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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弘业 安徽省 男 1999-04-06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三十四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20120105
2015年8月 安徽合肥 安徽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男子青年组双打 第三名

刘陈畅 安徽省 男 1999-05-31 城镇应届 铜陵县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21420012
2015年7月 安徽六安 安徽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男子双打第三名

许一诺 安徽省 男 1999-10-08 城镇应届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121220026
2016年10月 安徽合肥 安徽省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第三名

张丰卓 安徽省 男 1999-01-06 城镇应届 蚌埠第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20520042
2016年10月 安徽合肥 安徽省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男子双打（甲组） 省级 第一名

李羽裳 安徽省 女 1999-09-23 城镇应届 芜湖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21220071
2014年9月16日 安徽安庆 安徽省十三届运动会
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三名

许瑞霖 安徽省 女 1999-04-06 城镇应届 铜陵市实验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21420019
2016年10月 安徽合肥 安徽省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女子双打第三名

蔡莹 安徽省 女 1999-04-08 城镇应届 芜湖泰文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121220032
2016年10月 安徽合肥 “尚泽杯”青少年网球
锦标赛 省级 女子双打第三名

韩博仁 北京市 男 1998-08-08 城镇应届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50120103 2016年8月 北京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直辖市

莫杰聪 广东省 男 1999-01-31 城镇应届 广东实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90120160
2016年12月 深圳坪山 广东省阳光体育青少年
网球排名总决赛 省级 甲组男子双打和混合双

杨子豪 广东省 男 2000-03-18 城镇应届 广东实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91520110
2016年12月 深圳（坪山）国际网球中心 2016
年“弘金地杯”广东省阳光体育青少年网球排
名赛总决赛 省级 男子甲组双打第一名

陈彦璋 广东省 男 1999-10-01 城镇应届 江门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91320044
2015年12月 广东珠海 广东省“翠湖香山杯”
阳光体育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甲组
男子双打第三名

高振杰 广东省 男 1998-08-23 城镇应届 湛江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91520080
2014年12月 广东深圳 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总决赛 省级 男子双打第二名

姚仪天 广东省 女 1998-12-17 城镇应届 湛江市第二十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91520086
2014年12月 广东深圳 “东春杯”广东省阳光
体育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女子甲组双打第

黄莜 广东省 女 1999-05-23 城镇应届 湛江市第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91520088
2014年12月 广东深圳 “东春杯” 广东省阳光
体育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甲组女双 省级

罗云清 广东省 女 1999-01-25 城镇应届 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191120170
2016年12月 广东深圳 2016年广东省阳光体育
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二名

张树尧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1999-03-26 城镇应届 柳州市第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00220074
2016年7月 广西柳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少年网
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张文勇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1998-07-23 城镇应届 柳州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00220012
2015年8月 广西梧州 广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男子双打第二名

杜东阳 贵州省 男 1999-09-28 农村应届 贵阳市第十四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40620040
2015年7月 贵州第九届运动会网球（青少年甲
组）单/双打比赛 省级 第二名

西南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体育专项测试资格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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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耘浩 贵州省 男 1999-03-12 城镇应届 贵阳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40120034
2016年7月 贵州龙里 贵州省网球锦标赛 省级
青少年甲组男子双打第一名

令狐荣畅 贵州省 男 1999-08-16 城镇应届 都匀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40620042
2016年7月 贵州龙里 2016年贵州省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夏瑞雪 贵州省 女 1999-08-29 城镇应届 贵阳市第六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40120038
2016年7月 贵州龙里 贵州省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李傲 河北省 男 1995-08-03 城镇往届
石家庄市联华职业中专
学校

网球 一级运动员 2016160010657 -

张博威 河北省 男 1998-08-01 城镇应届
秦皇岛市新世纪高级中
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31020208
2016年10月 河北省石家庄市 河北省青少年网
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二名

赵嘉文 河北省 男 1999-03-09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30620231
2015年10月 河北石家庄 河北省青少年网球排
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王淼 河北省 女 1998-05-02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30620096
2015年7月 保定 河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
级 甲组单打第三名

孙雨峥 河北省 女 1999-02-11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七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30620109
2016年7月 秦皇岛 河北省第八届青少年运动会
网球比赛 省级 双打第一名

