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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实首届“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2005 年高考创下辉煌成绩 
◆学校办公室供稿 

2002 年，广东实验中学在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下开设了首届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以

下简称“创新实验班”），开始面向全省招生。经过三年在广州的学习，这些来自广东各

地的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创新实验班一共招收了来自珠海、

中山、佛山等 10 个城市的 49 名学生。  

一、“创新实验班” 2005 年高考简介： 

     今年的高考，全班 49 人重点率是 100% ，最高分 899 分。其中，总分 800 分以上
的有 22 人； 700 分以上的有 44 人。总分平均分是 785.14 。 单科上 800 分的有 36 人
次。其中，语文：9 人；数学：7 人；英语：2 人；物理：3 人；综合：15 人。 各科平
均分：语文：728.34 数学：738.24 英语：714.73 综合：747.79 政治：707.71 物理： 676.73 
化学：691.84 生物：738  
 

二、总分 800 分以上的学生及所属地市：（共 22 人） 

姓名  高考总分  所属地市  姓名  高考总分  所属地市  

潘钜桐  899（物理） 顺德  周倩雯  824（物理） 顺德  

李妹妍  879（化学）  茂名  黄宇航  823（化学）  中山  

全  玲  873（政治）  珠海  陈俊挺  822（物理）  肇庆  

黄  磊  854（化学）  佛山  沈泳芝  821（化学）  顺德  

冯欣欣  852（化学）  肇庆  霍家伟  814（物理）  佛山  

刘启原  851（物理）  茂名  王闻锋  814（物理）  肇庆  

林中君  848（化学）  茂名  谭萃妍  811（化学）  肇庆  

宋雅洁  846（生物）  湛江  严怡婷  810（物理）  佛山  

黄崇迪  835（物理）  阳江  马  骏  807（物理）  阳江  

甘肇锋    833（物理）   云浮  李基铭  805（物理）  阳江  

夏  轻  830（政治）  珠海  周倩雯  824（物理）  顺德  

莫程远  828（物理）  湛江  黄宇航  823（化学）  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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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上 800 分人数统计（共 22 人）：顺德：3人 珠海：2人 湛江：2人 佛山：3

人 阳江：3人 肇庆：4人 茂名：3人 中山：1人 云浮：1人  

三、总分 700-799 分的学生及所属地市：（共 22 人） 

姓名  高考总分  所属地市  姓名  高考总分  所属地市  

孙  恺  798 （化学）  佛山  韦  伟  761 （物理）  阳江  

刘卉丹  794 （物理）  阳江  陈毅生  758 （物理）  顺德  

黄永丽  791 （政治）  肇庆  陈淼彬  755 （物理）  云浮  

郭  皓  790 （化学）  珠海  许若兰  743 （化学）  江门  

梁文婉  782 （政治）  顺德  李基豪  730 （物理）  阳江  

麦泽荣  782 （物理）  中山  白昱旸  728 （生物）  云浮  

杨  彬  774 （化学）  湛江  彭  奔  724 （物理）  珠海  

李  理  773 （物理）  中山  刘荟淙  720 （物理）  佛山  

钟  帼  773 （化学）  珠海  林昱君  719 （政治）  阳江  

陈恺瑜  768 （物理）  肇庆  李翠妍  717 （化学）  肇庆  

吕  颖  765 （政治）  湛江  陈炎森  707 （物理）  茂名  

各地区上 700 分人数统计（共 22 人）：顺德：2人 珠海：3人 湛江：2人佛山：2

人阳江：4人 肇庆：3人茂名：1人 中山：2人 云浮：2人 江门：1人  

 

四、单科上 800 分的学生： 

语文：（9人） 

李妹妍 875  李基铭  875  马  骏 861 

夏  轻 851  王闻锋  840  全  玲 831  

刘启原 822  周倩雯  810  黄宇航 810  

 
数学： （7人） 

黄宇航  852  黄崇迪  838  

朱雅文  838  陈毅生  829  

周倩雯  807  韦  伟  807  

谭萃妍  800  谭萃妍  800  

 
英语：（2人）  

潘钜桐  877  黄  磊  810  

物理：（3人）  

甘肇锋 863  霍家伟 838  陈俊挺 831  

 
综合：（15人） 

潘钜桐 865  冯欣欣 865  沈泳芝  865  

全  玲 865  甘肇锋 865  陈俊挺  865  

莫程远 833  梁文婉 833  王闻锋  833  

陈恺瑜 818  马骏  818  黄  磊  803  

郭  皓 803  林中君 803  李妹妍  803  

 

（责任编辑：姚训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