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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市委尧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市教体局的正确领导下袁我校全体师生发扬野自强不息尧敢争第一冶的精神袁凭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霸气袁齐心协力袁顽强拼搏袁再创 2016年高考尧中考新辉煌遥 高考重点本科录取人数首次突破 800大关袁达
到 810人袁增长人数全市第一曰本科以上录取人数 1557人袁录取率首次突破 95%袁创历史新高遥 共有 6位同学被清华和北大录取袁5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50名的大学录取袁18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名的大学录取袁保持了野清华北大年年
有袁世界名校届届出冶的优良传统袁再次彰显了野低进中出尧中进高出尧高进优出冶的培养人才的深加工能力遥

Congratulations on the Great Triumphs in 2016 University &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s

清华北大年年有世界名校届届出
Tsinghua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Admission & World Top Universities Enrollment Every Year

2012年 刘 曼 清华大学 市理科总分状元 省前十名

赵恩斌 北京大学

李敏苑 北京大学

玹张 硕 北京大学

郑昭敏 香港大学

王艾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易 康 新加坡国立大学

何倩玮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朱子心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高允逸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刘逸思 英国国王学院

刘思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3年 潘淑蓓 北京大学 市文科总分状元 省前 10名 省文科数学状元

林诗敏 北京大学 港澳台侨联考全市第一名，全国第五名

朱 婧 北京大学

文孝珍 清华大学

黄麒冲 清华大学

黎敏静 清华大学

谷秋实 剑桥大学

马 畅 牛津大学

余 健 悉尼大学

徐健怡 悉尼大学

吴子欣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

刘美娟 波士顿大学

黄雪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余婷婷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2014年 龙上邦 北京大学

王艳卿 北京大学

陈嘉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李雨锜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梁楚冰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梁玉莹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向江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郑颖昕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李星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5年 李瑞洋 清华大学全市理科总分第二名

杨紫嫣 北京大学

王凯利 北京大学

金柳谦 清华大学

卢裕蕙 北京大学

卢裕盛 清华大学

卢裕桦 北京大学

陆泳仪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杨思婕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吴佩莹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赵 冬 德克萨斯大学

刘美君 伊利诺香宾大学

周丽华 悉尼大学

2016年 郑炜熹 清华大学

宰英祺 清华大学

陈建成 清华大学

萧霭静 清华大学

阮慧慧 北京大学

梁羽琳 北京大学

余婧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谭馨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姚正英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梁苡靖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张煜程 墨尔本大学

一尧全线飘红袁再创新高
参加高考人数 1637人袁重点本科上线人数首次突破 700大关袁达到

740人袁增长人数全市第一袁实现跨越式增长袁上线率达 45.2%袁比市预测
指标增加 382人袁任务完成率达 206.7%袁录取人数首次突破 800大关袁
达到 810人袁录取率达 49.48%袁创历史新高遥 本科以上上线 1545人袁上
线率达 94.4%袁比市预测指标增加 170人袁任务完成率达 112.4%袁录取人
数 1557人袁录取率首次突破 95%袁达 95.11%袁创历史新高遥其中 985工程
大学 125人袁211工程大学 283人遥 考生 100%上大学遥 文科综合平均分
列全市第二名遥
二尧尖子突出袁彰显实力
全市理科总分前 10名我校有 2人袁人数排全市第二名遥郑炜熹同学

以 675分夺得全市理科总分第 6名袁全省理科总分第 68名曰宰英祺同学

以 674分夺得全市理科总分第 7名袁全省理科总分第 79名袁两位同学被
清华大学录取遥罗美玲同学以 149分夺得全市英语单科状元遥余婧斯尧谭
馨竹等 5位同学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世界排名前 50名的大学录取袁
有 18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名的大学录取遥
三尧侨生班再谱华章
侨生班渊港澳台侨外籍生冤参加考试 82人袁重点本科上线 81人袁上

线率达 98.8%曰本科以上上线率达 100%遥 萧霭静和陈建成两位同学被清
华大学录取袁梁羽琳尧阮慧慧 2位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遥
四尧国际班再传捷报
继 2015年第一届国际班首战大捷之后袁第二届国际班 23位同学全

部考上世界排名前 300名的大学遥 其中袁14位同学被世界排名前 100名
的大学录取袁姚正英同学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录取遥

高考再创新高
A New Historic High in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中考硕果累累
Great Success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初三年级共 801名学生参加中考袁 在指标生分配比例达到 45%尧我
校电脑派位生大幅增加以及初中部拆迁重建尧 借址办学的不利形势下袁
全体师生齐心协力袁勇攀高峰袁再创中考和竞赛新辉煌遥
亮点一院 中考成绩高分段人数进一步增加袁 全市前 100名有 5人曰

500分以上达 22人袁比上一年增加 6人遥
亮点二院在我校高中部录取分数线提高 6分的情况下袁达到侨中分

数线有 376人袁上线率 46.9%袁比上一年提高了近四个百分点遥
亮点三院达到四大校录取分数线人数 456人袁上线率达 57%遥达到国

家级示范性高中录取分数线人数 610人袁上线率达 76.2%遥总分优秀率近
60%遥
亮点四院三年来袁学生参加中考科目学科竞赛袁有 163人次获得中山

市一尧二尧三等奖袁获奖总人数居全市公办学校第一遥

陈祉安 510分 林超颖 510分

徐欣颖 508分 李竞超 508分 朱麒铭 508分

罗美玲 全市英语单科状元

郑炜熹 清华大学 宰英祺 清华大学 陈建成 清华大学 萧霭静 清华大学

梁羽琳 北京大学 阮慧慧 北京大学 姚正英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余婧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谭馨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梁苡靖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张煜程 墨尔本大学

自 2002年至今袁已有 37位同学被北京大学尧清华大学录取曰有 41位同学被哈佛尧剑桥尧牛津等世界排名前 50名的
大学录取曰4位同学获得全市高考总分状元袁2位同学高考总分进入全省前 10名遥

高三、初三百日誓师

为高三、初三学子加油

高三、初三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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