姚浩东 河南省 男 1998-08-29 城镇应届 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60120211
2015年11月 河南郑州 2015年河南省青少年网
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韩子淇 河南省 男 2000-05-13 城镇应届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60320032
2016年11月 洛阳市 河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青年组 省级 双打第一

郭涵煜 河南省 女 1998-05-18 城镇往届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网球 一级运动员 2014160010061 -

刘屹昆 河南省 女 2000-02-12 城镇应届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60320039
2016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青年组
女子双打第一名

李昕瑶 河南省 女 2000-01-02 农村应届 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60320038
2016年10月29日-11月4日 河南洛阳 体彩杯
2016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青年组
女子双打第一名

冯琰倬 河南省 女 1999-10-06 城镇应届 南阳市第一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61320047
2016年10月 河南洛阳 “体彩杯”2016年河南
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单打第三名

和佳慧 河南省 女 1999-08-31 农村应届 河南省焦作市第四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60820029
2015年11月 河南郑州 河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第三名

丁秋予 河南省 女 1999-09-25 城镇应届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60120374
2016年11月 河南洛阳 "体彩杯"2016年河南省
青少年网球、短式网球锦标赛 省级 单打第二

刘璐 河南省 女 1998-06-05 城镇往届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60820102
2015年11月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 “体彩杯”2015年河南省青少年网球锦
标赛 省级 第二名

贾晓禛 河南省 女 1998-08-28 城镇往届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3160320046
2013年10月 河南郑州 “体彩杯”2013年河南
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暨省十二运会资格赛 省级
女子青年组单打第三名

李籽萱 黑龙江省 女 1999-06-07 城镇应届
哈尔滨市第一二二中学
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80120187
2016年8月4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网
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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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冬炜 湖北省 男 1996-12-09 城镇往届 武汉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3170120136
2013年10月 北京 中网级别联赛全国总决赛 国
家级 精英级男双第一名

张渝 湖北省 女 2000-02-10 城镇应届 湖北省体育运动学校 网球 一级运动员 2016170010233 -

李滢柯 湖北省 女 1999-10-26 城镇应届 宜昌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2170420010
2014年11月 湖北宜昌 湖北省青少年网球巡回
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王雅婷 湖北省 女 2000-07-19 城镇应届 京山县第五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70820048 2014年湖北省青少年网球赛 U18总决赛女双第

黎阗 湖南省 男 1998-11-19 城镇应届 郴州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81020061
2016年8月 湖南株洲 湖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男甲单打第一名

陈希 湖南省 女 1999-08-08 城镇应届 郴州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80220037
2016年8月 湖南株洲 湖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双打第二名

张棣雯 湖南省 女 1998-11-12 城镇应届 长沙市周南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80120170
2016年8月上旬 湖南株洲 湖南省青少年网球赛
女子甲组单打第一名

何芯瑜 湖南省 女 1999-10-28 城镇应届 长沙市周南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80120171
2015年8月 湖南长沙 湖南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女子甲组双打第一名

林靖 江苏省 女 1998-09-17 城镇应届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100120129
2015年第三届中国中学生网球锦标赛高中组女
子双打亚军

廖育 江西省 男 2000-02-06 城镇应届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41120005
2016年8月 江西九江 江西省年度青少年网球锦
标赛体彩杯 省级 混双第一

张青源 江西省 男 1999-07-08 城镇应届 新余市第二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40520031
2015年7月 江西南昌 江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16岁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吕孜煜 江西省 女 2000-01-06 城镇应届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41120015
2016年8月 江西九江 江西省体彩杯青少年网球
锦标赛 省级 女单打第二名、混双第一名

张沐妍 江西省 女 1999-05-08 城镇应届 九江市同文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40220075
2016年8月 “体彩杯”江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女单第三名

贺映华 江西省 女 1998-04-15 城镇往届 九江市同文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40220022
2015年8月荣获“体彩杯”江西省青少年网球锦
标赛18岁组女子单打第二名

常佳城 辽宁省 男 1998-03-05 城镇应届 本溪市第二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60520027
2016年2月 辽宁丹东 辽宁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胡炜翊 辽宁省 女 1999-01-17 城镇应届 葫芦岛市第二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31020210
2016年10月 河北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二名

张爱渼慧 辽宁省 女 2000-04-21 城镇往届 辽宁省体育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60120040
2015年1月 辽宁大连 辽宁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賽
省级 第一名

