，大力培育高科技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和上市企
业矩阵，为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
市提供有力支撑。要抢抓新一轮双向
开放机遇，用好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
示范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推动商品
等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转变，努力构建高水平开
放型产业园区。 （下转二版）

本报讯 昨日，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市政府主办的 2022
年“中国旅游日”江苏分会场
活动在金陵小城举办。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
志纯，副市长胡万进，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玉力，副区
长伏进进等与会领导，诚邀全
国游客相约“水韵江苏”，共同
领略山水风光、品味人文风
采、相遇烟火味道。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
题是“感悟中华文化 享受美
好旅程”。围绕这一主题，江
苏分会场创新采用“线上+线
下”联动形式，现场连线南通、
无锡、徐州、扬州、连云港、泰
州等 6个设区市分会场，向网
友“云推介”旅游资源、分享最
新惠民旅游政策。

启动仪式集中发布了全
省各地开展“中国旅游日”旅
游惠民月活动的308条惠民政
策和 180余项主题活动。其
中，涉及景区降价、免费等面
向大众的优惠措施 109条，旅
游助老、助残措施 55条，面向
全国医务工作者等先进群体
的优惠措施78条，公益性文艺
演出等文艺惠民措施43条，发
放文旅消费券 8条，其他惠民
措施15条。

现场，《文化和旅游行业系
列助企纾困政策汇编》同步发
布。内容包含普惠性政策、文
旅专属政策、拓展支持政策、13
个设区市政策、部分文旅部门
措施等五个部分，将帮助文旅
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为
企业恢复发展提供强支撑。

南京首批微度假旅游产品也在活动中发布。产
品中特别设置了“亲水滨江”主题，内含南京新晋网红
打卡点长江大桥亲水圆环景观桥、下关火车主题园、三
桥湿地公园江豚广场等10个沿江景点，临江观景，美
轮美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样的金陵之旅。

据悉，为丰富大家的出游选择，我区还特别推
出“春日限定·花漾江宁”精品游，该产品含 6条春季
赏花精品游线，包括“春登牛首 花衬塔影映日高”

“春拂园博 满园花绽竞芳菲”“春临汤山 泉自温润
花自芳”“春归田园 繁花扮艳乡村景”“春至乐园
一路花开一路欢”“春居美宿 悠然花间听鸟鸣”，涵
盖全区重点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特色小城、乡村
民宿、地方美食、文化体验、品牌购物、夜游夜娱项
目等旅游要素，为游客提供多样化选择。 张娟

本报讯 昨日，首届南京科普产业
发展论坛暨江宁区第 34届科普宣传
周活动启动。省、市科协相关领导，区
领导张思明、王爱军参加。

区委副书记张思明在致辞中表
示，江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围绕江苏建设“科技强省”和南京
打造“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工作布
局，大力深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科
普、科技、科创、科幻“四科融合”发展，
加快形成群众“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的浓厚氛围，打造群众“想创造、能
创造、善创造”的营商环境，努力使江
宁成为充满先进思想、神奇科技、优秀
作品、震撼工程的创新高地和活力之
区。今年，我区将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拿出新的思路、
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推动江宁科普工
作再上新台阶。

逛科普产业展，近距离体验 3D
打印，与智能机器人互动；听专家线
上线下讲座，了解中国科普产业发展
及未来趋势、长三角区域科幻产业发

展……本次活动通过“会、展、商、赛”
相结合的形式，搭建科普产业展示、交
流、研讨、合作平台，推动科普资源汇
聚共享。

在当天举办的云商交流会上，7
家企业代表积极推介各自的科普产
品，南京工程学院和江苏筑原生物科
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现场签约，共建低
碳技术科普基地。活动现场，南京创
意科普短视频大赛及南京科普游打卡
活动同步启动，全市 43条精品科普游
线路发布， （下转二版）

韩立明在江宁开发区调研并出席工作汇报会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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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第34届科普宣传周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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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扬江宁区关于表扬江宁区20212021年度中小学优秀学生的通知年度中小学优秀学生的通知
各街道关工委各街道关工委，，各中小学校各中小学校、、江宁高江宁高

