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财经大学2021年高水平运动员入选考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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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徽省 211032701000014 潘安琦 男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
(01)后卫、前锋
（1、2、3号位）

96 A类 文化单考

2 四川省 211032701000074 张延辰 男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
(01)后卫、前锋
（1、2、3号位）

92 A类 文化单考

3 江苏省 211032701000002 周侃 男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
(01)后卫、前锋
（1、2、3号位）

88.9 A类 文化单考

4 江苏省 211032701000053 朱晋成 男 南京市第九中学 一级运动员 篮球(男)
(01)后卫、前锋
（1、2、3号位）

86.9 A类 文化单考

5 上海市 211032701000091 陈森 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运动员 篮球(男)
(02)中锋（4、5

号位）
87 B类 本二线65%

6 黑龙江省 211032701000025 郭思卓 女 哈尔滨市第五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篮球(女)
(03)后卫、前锋
（1、2、3号位）

86.8 A类 文化单考

7 浙江省 211032701000064 陈艺萱 女 浙江省丽水中学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
(03)后卫、前锋
（1、2、3号位）

85 B类 本二线65%

8 江苏省 211032701000284 袁梦 女 常州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
(03)后卫、前锋
（1、2、3号位）

81.7 B类 本二线65%

9 江苏省 211032701000103 葛千奕 女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
(03)后卫、前锋
（1、2、3号位）

73 C类 本二线

10 江苏省 211032701000116 沙沙 女 南京市第二十七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篮球(女)
(04)中锋（4、5

号位）
84.6 B类 本二线65%

11 浙江省 211032701000081 范昊天 男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94 B类 本二线65%

12 广东省 211032701000117 刘柏川 男 佛山市顺德区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88 B类 本二线65%

13 江苏省 211032701000107 徐恩轩 男 华侨双语学校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85 B类 本二线65%

14 山东省 211032701000061 刘一庆 男 高新区第二高级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73 C类 本二线

15 湖南省 211032701000046 陶思佳 男 湖南师大梅溪湖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73 C类 本二线

16 辽宁省 211032701000273 赵巳康 男 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男) (05)羽毛球 70 C类 本二线

17 上海市 211032701000196 张宇洁 女 上海市上海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85 A类 文化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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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江苏省 211032701000149 陈星竹 女 南京市金陵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85 B类 本二线65%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32701000171 陈雪梅 女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85 B类 本二线65%

20 江西省 211032701000104 廖婧瑜 女 景德镇市第十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82 C类 本二线

21 江苏省 211032701000195 陈欣 女 盐城市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76 C类 本二线

22 山东省 211032701000144 杨天一 女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二级运动员 羽毛球(女) (06)羽毛球 70 C类 本二线

23 湖北省 211032701000135 李慕筠 男 武汉为明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07)100米 11.152 C类 本二线

24 江苏省 211032701000280 王锦鸿 男 泰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07)100米 11.192 C类 本二线

25 辽宁省 211032701000052 周仟龙 男 凤城市通远堡高级中学 一级运动员 田径(男) (09)400米 48.432 A类 文化单考

26 河南省 211032701000234 申天磊 男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09)400米 51.187 C类 本二线

27 江苏省 211032701000276 罗宗旭 男 江苏省邗江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09)400米 51.344 C类 本二线

28 江苏省 211032701000009 杨雨轩 男 常熟市中学 一级运动员 田径(男) (13)110米栏 14.704 A类 文化单考

29 江苏省 211032701000286 丁杨 男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14)400米栏 56.844 B类 本二线65%

30 河北省 211032701000211 康子博 男 河北平山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男) (20)铁饼 42.02米 B类 本二线65%

31 山东省 211032701000010 赵晗硕 女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 (27)400米 1:00.993 C类 本二线

32 江苏省 211032701000251 黄宇晨 女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 (27)400米 1:01.700 C类 本二线

33 湖北省 211032701000097 陈前 女 武汉睿升学校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 (32)400米栏 1:07.390 C类 本二线

3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211032701000190 钱子琪 女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田径(女) (39)标枪 41.16米 B类 本二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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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类：具有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专项测试极为突出的考生需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的体育专业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考试成绩不低于我校运动训练专业统一划定的文化课最低线。此类
考生录取人数不超过我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20%，即最多8人。
    B类：对于测试成绩特别突出、或确有培养前途、或符合学校组队需要的考生需参加所在省份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所在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5%。此类考生录取人数不超过我校当年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30%，即最多12人。
    C类：其他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需参加所在省份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所在省份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以及其他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省份，我校录取要求不低于各省级
招生主管部门划定的高校运动队参考录取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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