原菲洁 辽宁省 女 1999-03-10 城镇应届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60220045
2016年2月 辽宁丹东 2016年辽宁省青少年网球
锦标赛 省级 18岁组女子单打 第一名

王安昊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10-09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13
2014年10月 内蒙古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四方股份杯网球赛 省级 第三名

张钰琪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06-30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51020010
2015年10月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网球赛 男子单打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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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9-05-27 城镇应届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120030
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双打第3
名

李桓宇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06-02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23
2016年1月 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十届中学生网球
赛 省级 第一名

张茏泽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7-08-19 城镇往届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050220059
2014年12月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
青少年网球赛 省级 甲组男子单打第二名

姜思齐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1-13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55
2016年1月 内蒙古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年网球冠军赛 省级 第三名

赵琳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1-19 城镇应届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二
0二厂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220005
2016年5月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
区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甲组女子双打 自治区级

宋瑞琳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7-08-11 城镇往届 包头市第九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050220063
2015年3月 内蒙古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女子双打第二名

李世宇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1-29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220009
2016年5月 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 2016年“体彩
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甲
组女子单打第一名

庞莘玥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1-23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220006
2015年3月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区青
少年网球锦标赛女子单打 省级 第一名

尤佳艺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4-16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220007
2014年10月 内蒙古包头市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
十九届青少年（中、小学生）网球赛 省级 高
中组混合双打第三名

刘梓溦
内蒙古自
治区

女 1999-02-22 城镇应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50220008
2014年10月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
自治区第二十九届网球赛 省级 第三名

戴玉剑 山东省 男 1999-07-07 城镇应届 私立青岛海山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50220041
2016年8月 山东烟台 山东省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双打第三名

韩子隽 山东省 男 1999-05-31 城镇应届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50120210
2016年8月 山东烟台 “中国体育彩票”2016年
山东省网球排名赛总决赛暨山东省网球俱乐部
比赛 省级 男子甲组双打第一名

王天宁 山东省 男 1999-02-22 城镇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50320174
2016年8月 山东省网球排名总决赛 甲组混合双
打 省级 第三名

杨一飞 山东省 女 1997-09-27 城镇往届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网球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945 -

尹艺颖 山东省 女 1999-10-15 城镇应届 济宁市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081020034
2015年8月 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省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寇晨锋 山西省 男 1999-12-09 城镇应届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40120128
2016年 山西长治 2016年山西省网球排名赛总
决赛 省级
混合双打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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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阳 山西省 男 2000-01-08 城镇应届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041120062
2016年8月 山西长治 山西省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男子甲组单打、双打分别第三名

赵俊潼 陕西省 男 1998-04-07 城镇往届 西安工业大学附中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270120045
2014年10月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十九届
青少年网球赛 省级 第二名

仇筱丹 陕西省 女 1999-02-04 城镇应届 西安思源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70120068
2015年8月 陕西杨凌 陕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宋治杰 四川省 男 1999-03-21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420064
2016年7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男子甲组单打第一名

严浩洋 四川省 男 1998-01-20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49
2014年10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黄震宇 四川省 男 1998-12-08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
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44
2016年10月 四川广汉 2016年四川省青少年网
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网球男子甲组双打第一

彭森 四川省 男 1998-11-27 城镇应届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34
2016年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甲组混
合双打第一名

蒲昱先 四川省 男 1998-02-02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46
2016年10月 广汉 2016四川省网球排名赛总决
赛 省级 男子单打第二名

沈峻鹏 四川省 男 1999-05-26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93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二名

夏吕卓 四川省 男 1998-12-05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45
2016年10月3日在四川省广汉市举行的2016年四
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网球男子甲组双
打 第一名

杨煦晨 四川省 男 1999-02-21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48
2016年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双打
第二名

刘京 四川省 男 2000-02-13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820037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三名

刘晟哲 四川省 男 1999-08-28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57
2016年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甲组男子双打
第一名

颜志颖 四川省 男 1999-02-25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56
2017年1月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甲组
混合双打第三名

鲁子路 四川省 男 1998-02-09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1230620131
2017年1月 四川省遂宁市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
赛 省级 第二名

付杭宇 四川省 男 1998-12-22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38
2014年10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总决赛 省级 混双第二名

邬琛滏 四川省 男 1999-02-12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520027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三名

