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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嘉乐 男 浙江 二级 篮球 后卫 88.13 86.53 良好 本二线65%

2 陈智鹏 男 湖南 二级 篮球 后卫 86.53 86.53 良好 本二线65%

3 张峰瑞 男 江苏 一级 篮球 前锋 82.08 79.85 优秀 文化单考 351.0

4 王元林 男 浙江 二级 篮球 前锋 79.85 79.85 良好 本二线65%

5 刘锟铻 男 河南 二级 篮球 中锋 84.45 84.45 良好 本二线65%

6 梁慧杰 女 河北 二级 篮球 后卫 76.88 76.88 良好 本二线65%

7 尚梅 女 山东 一级 篮球 前锋 85.1 72.98 优秀 文化单考 390.5

8 杨小蝶 女 江苏 一级 篮球 前锋 83.68 72.98 优秀 文化单考 347.0

9 董鑫宇 女 黑龙江 一级 篮球 前锋 72.98 72.98 优秀 文化单考 290.0

10 孙小力 女 辽宁 二级 篮球 中锋 83.58 83.58 良好 本二线65%

11 阎禄强 男 内蒙古 一级 田径 10000米竞走 42:53.29 43:12.00 优秀 文化单考 186.0

12 王森 男 吉林 一级 田径 10000米竞走 43:12.10 43:12.00 优秀 文化单考 243.5

13 巫雨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100米 11.22 11.7 良好 本二线65%

14 张志文 男 江西 二级 田径 100米 11.36 11.7 合格 本二线

15 贾永纬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100米 11.42 11.7 合格 本二线

16 田晨昊 男 湖北 二级 田径 100米 11.47 11.7 合格 本二线

17 凌西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100米 11.53 11.7 合格 本二线

18 汤宇轩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100米 11.53 11.7 合格 本二线

19 文小溪 男 重庆 二级 田径 100米 11.56 11.7 合格 本二线

20 刘哲辰 男 河北 二级 田径 100米 11.59 11.7 合格 本二线

21 李晟昊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100米 11.6 11.7 合格 本二线

22 殷瑞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100米 11.64 11.7 合格 本二线

23 马赫 男 黑龙江 二级 田径 100米 11.66 11.7 合格 本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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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周伟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100米 11.7 11.7 合格 本二线

25 吴志涛 男 浙江 一级 田径 200米 21.88 23.51 优秀 文化单考 271.5

26 杨知蓉 男 江苏 一级 田径 200米 22.3 23.51 良好 本二线65%

27 袁圣岽 男 河南 二级 田径 200米 22.59 23.51 合格 本二线

28 张泽鹏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200米 23.13 23.51 合格 本二线

29 吴超凡 男 安徽 二级 田径 200米 23.45 23.51 合格 本二线

30 钱涛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200米 23.51 23.51 合格 本二线

31 陈晓旭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50.28 52.77 良好 本二线65%

32 顾权 男 江苏 一级 田径 400米 50.49 52.77 良好 本二线65%

33 张郑宇强 男 江西 二级 田径 400米 51.05 52.77 合格 本二线

34 张景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51.75 52.77 合格 本二线

35 朱其双 男 江苏 一级 田径 400米 51.81 52.77 合格 本二线

36 殷苏鹏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51.95 52.77 合格 本二线

37 刘懿夫 男 河北 二级 田径 400米 52.46 52.77 合格 本二线

38 钱嘉文康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52.77 52.77 合格 本二线

39 马安超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0:56.48 01:00.05 合格 本二线

40 赵建雷 男 河南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0:57.39 01:00.05 合格 本二线

41 郭正龙 男 河北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0:58.28 01:00.05 合格 本二线

42 朱忠贤 男 安徽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0:58.58 01:00.05 合格 本二线

43 孟德雨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1:00.05 01:00.05 合格 本二线

44 韩立智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800米 02:02.80 02:02.80 合格 本二线

45 孙佳乐 男 河北 二级 田径 标枪 54.93 54.93 合格 本二线

46 卢俊伊 男 新疆 二级 田径 铅球 15.27 13.64 良好 本二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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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丁依再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铅球 15.02 13.64 良好 本二线65%

48 李明宇 男 山东 二级 田径 铅球 14.92 13.64 合格 本二线

49 梁轶舒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铅球 13.64 13.64 合格 本二线

50 岳瀚文 男 辽宁 二级 田径 跳高 1.87 1.83 合格 本二线

51 李阳 男 江苏 二级 田径 跳高 1.83 1.83 合格 本二线

52 钱紫雯 女 江苏 二级 田径 200米 25.4 26.93 良好 本二线65%

53 殷玥 女 江苏 二级 田径 200米 26.68 26.93 良好 本二线65%

54 柏心悦 女 江苏 二级 田径 200米 26.93 26.93 合格 本二线

55 张双双 女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00:59.55 01:00.12 良好 本二线65%

56 魏悦悦 女 江苏 二级 田径 400米 01:00.12 01:00.12 良好 本二线65%

57 张闻越 女 山东 二级 田径 400米栏 01:06.61 01:06.61 合格 本二线

58 林超然 男 江苏 一级 游泳 [主项:100米仰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2.45 61.99 优秀 文化单考 403.0

59 时梓钧 男 江苏 一级 游泳 [主项:100米仰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1.99 61.99 良好 本二线65%

60 赵贯乔 男 辽宁 一级 游泳 [主项:1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3.32 63.32 优秀 文化单考 256.5

61 朱莹莹 女 浙江 健将级 游泳 [主项:1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79.37 62.49 优秀 文化单考 232.0

62 王妙涵 女 黑龙江 一级 游泳 [主项:1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5.35 62.49 良好 本二线65%

63 韩瑶 女 江苏 一级 游泳 [主项:1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2.49 62.49 合格 本二线

64 施正颖 女 江苏 一级 游泳 [主项:200米混合泳]-[副项:100米蝶泳] 64.64 64.64 优秀 文化单考 334.5

65 于静雯 女 山东 一级 游泳 [主项:200米混合泳]-[副项:400米自由泳] 64.24 64.24 良好 本二线65%

66 赵婧纯 女 江苏 一级 游泳 [主项:2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2.44 62.44 优秀 文化单考 361.5

67 郭永慧 女 黑龙江 一级 游泳 [主项:400米自由泳]-[副项:200米混合泳] 69.81 69.81 优秀 文化单考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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