职校职校、、特殊学校特殊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的若干意见》，》，引导和激励全区中小学生引导和激励全区中小学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为指导，，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价值观，，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区根据区
关工委关工委、、区教育局联合下发的区教育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关于做好
20212021年度全区中小学优秀学生奖评选申年度全区中小学优秀学生奖评选申
报工作的通知报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求，，各中小学广泛宣传各中小学广泛宣传
发动发动，，严格掌握评选标准严格掌握评选标准，，积极开展推荐积极开展推荐
活动活动。。经各校评选推荐经各校评选推荐，，区关工委区关工委、、区教区教

育局审核育局审核，，决定授予江宁高级中学闫思决定授予江宁高级中学闫思
睿等睿等499499名同学名同学““江宁区优秀学生江宁区优秀学生””称号称号。。

希望受表扬的同学希望受表扬的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在今后的学习中
戒骄戒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争取更大
的进步的进步。。同时希望各学校以本次表扬活动同时希望各学校以本次表扬活动
为契机为契机，，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优秀学生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优秀学生
的事迹的事迹，，引导全体中小学生以受表扬学生引导全体中小学生以受表扬学生

为榜样为榜样，，勤奋学习勤奋学习，，志存高远志存高远，，不断提高自不断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身综合素质，，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南京市江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江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20222022年年55月月1313日日

11..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闫思睿闫思睿，，胡培越胡培越，，曹俊彦曹俊彦，，刘宇恒刘宇恒，，
袁慧敏袁慧敏，，贾文静贾文静，，戴寒峰戴寒峰，，林翌翀林翌翀，，张郝文张郝文，，
何明洁何明洁，，王珂王珂

22..南京市秦淮中学南京市秦淮中学

袁晨曦袁晨曦，，卞文涛卞文涛，，秦洁秦洁，，王福临王福临，，陶心玥陶心玥，，
周世杰周世杰，，吴云帆吴云帆，，王忠豪王忠豪，，王晨王晨

33..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严子秋严子秋，，李美霖李美霖，，李尚杰李尚杰，，贺云菲贺云菲，，
蒋杨悦蒋杨悦，，任源任源，，皇甫翀皇甫翀，，卢馨玥卢馨玥，，戴嘉伟戴嘉伟，，
吕烨吕烨

44..南京市临江高级中学南京市临江高级中学

崔飞飞崔飞飞，，许世萍许世萍，，蔡明杰蔡明杰，，张子航张子航，，朱轩朱轩，，
陶虹陶虹，，朱宇飞朱宇飞，，史正雨史正雨，，湛宇轩湛宇轩，，王俊杰王俊杰

55..南京市竹山中学南京市竹山中学

王泽曦王泽曦，，祁炳岩祁炳岩，，王筱涵王筱涵，，王芝萱王芝萱，，
张欣睿张欣睿，，王子谦王子谦，，胡者也胡者也，，焦紫涵焦紫涵，，付欣宇付欣宇，，
周季贤周季贤，，严子衿严子衿，，陈禹希陈禹希