赵浩然 四川省 男 1998-06-28 城镇应届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231120040
2015年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三名

彭一峰 四川省 男 1998-09-08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420068
2016年10月 四川广汉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李杰燃 四川省 男 1999-08-26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
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350
2016年7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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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 四川省 男 1999-04-18 城镇应届 四川省大竹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1320052 2016年四川省中学生排名赛总决赛甲组双打第

胡峻荣 四川省 男 1999-07-28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40
2015年10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刘秉鑫 四川省 男 1998-06-30 城镇应届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3231120071
2016年1月 四川省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甲组男子双打第三名

赵云霄 四川省 男 1998-04-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28
2016年10月 四川德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混双甲组第三名

陈思宇 四川省 男 1999-05-09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39
2015年10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王奕涵 四川省 男 1997-10-31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0120194
2016年1月 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甲组
混合双打第三名

何京松 四川省 男 1999-06-12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35
2016年10月 四川广汉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甲组混合双打第三名

杨莞然 四川省 女 1999-02-14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28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一名

肖涵予 四川省 女 2000-02-14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1720013
2015年7月 四川南充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张艺馨 四川省 女 1998-10-05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30
2016年1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三名

肖齐璐 四川省 女 1999-09-15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0620141
2014年10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女子乙组双打第二名

皮芯如 四川省 女 1999-10-19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0620119
2014年10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省级 网球混合双打乙组第一名

刘玥 四川省 女 2000-06-03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820028
2017年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甲组女子双打
第三名

张厶月 四川省 女 1999-03-13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0620148
2015年10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甲组混双第2名

王怡静 四川省 女 1999-09-16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58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2017年四川省中学生网球
比赛 省级 第三名

李秋玥 四川省 女 1998-06-11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2020007
2016年1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甲组女子双打第三名

刘秋兰 四川省 女 1999-09-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大竹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1320049
2016年10月 四川成都 四川省全民健身网球公
开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李珂欣 四川省 女 1998-08-31 城镇应届 四川省大竹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3231320099
2015年1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甲组女子双打第二名

彭童 四川省 女 1998-09-04 城镇往届
四川省遂宁中学外国语
实验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4230820050
2014年10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 女子单打 第二名

徐瑞琦 四川省 女 1998-12-04 城镇应届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30320049
2015年7月 四川南充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双打 第三名

石径舟 四川省 女 1999-07-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29
2017年1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中学生网球比赛
省级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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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柏霖 四川省 女 1999-10-22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155
2015年10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网球排名
赛总决赛乙组女子双打 省级 第三名

刘虎 天津市 男 1998-07-08 城镇往届 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网球 运动健将 201601696 -

马语遥 云南省 女 1998-09-04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八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121
2015年2月楚雄云南省第十三届中学生运动会网
球男女混双第三名

李佳祺 云南省 女 1998-10-15 城镇应届
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
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51120025
2016年8月 云南德宏芒市 云南省青少年网球排
名赛 省级 第三名

张超翔 浙江省 男 1999-01-02 城镇应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320234
2016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包嘉毅 浙江省 男 1998-11-20 农村应届 宁波市第三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220047
2015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甲组双打第二名

陈骁昊 浙江省 男 1999-08-03 城镇应届 宁波市第三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220048
2016年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分排名总决赛
男子甲组 双打第三名

黄勒洋 浙江省 男 1999-04-16 城镇应届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120159
2015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赛总决赛 省级 单打第三

朱俊烨 浙江省 男 1999-11-19 城镇应届 临海市第六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1020109
2016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陆依儿 浙江省 女 1999-01-22 城镇应届 宁波市第三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220051
2015年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分排名赛总决赛
单打第一 双打第一

张炜欣 浙江省 女 1999-03-22 城镇应届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
（吴山校区）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0120160
2015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排名赛总决赛女甲单打 省级 第三名

张祎晨 浙江省 女 1999-06-05 农村应届 临海市第六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1020111
2016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中小学生网球积分
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李怡童 浙江省 女 1999-06-28 农村应届 临海市第六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1020113
2016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
分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陶雅洁 浙江省 女 1998-10-13 农村应届 临海市第六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111020112
2016年11月 浙江台州 浙江省中小学网球积分
排名赛（总决赛）省级 第三名

史思炜 浙江省 女 1998-11-27 农村应届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110320168
2015年11月 浙江省中小学生网球积分排名赛总
决赛 双打第二

