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运动员等级 报考项目 测试成绩 测试等级 优惠政策

1 浙江省 191032701000014 刘龙奇 男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01)后卫、前锋（1、2、3号位） 92.833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2 浙江省 191032701000175 张良健 男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01)后卫、前锋（1、2、3号位） 90.167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3 河北省 191032701000050 秦大众 男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01)后卫、前锋（1、2、3号位） 90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4 河北省 191032701000138 张韶轩 男 二级运动员 篮球(男)-(01)后卫、前锋（1、2、3号位） 89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5 云南省 191032701000110 陈霄龙 男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02)中锋（4、5号位） 92.333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6 江苏省 191032701000162 朱华辰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3)后卫、前锋（1、2、3号位） 83.333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7 安徽省 191032701000005 汪梦玲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3)后卫、前锋（1、2、3号位） 82.833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8 江苏省 191032701000012 蒋昕怡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3)后卫、前锋（1、2、3号位） 81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9 安徽省 191032701000147 汤圣佳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3)后卫、前锋（1、2、3号位） 79.667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10 安徽省 191032701000229 朱晓筱 女 一级运动员 篮球(女)-(03)后卫、前锋（1、2、3号位） 78.333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11 黑龙江 191032701000183 段昀彤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4)中锋（4、5号位） 87.833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12 陕西省 191032701000078 李楚凡 女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04)中锋（4、5号位） 85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13 江苏省 191032701000179 严安达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07)100米 11.19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14 江苏省 191032701000172 韩硕羽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09)400米 51.26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15 江苏省 191032701000133 吴宇杰 男 一级运动员 田径(男)-(10)800米 1:54.32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16 江苏省 191032701000108 程朝阳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14)400米栏 56.76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17 江苏省 191032701000203 于长源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14)400米栏 57.58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18 江苏省 191032701000137 朱昌钰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15)跳高 1.97米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19 江苏省 191032701000189 南天池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15)跳高 1.94米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20 江苏省 191032701000143 印晨龙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19)铅球 13.95米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21 吉林省 191032701000030 刘雪峰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20)铁饼 40.05米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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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疆 191032701000040 杨波 男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21)标枪 51.08米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23 山东省 191032701000221 柴涵琪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26)200米 26.82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24 山东省 191032701000223 王传婷 女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27)400米 1:02.37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25 浙江省 191032701000020 杨茂杰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95.333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26 浙江省 191032701000013 王奕辰 男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88.667 优秀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27 湖北省 191032701000096 张容瑞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85.667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28 江苏省 191032701000112 杜仲夏 男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85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29 江苏省 191032701000018 魏楷培 男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84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30 浙江省 191032701000141 吴宇涛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79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31 江苏省 191032701000082 张书恒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77.667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32 湖南省 191032701000202 杨子江 男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05)羽毛球 68.667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33 河北省 191032701000073 贾子硕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98.667 优秀 不低于运动训练专业文化考试合格线

34 四川省 191032701000023 谭玏瑄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91.667 合格65 不低于本二线的65%

35 广东省 191032701000080 梁均议 女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91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36 江苏省 191032701000104 葛旸帆 女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82.333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37 江西省 191032701000061 廖梓含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78.5 合格 不低于本二线

38 安徽省 191032701000115 李辰乐子 女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74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39 江苏省 191032701000035 张金萌 女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72.333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40 黑龙江 191032701000100 李卓航 女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06)羽毛球 68.667 合格备选 不低于本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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