66..南京市上元中学南京市上元中学

王容扉王容扉，，张帅张帅，，虞丹枫虞丹枫，，黄心蕾黄心蕾，，黄钰龙黄钰龙，，
陶心萌陶心萌、、万馨妍万馨妍，，秦芳菲秦芳菲，，张俊涵张俊涵

77..南京市百家湖中学南京市百家湖中学

郭浩文郭浩文，，杨乐杨乐，，袁欣袁欣，，周陈栎周陈栎，，朱子墨朱子墨
88..南京市天景山中学南京市天景山中学

陈秋辰陈秋辰，，王芸茜王芸茜，，王正宇王正宇
99..南京市觅秀街中学南京市觅秀街中学

郁林夕郁林夕，，宣正哲宣正哲
1010..南京市将军山中学南京市将军山中学

侯琬萱侯琬萱、、李思慧李思慧、、赵贤志赵贤志、、张铭浩张铭浩
1111..南京市江宁高新区中学南京市江宁高新区中学

谷潇然谷潇然，，许词许词，，孙钰祺孙钰祺
1212..南京市齐武路初级中学南京市齐武路初级中学

李家烨李家烨，，许振宇许振宇
1313..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学校

吴戈吴戈，，何沫阳何沫阳，，张瑞彬张瑞彬，，田埜田埜，，赵赵梓萱梓萱，，
李语晨李语晨，，顾舟远顾舟远，，刘一畅刘一畅，，赵禹清赵禹清

1414..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

高艺高艺，，葛骁睿葛骁睿，，黄煜臻黄煜臻，，李欣然李欣然，，宋悦宋悦，，
孙梓茉孙梓茉，，唐瑄忆唐瑄忆，，吴纾源吴纾源，，肖子沐肖子沐，，易皙然易皙然，，
赵言溪赵言溪，，赵梓辰赵梓辰，，黄春萌黄春萌，，嵇浩然嵇浩然，，刘静溪刘静溪，，
唐子晗唐子晗

1515..南京市清水亭学校南京市清水亭学校

潘兴闻潘兴闻，，朱奥祥朱奥祥，，刘雨萱刘雨萱，，高欣乐高欣乐，，
许可馨许可馨，，薛雨涵薛雨涵，，杨十一杨十一，，张轲尹张轲尹，，周熙妍周熙妍

1616..南京晓庄学院滨河实验学校南京晓庄学院滨河实验学校

陈吉初陈吉初，，严嘉裕严嘉裕，，嵇铄涵嵇铄涵，，余欣余欣
1717..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夏恩欣夏恩欣，，李嘉航李嘉航，，吴梓睿吴梓睿，，张文悦张文悦，，
姚兴邦姚兴邦

1818..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

陈雨欣陈雨欣，，李永妍李永妍，，刘航刘航，，魏宇辰魏宇辰
1919..南京市江宁区周岗学校南京市江宁区周岗学校

刘欣怡刘欣怡，，徐灏宇徐灏宇，，叶雨洁叶雨洁
2020..南京市紫东江宁学校南京市紫东江宁学校

李思齐李思齐，，顾睿麟顾睿麟，，闫明耀闫明耀
2121..南京市江宁区梅龙湖学校南京市江宁区梅龙湖学校

李歆语李歆语，，翟心如翟心如
2222..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初级中学

张淼张淼，，潘兴悦潘兴悦
2323..南京市江宁区湖熟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湖熟初级中学

张露张露，，赵姝蕊赵姝蕊
2424..南京市江宁区龙都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龙都初级中学

陶恒陶恒，，杨紫涵杨紫涵
2525..南京市江宁区淳化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淳化初级中学

宫梦瑶宫梦瑶，，陈卓陈卓，，王鑫王鑫
2626..南京市江宁区土桥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土桥初级中学

陈安妮陈安妮，，李逸辰李逸辰
2727..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初级中学

兰静轩兰静轩，，曹宇航曹宇航，，李若冰李若冰
2828..南京市江宁区上峰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上峰初级中学

陈晨陈晨，，李俊基李俊基
2929..南京市江宁区麒麟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麒麟初级中学

詹乐詹乐，，徐骏徐骏，，郭子豪郭子豪
3030..南京市江宁区秣陵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秣陵初级中学

刘佳钰刘佳钰，，陈魏苒陈魏苒，，王子孝王子孝
3131..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初级中学

钱安琪钱安琪
3232..南京市江宁区横溪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横溪初级中学

王奕名王奕名，，王爽王爽
3333..南京市江宁区桃红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桃红初级中学

余文乐余文乐，，王子谦王子谦
3434..南京市江宁区禄口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禄口初级中学

王嘉仪王嘉仪，，袁丁袁丁，，杨梦影杨梦影，，陶泓宇陶泓宇，，陈心蕊陈心蕊，，
陶成陶成

3535..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铜山初级中学

田宇田宇，，胡婷胡婷
3636..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江宁初级中学

韩光辉韩光辉，，吴言鹏吴言鹏，，朱雨萱朱雨萱
3737..南京市江宁区陆郎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陆郎初级中学

李思彤李思彤，，徐力徐力
3838..南京市江宁区铜井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铜井初级中学

孙雨馨孙雨馨，，姜海晨姜海晨
3939..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初级中学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初级中学

杨子轩杨子轩，，邹子杰邹子杰，，杨宁瑞杨宁瑞
4040..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南京市江宁实验小学