毛唐俊 重庆市 男 1999-03-22 城镇应届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025
2016年11月 重庆南岸 重庆市网球锦标赛总决
赛混双 省级 第一名

李杭 重庆市 男 1998-12-03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108
2016年1月 重庆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市
级 甲组混双 第一名

刘凯霖 重庆市 男 1998-05-03 城镇应届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
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919
2015年11月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青少年网球
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周炳桦 重庆市 男 1997-09-02 城镇往届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409
2015年4月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青少年网球锦
标赛 重庆市级 甲组混双第三名

毛俊森 重庆市 男 1997-12-07 城镇应届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241
2015年4月 重庆市大田湾 中国体育彩票2015重
庆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省级 甲组男子单打第

冯睿 重庆市 男 1998-02-01 城镇往届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426
2016年11月 重庆南岸区江南体育中心 2016年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男子甲组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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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崧豪 重庆市 男 1998-08-15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720002
2016年11月 重庆市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市级 甲组单打第一

常又文 重庆市 男 1998-09-05 城镇应届 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320015
2016年1月 重庆市 重庆市青少年锦标赛 省级
甲组混双第三名

李俊熹 重庆市 男 1997-07-23 城镇往届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057
2016年11月 重庆市江南网球中心 重庆网球排
名赛总决赛 成年组男子双打 省级 第一名

梁秋林 重庆市 男 1998-08-12 城镇应届 重庆市字水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328 2016年重庆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甲组男双第一

王雨阳 重庆市 男 1998-05-14 城镇往届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601
2015年4月 重庆渝中区 重庆市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第二名

钟长池 重庆市 男 1998-05-27 农村应届 重庆市鱼洞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014 2016年11月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

朱笑言 重庆市 男 1998-08-10 城镇应届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503
2015年11月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
总决赛 甲组男子单打 市级 第三名

周渝 重庆市 男 1998-10-24 城镇应届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119
2016年11月24日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网球排
名赛总决赛男子甲组单打 省级 第三名

贺琳洲 重庆市 男 1998-10-10 城镇应届 重庆市万州第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013
2016年11月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网球排名总
决赛 甲组双打第二名

陆雯钰 重庆市 女 1998-08-21 城镇应届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
心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024
2016年11月 重庆市 南岸区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
总决赛 省级 甲组混合双打 第一名

彭唯嘉 重庆市 女 1999-10-25 城镇应届 重庆一中寄宿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364
2016年1月 重庆市涪陵区 2016年重庆市青少年
网球锦标赛女子甲组双打 省级 第二名

李雨蓁 重庆市 女 1999-06-05 城镇应届 重庆南开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261
2014年11月—12月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网球
排名赛总决赛 省级 第二名

刘香君 重庆市 女 1999-09-30 城镇应届 重庆市涪陵实验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025
2015年11月 重庆大田湾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总
决赛 省级 甲组女子单打 第一名

余宵宁 重庆市 女 1998-02-13 城镇应届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111
2015年4月11日 重庆市 重庆市青少年网球锦标
赛 省级 甲组女子双打第一名

杨愔钮 重庆市 女 1999-02-08 城镇应届 重庆市字水中学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171
2016年1月 重庆市涪陵奥体中心 重庆市青少年
网球锦标赛 直辖市 甲组女双 第三名

冉周雁西 重庆市 女 1999-01-05 城镇应届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323
2015年11月 重庆市渝中区 重庆市网球排名赛
总决赛 甲组女单 省级 第二名

陈胥颖 重庆市 女 1999-03-14 城镇应届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322 2015年重庆市排名赛总决赛甲组女双第一名

林铮 福建省 男 1999-03-17 城镇应届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120187
2015年8月 福建漳州 福建省体育传统校暨特色
学校游泳联赛 省级 第三名

黄子回 福建省 男 1999-03-30 城镇应届 厦门第二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220078
2016年12月 广州 全国少儿游泳分区赛 省级
第三名

夏寒柯 广东省 男 1999-10-08 城镇应届
深圳市福田外国语高级
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90220423
2016年8月 四川成都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
赛游泳比赛 国家级 男子高中组50米蝶泳决赛

李美娴 黑龙江省 女 1998-11-06 城镇应届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
验中学校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80120045
2016年12月在广州 参加2016年全国少儿游泳分
区赛（广东赛区）女子18岁组 100米蝶泳 第一

