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运动技术等级 大项 位置/小项 测试成绩 录取政策 文化单考成绩

1 严永坤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外线 90.82 文化单考 330.5

2 吴锡鸿 男 浙江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外线 85.86 文化单考 339.5

3 单奕涵 男 黑龙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外线 80.53 本二线65%

4 徐启瑞 男 山东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内线 80.44 本二线65%

5 丁一 男 浙江 一级运动员 田径 跳高 2.1 文化单考 323.5

6 赵杰 女 江苏 运动健将 田径 链球 66.25 文化单考 248.5

7 陈锦丰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田径 200米 21.48 文化单考 302.5

8 董昊鑫 男 山东 一级运动员 田径 200米 22.02 文化单考 263

9 吴国壕 男 浙江 一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48.27 文化单考 221.5

10 杨鹏骏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48.93 文化单考 245.5

11 徐亦添 女 浙江 二级运动员 田径 铅球 15.1 本二线65%

12 赵桐昕 女 浙江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01:01.06 本二线65%

13 谢林巧 女 重庆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2.51 本二线65%

14 丁子轩 女 浙江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2.99 本二线65%

15 陈涛 男 海南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49.97 本二线65%

16 邹嘉航 男 江西 一级运动员 田径 跳高 2.05 二本线

17 任奕霖 男 天津 二级运动员 田径 跳远 6.67 二本线

18 董佳雨 女 山东 二级运动员 田径 铁饼 41.21 二本线

19 吴继鹏 男 浙江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00 二本线

20 董洪志 男 江苏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10 二本线

21 方昊洋 男 山东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11 二本线

22 罗晶晶 女 海南 二级运动员 田径 七项全能 2160 二本线

23 李超 男 江苏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12 二本线

24 李泽浩 男 湖南 二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20 二本线

25 许逸彬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田径 100米 11.27 二本线

26 吕承蕊 女 江苏 二级运动员 田径 七项全能 2328 二本线

27 黄翠婷 女 广东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01:01.56 二本线

28 李建晓 女 山东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01:01.84 二本线

29 唐梦霞 女 安徽 二级运动员 田径 800米 02:23.64 二本线

30 蒋楠涓 女 重庆 二级运动员 田径 200米 26.41 二本线

31 王煜博 男 山东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 50.28 二本线

32 袁骅钰 女 江西 二级运动员 田径 200米 26.79 二本线

33 沈嘉辉 男 浙江 二级运动员 田径 400米栏 57.93 二本线

34 史可欣 女 江苏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自由泳100米 92.5 本二线65%

35 周嘉玲 女 浙江 一级运动员 游泳 仰泳100米 92 本二线65%

36 张译丹 女 四川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蛙泳100米 92 本二线65%

37 林博文 男 福建 一级运动员 游泳 仰泳100米 93.5 本二线65%

38 黄诗雅 女 安徽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自由泳100米 91.5 二本线

39 潘甜甜 女 浙江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自由泳100米 91 二本线

40 邓亦飞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游泳 混合泳200米 92.5 二本线

41 陈卓 女 浙江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自由泳100米 94 文化单考 399

42 邱子妍 女 福建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自由泳100米 95 文化单考 413.5

43 赵建植 男 浙江 一级运动员 游泳 仰泳100米 96.5 文化单考 453.5

44 覃袁杰 男 湖南 一级运动员 游泳 蝶泳100米 97 文化单考 408

45 谢彦麒 男 山东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95.9 文化单考 337

46 严正 男 江西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90.7 本二线65%

47 王烁 男 辽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90.5 本二线65%

48 徐强 男 宁夏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89.5 本二线65%

49 陈绍强 男 四川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87.6 本二线65%

50 孙丁丁 男 山东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87.3 二本线

51 林泉 男 江苏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93.3 本二线65%

52 欧俊佑 男 广西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90.2 本二线65%

53 徐嘉政 男 山东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87.7 本二线65%

54 朱家乐 男 山东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86 本二线65%

55 朱和沪 男 河南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88.4 二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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