吕文瑞吕文瑞，，毛开樾毛开樾，，嵇子墨嵇子墨，，陶洋陶洋，，王淇奥王淇奥，，
李乐熙李乐熙，，白玦白玦，，陈雨泽陈雨泽，，李沛萱李沛萱，，周依筠周依筠，，
张飏张飏，，季胡锦季胡锦，，葛俊杰葛俊杰，，朱丹霖朱丹霖，，丁妍心丁妍心，，
许梓芊许梓芊

4141..南京市上元小学南京市上元小学

李静洁李静洁，，郭瑞彤郭瑞彤，，姚芯蕊姚芯蕊，，郭志宵郭志宵，，
汤翕然汤翕然

4242..南京市东山小学南京市东山小学

杨泽世杨泽世，，张思颖张思颖，，董靖乐董靖乐，，汪巍然汪巍然，，
王美拉王美拉，，付欣可付欣可，，王云起王云起，，徐王梓徐王梓，，盛思辰盛思辰

4343..南京市百家湖小学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徐梦祺徐梦祺，，卢奕辰卢奕辰，，钟浩辰钟浩辰，，郭安琪郭安琪，，
毕睿蓁毕睿蓁，，冯子歆冯子歆，，梁嵩岩梁嵩岩，，倪萌倪萌，，陈佳妍陈佳妍，，
陈熙陈熙，，袁子砚袁子砚，，郭美缨郭美缨

4444..南京市翠屏山小学南京市翠屏山小学

刘妮宸刘妮宸，，耿雅妮耿雅妮，，朱思嘉朱思嘉，，沈筱溪沈筱溪，，
濮为夷濮为夷，，耿于焱耿于焱

4545..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

骞子悦骞子悦，，朱玟晓朱玟晓，，柏斯咏柏斯咏，，杨莯彤杨莯彤，，
谢涵韵谢涵韵，，徐志诚徐志诚，，张雨欣张雨欣，，周逢吉周逢吉

4646..南京市天景山小学南京市天景山小学

褚宇皓褚宇皓，，翟悠悠翟悠悠，，耿歆媛耿歆媛，，孙希琳孙希琳，，
魏雨彤魏雨彤，，许孟哲许孟哲

4747..南京市竹山小学南京市竹山小学

秦本睿秦本睿，，范镇宁范镇宁，，陈星杉陈星杉，，周璟璇周璟璇，，

王悦然王悦然，，高琰昕高琰昕
4848..南京市将军山小学南京市将军山小学

蔡祺悦蔡祺悦，，赵天齐赵天齐，，张敬然张敬然，，缪乐群缪乐群，，
雷木瑶雷木瑶，，袁子轩袁子轩，，王卓睿王卓睿，，钟一鸣钟一鸣

4949..南京市诚信小学南京市诚信小学

仝宇辰仝宇辰，，周偌曦周偌曦，，李忆彤李忆彤，，连赵轩连赵轩
5050..南京市潭桥小学南京市潭桥小学

史晨妗史晨妗，，孙梓文孙梓文，，严瑾严瑾，，杨淼杰杨淼杰，，虞希柔虞希柔
5151..南京市永泰路小学南京市永泰路小学

胡紫煦胡紫煦，，李嘉绮李嘉绮，，王若欣王若欣，，王欣怡王欣怡，，
郁增慧郁增慧

5252..南京市觅秀街小学南京市觅秀街小学

王子琪王子琪，，王江依王江依，，刘宇航刘宇航
5353..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南京晓庄学院实验小学