刘亚静 江苏省 女 1998-09-22 城镇应届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00220039
2016年八月二十四日 江苏宿迁 江苏省青少年
游泳锦标赛 省级 100米蝶泳 第三名

8/19



姓名 生源省 性别 出生日期 考生类别 毕业学校 报考项目
运动员技术

等级
等级证书编号 比赛成绩

支得天 辽宁省 男 1998-07-10 城镇应届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
技术学校

游泳-蝶泳(1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4060010138 -

孙浩轩 陕西省 男 2000-03-08 城镇应届 西安高新唐南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70120093
2016年5月 陕西宝鸡 陕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吴啸林 云南省 男 1998-10-26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一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250010059 -

朱文婧 浙江省 女 1999-04-02 城镇应届 宁波市鄞州中学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10220098
2015年9月 杭州建德 ZSSL浙江省第一届中小学
生游泳联赛 省级 第一名

王蒙渝 重庆市 女 1999-02-12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游泳-蝶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1089
2016年9月 重庆 2016年重庆市大中学生游泳比
赛100米蝶泳 省级 第二名

白腾蛟 河北省 男 2000-09-04 城镇往届 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 游泳-蝶泳(2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237 -

黄逸昆 福建省 男 1999-06-15 城镇应届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高
中部

游泳-蝶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130010252 -

卢亨智 福建省 男 1999-09-10 城镇应届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120173
2015年8月 漳州龙佳 福建省体育传统校暨特色
学校游泳联赛 省级 第一名

颜杨麒 福建省 女 1999-03-12 城镇应届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30320029
2015年5月 福建漳州 福建省“洲克杯”少儿游
泳冠军赛 省级 女子少年甲组100米蝶泳第一名
100米蛙泳第二名

卢冰 福建省 女 1999-06-28 城镇应届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120134
2016年8月 龙佳山庄 福建省“洲克杯“体育传
统校暨特色学校游泳联赛 200蝶 第一名

洒脱 贵州省 男 1998-11-03 城镇应届 贵州省实验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40120065
2015年8月 贵州贵阳 贵州省第九届运动会 青
少年组50米自由泳男子甲组 省级 第一名

王纪达 河北省 男 1999-10-04 城镇应届 唐山市第十二高级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030010224 -

朱奕芷 湖南省 女 2000-06-28 城镇应届 邵阳市二中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80520055
2015年9月 湖南长沙 湖南省中学生运动会游泳
比赛 省级 第三名

马鹏遨 吉林省 男 1999-05-24 农村应届 长春市第六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70120042
2016年8月 吉林省长春市 吉林省青少年游泳锦
标赛 省级 第一名

杨璐铭 吉林省 女 1999-04-08 城镇应届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70420027
2016年8月28日“华苑杯”吉林省青少年游泳锦
标赛 省级 女子15-17岁组蝶泳全能第二名

田诗怡 江苏省 女 1999-11-15 城镇应届 徐州市第二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3100010604 -

高颖芳 山东省 女 1998-10-24 城镇应届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50720077
2015年7月8日 山东淄博 2015年山东省游泳锦
标赛 省级 第二名

姜沣烜 山东省 女 1998-02-25 城镇往届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六中
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50220106
2014年7月 山东济宁 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游泳比赛 省级 第三名

张崇未 四川省 男 1999-02-10 城镇应届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
区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22
2015年10月 四川成都 四川省青少年短池游泳
锦标赛1500米自由泳 省级 第三名

李翔宇 四川省 男 1998-10-24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一中
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42
2016年10月22日 四川成都 2016年四川省青少
年游泳冠军赛 省级 游泳男子200米蝶泳第一名

于昊鹏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1999-05-20 城镇应届 乌鲁木齐市第八十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310120090
2016年8月 新疆克拉玛依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6年自治区青少年游泳比赛 省级 100米蝶泳

顾珂 云南省 女 1999-01-06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一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233
2016年8月 四川成都 2016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联赛游泳比赛 国家级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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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仕浩 浙江省 男 1997-09-20 城镇往届 绍兴市越州中学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10620061
2015年9月浙江省第一届中小学生游泳联赛男子
高中组200米仰泳比赛第三名

周泽宇 重庆市 男 1998-09-29 城镇应届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游泳-蝶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190 -

宋骜 重庆市 男 1999-01-05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384
2016年 重庆市大中学生游泳比赛 男子组50米
蝶泳 第三名

黄莉雯 重庆市 女 1998-12-02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游泳-蝶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920
2015年7月 重庆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50米蝶泳
第2名

史可意 河北省 男 1999-01-07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七中学 游泳-混合泳(200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241 -
李正豪 江苏省 男 1999-09-25 城镇应届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混合泳(200 一级运动员 2014100010263 -
蒋浩 江苏省 男 1999-01-15 城镇应届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混合泳(200 一级运动员 2015100010028 -

解国锐 江苏省 男 1998-10-26 城镇应届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游泳-混合泳(400 一级运动员 2016100010413 -
池哲轩 福建省 男 1998-12-14 城镇应届 福建省福州第三中学 游泳-蛙泳(1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130010250 -

洪惠思 广东省 女 1997-02-17 城镇应届 惠州市第四中学 游泳-蛙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90920038
2015年8月 广东湛江 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学
生组女子甲组100米蛙泳 省级 第二名

袁广辉 山东省 男 1999-04-23 城镇应届 枣庄市第三中学 游泳-蛙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50420027
2016年7月“中国体育彩票杯”暨“浩沙杯”山
东省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唐仲琦 山西省 男 1998-11-18 城镇往届 榆次区第四中学 游泳-蛙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040720003
2015年4月 山西财经大学 山西省游泳锦标赛男
子100米蛙泳 省级 第一名

周雨航 四川省 男 1999-04-11 城镇应届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游泳-蛙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89
2016年7月 四川成都 四川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孟宪洲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男 1999-08-22 城镇应届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四中
学

游泳-蛙泳(1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310010057 -

李韵杰 云南省 男 1997-12-12 城镇往届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十中
学

游泳-蛙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048
2015年2月 云南昆明 云南省第十三届中学生运
动会 省级 第一名

吴正辉 四川省 男 1997-08-06 城镇往届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蛙泳(2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230010431 -

胡姜豪 安徽省 男 1999-04-29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20120068
2015年8月 安徽蚌埠 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50米自由泳第三名

刘紫璐 安徽省 女 1999-03-24 城镇往届 合肥市庐阳高级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20120070
2016年2月安徽黄山 安徽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
省级50米蛙泳 第一名

陈正元 北京市 男 1999-07-30 城镇应届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10010133 -

张杰韬 广东省 男 1998-11-09 城镇应届 广州市第二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90120363
2016年6月 广东广州 广东省中学生游泳锦标赛
省级 男子甲组50米蛙泳第三名

刘天昊 河北省 男 1999-02-13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一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30620041
2015年11月 河北省秦皇岛市 河北省青少年游
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张漠菡 河北省 女 1997-09-22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3030010269 -

郭猛 河南省 男 1999-07-11 城镇应届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4160010204 -

李思蒙 吉林省 女 1999-03-02 城镇应届 辽源市第五中学校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70420023
2016年8月 吉林长春 吉林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蛙泳全能第一名

陈伟业 江苏省 男 1999-06-26 城镇应届 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100010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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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韬 江苏省 女 1998-09-20 城镇应届 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00520057
2016年8月 江苏宿迁 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100蛙 第二名

谢志伟 江西省 男 1998-09-15 城镇应届 江西省宜春市第一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4140820033
2015年8月 江西赣州 江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张立翔 山东省 男 1999-08-15 城镇应届 枣庄市第三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50420024
2016年8月 山东淄博 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游泳比赛 省级 第二名

李畅然 山东省 女 1999-02-13 城镇应届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50220179
2015年8月（济宁）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游
泳赛100米蛙泳第三名（01:24.32）

马宇阳 四川省 男 1999-04-14 城镇应届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230010323 -

唐鹏飞 四川省 男 2000-04-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053
2014年8月 四川遂宁 四川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游
泳比赛 省级 第二名

王志晟 四川省 男 1998-11-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温江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022
2016年10月 四川省成都市 2016年四川省青少
年游泳冠军赛 省级 第三名

张芷嘉 四川省 女 1999-05-19 城镇应届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
区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249
2016年10月 四川成都 四川省青少年游泳冠军
赛 省级 女子200米蛙泳第一名