杨韶恩杨韶恩，，王哲一王哲一，，胥秒然胥秒然，，田然田然，，俞思源俞思源
5454..南京市文靖东路小学南京市文靖东路小学

林云龙林云龙，，许茹涵许茹涵，，袁贝妮袁贝妮，，钱智宸钱智宸，，
张瑜张瑜，，唐笑唐笑，，洪梦圆洪梦圆，，潘书言潘书言，，康梓萱康梓萱

5555..南京市月华路小学南京市月华路小学

殷羽晏殷羽晏，，夏午清扬夏午清扬，，徐子奇徐子奇，，张恒祎张恒祎，，
刘璐瑶刘璐瑶，，苏新筠苏新筠

5656..南京市江宁上坊新城小学南京市江宁上坊新城小学

王辰霏王辰霏，，王妙文王妙文
5757..南京市江宁未来科技城小学南京市江宁未来科技城小学

蔡逸楠蔡逸楠，，孙柏言孙柏言，，杨殷晗昱杨殷晗昱
5858..南京市齐武路小学南京市齐武路小学

陈瑾萱陈瑾萱，，李文瀚李文瀚，，李泽煜李泽煜，，朱亦彤朱亦彤，，
夏歆芮夏歆芮，，王艺雯王艺雯

5959..南京晓庄学院弘景实验小学南京晓庄学院弘景实验小学

黄皓黄皓
6060..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

彭昊彭昊，，秦灿秦灿，，朱宸萱朱宸萱，，魏林峰魏林峰
6161..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小学

李好李好，，皇莆妍西皇莆妍西，，笪潇文笪潇文，，王娅茜王娅茜，，
高浩宇高浩宇

6262..南京市江宁区龙都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龙都中心小学

张晨宇张晨宇，，陶潘婷陶潘婷，，谈天睿谈天睿
6363..南京市江宁区淳化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淳化中心小学

贾雨彤贾雨彤，，侯朝阳侯朝阳，，陶鑫宇陶鑫宇，，孔思睿孔思睿，，
钱子一钱子一，，李子宸李子宸

6464..南京市江宁区土桥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土桥中心小学

柏雨菁柏雨菁，，王子奕王子奕，，夏雨彤夏雨彤
6565..南京市江宁区汤山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汤山中心小学

张馨张馨，，张心予张心予，，王宇泽王宇泽，，李晓悦李晓悦，，丁佳琪丁佳琪，，
叶潇瑾叶潇瑾

6666..南京市江宁区上峰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上峰中心小学

邵逸轩邵逸轩，，徐宇航徐宇航，，张晗张晗
6767..南京市江宁区麒麟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麒麟中心小学

刘思思刘思思，，孙一茗孙一茗，，贺启彤贺启彤，，杨清雅杨清雅，，
朱梓涵朱梓涵，，郑宇轩郑宇轩，，朱子琪朱子琪，，龚昕玥龚昕玥，，冯可馨冯可馨

6868..南京市东郊小镇小学南京市东郊小镇小学

徐宇泽徐宇泽，，盛丹婕盛丹婕，，司天琪司天琪，，宋敬榕宋敬榕，，
王昭荃王昭荃

6969..南京市江宁区秣陵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秣陵中心小学

王睿王睿，，成佳润成佳润，，芮贤芮贤，，尹星洁尹星洁，，张国贺张国贺，，
潘锦文潘锦文

7070..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中心小学

刘昊扬刘昊扬，，蔡启妹蔡启妹，，胡轶珂胡轶珂，，韩予轩韩予轩
7171..南京市江宁区横溪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横溪中心小学

王一宸王一宸，，王语熙王语熙，，赵庆澄赵庆澄

7272..南京市江宁区陶吴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陶吴中心小学

王慕淅王慕淅，，刘思彤刘思彤，，周羽淇周羽淇，，谈丁睿谈丁睿
7373..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小学

张轶丹张轶丹，，陈可欣陈可欣，，崔苡豪崔苡豪，，李沐妍李沐妍
7474..南京市江宁区禄口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禄口中心小学

曹芷瑄曹芷瑄，，丁嘉丁嘉，，何浩然何浩然，，刘淑琦刘淑琦，，刘思语刘思语，，
郑江宁郑江宁，，周沁周沁

7575..南京市江宁区禄口第二小学南京市江宁区禄口第二小学

甘颢雅甘颢雅，，孙紫妍孙紫妍，，王欣妍王欣妍，，王意涵王意涵，，
吴可辰吴可辰，，于欣于欣，，臧诗舒臧诗舒

7676..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

傅宇轩傅宇轩，，李昱颉李昱颉，，田耿佳田耿佳，，张仁杰张仁杰
7777..南京市江宁区江宁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江宁中心小学

郭岳垟郭岳垟，，孙语薇孙语薇，，黄诗婷黄诗婷，，任策源任策源，，
任子晗任子晗，，刘柏冉刘柏冉，，杜靖杜靖，，杨诺杨诺

7878..南京市江宁区陆郎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陆郎中心小学

张紫玉张紫玉，，方华方华，，李瑞安李瑞安、、蒋宇鹏蒋宇鹏
7979..南京市江宁区铜井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铜井中心小学

韩丘城韩丘城，，李星宇李星宇，，王心怡王心怡，，王禹哲王禹哲，，
邢婧语邢婧语

8080..南京市江宁区谷里中心小学南京市江宁区谷里中心小学

张承果张承果，，张弈晨张弈晨，，朱奎硕朱奎硕，，林泽旭林泽旭，，
王皓宇王皓宇，，王雨萱王雨萱，，敖渝哲敖渝哲

8181..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庆兴路小学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庆兴路小学

肖昱呈肖昱呈，，苗思睿苗思睿，，王言晞王言晞
8282..南京市东吉湖小学南京市东吉湖小学

胡一诺胡一诺
8383..南京江宁东山外国语学校南京江宁东山外国语学校

胡宇宸胡宇宸，，陈浩源陈浩源，，史燕凝史燕凝，，王子轩王子轩，，
徐宇晗徐宇晗，，梅姝然梅姝然，，韩毅韩毅

8484..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

杨芷萌杨芷萌，，张慕韩张慕韩，，朱宜轩朱宜轩，，邱知喻邱知喻，，
缪卓山缪卓山，，徐雅佩徐雅佩，，单伊菲单伊菲，，邹丰妤邹丰妤，，张惟熙张惟熙，，
谢啸泽谢啸泽，，陆曼陆曼，，黄芮文黄芮文，，吴政奇吴政奇，，胡语谦胡语谦，，
黄西璟黄西璟，，盛筱冉盛筱冉，，杨沁藜杨沁藜，，穆奕澄穆奕澄，，毕烨恺毕烨恺，，
叶茗兮叶茗兮，，潘智敏潘智敏，，于梓鲲于梓鲲，，陈近远陈近远，，宋若溪宋若溪，，
沈夏雨沈夏雨，，王艺嘉王艺嘉

8585..南京宇通实验学校南京宇通实验学校

马钧陶马钧陶，，盛天盛天，，徐梓萌徐梓萌，，周宜宁周宜宁，，刘俊杰刘俊杰，，
钱卓琳钱卓琳，，申晴申晴，，王可睿王可睿，，赵思睿赵思睿，，汪窈汪窈，，
郑心怡郑心怡

8686..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方山分校

韩潇航韩潇航，，高梓玹高梓玹，，路腾骏路腾骏，，刘卓恩刘卓恩，，
房胤泽房胤泽，，胡铧文胡铧文，，姜宁姜宁，，陈方圆陈方圆，，林诗岚林诗岚，，
邹逸珩邹逸珩，，朱相宁朱相宁，，叶家辉叶家辉

8787..南京新书院悠谷学校南京新书院悠谷学校

徐元淏徐元淏，，陈炎彤陈炎彤
8888..南京江宁滨江外国语学校南京江宁滨江外国语学校

陈灼言陈灼言、、刘芯言刘芯言、、郑好郑好
8989..南京博颂莱爵学校南京博颂莱爵学校

林芊林芊
9090..南京市江宁特殊教育学校南京市江宁特殊教育学校

陈培杰陈培杰 ，，李瑾涵李瑾涵，，徐子琪徐子琪
9191..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孙浩冉孙浩冉，，刘子恒刘子恒，，戴永琦戴永琦，，刘雨轩刘雨轩，，
张亚彤张亚彤，，张远豪张远豪，，高誉恒高誉恒，，赵冠霖赵冠霖，，王煜涵王煜涵，，
尹贝贝尹贝贝，，李婷李婷，，陶翔陶翔，，陶乐平陶乐平，，张宇宸张宇宸，，
陈嘉豪陈嘉豪，，黄雨婷黄雨婷

9292..南京市东山高级中学南京市东山高级中学

许嫣然许嫣然，，王黄梦逸王黄梦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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