郑逸豪 云南省 男 1999-02-20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一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215
2016年2月20日 云南昆明 云南省少年儿童游泳
锦标赛男子少年组50米蛙泳 省级 第三名

徐俊豪 浙江省 男 1999-04-09 城镇应届 嘉兴市秀州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10520026
2016年9月 浙江金华 浙江省第十三届中小学生
运动会游泳比赛暨ZSSL浙江省第二届中小学生
游泳联赛省级总决赛 省级 第一名

袁臻豪 浙江省 男 1999-01-15 城镇应届 宁波市第二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10220114
2015年9月 杭州建德 浙江省第十三届中学生运
动会游泳比赛暨ZSSL浙江省第一届中小学生游
泳联赛 省级 200Ｍ蛙泳第一名

张媛媛 重庆市 女 1998-08-21 城镇应届 重庆铁路中学 游泳-蛙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256 -

卢可欣 重庆市 女 1998-12-01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 游泳-蛙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921
2015年7月27日至31日 重庆大足 重庆市青少年
游泳锦标赛 市级 100米蛙泳 第三名

庞靖文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男 1999-01-01 城镇应届 广西大学附属中学 游泳-仰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00420028
2016年8月27日 广西南宁 2016广西少年儿童游
泳锦标赛男子甲组100米仰泳 省级 第三名

杨扬 浙江省 女 1998-12-25 城镇应届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游泳-仰泳(1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10320152 2016年省第二届中小学生游泳联赛 100m仰泳
吕昱辰 山东省 男 1999-08-03 城镇往届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游泳-仰泳(200米) 一级运动员 2017340010002 -

张涵 四川省 女 1999-03-06 城镇应届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
区

游泳-仰泳(20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312
2016年10月 四川成都 2016年“洲克杯”四川
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 省级 第一名

孙舒瑶 安徽省 女 1999-08-11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120010124 -

张心玥 安徽省 女 1999-06-10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20120115
2016年8月 安徽蚌埠 2016年安徽省青少年游泳
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周葆琳 安徽省 女 1999-03-10 城镇应届 芜湖市第一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7121220020
2016年8月 安徽蚌埠 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郭铭煜 福建省 男 1999-01-03 城镇应届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120186
2015年 福建省体育传统校暨特色学校游泳联赛
男子高中组50米仰泳第三名

刘少聪 河北省 男 1997-04-26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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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桦 河北省 女 1998-11-03 城镇应届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092 -
贾心怡 河南省 女 2001-02-28 城镇应届 平顶山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4160010211 -
孙常禹 黑龙江省 男 1999-05-20 城镇应届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7080010006 -
张睿恒 吉林省 男 1999-10-22 城镇应届 梅河口市实验高级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6070010152 -
陈帅宇 山东省 男 1999-03-02 城镇应届 淄博市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232 -

王涵青 山西省 女 1999-05-18 城镇应届 榆次区第四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40720057
2016年10月 山西省闻喜县游泳馆 “大象农牧
杯”2016年山西省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尹明辉 云南省 男 1999-06-06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一中学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234
2015年8月 云南玉溪 2015年云南省青少年游泳
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汪霆宇 重庆市 男 1999-07-19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323 -
雍济同 重庆市 男 1998-10-27 城镇应届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321 -

何晓霞 重庆市 女 1999-07-15 城镇应届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游泳-仰泳(50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1082
2016年5月 重庆涪陵 中国体育彩票2016年重庆
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市级 第二名

金书慧 安徽省 女 1999-06-28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七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20120112

2016年8月 安徽蚌埠 安徽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陈芷欣 福建省 女 1999-09-05 城镇应届 厦门外国语学校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30220050

2014年10月 漳州市 福建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省
级 女子甲组50米自由泳第三名

袁铭艳 广东省 女 1999-02-08 农村应届 中山纪念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91220066

2016年6月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中学生游泳锦
标赛 省级 甲组100米自由泳第三名

胡家旭 河北省 男 1999-04-18 城镇应届 邯郸市致远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030220070

2016年5月 河北秦皇岛 河北省第八届青少年运
动会游泳比赛 省级 第三名

朱佳玉 河北省 女 1997-01-06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202 -

刘思家 河南省 男 1998-03-23 城镇往届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自由泳(100 运动健将 201600478 -

刘杨骏 江西省 男 1999-05-23 城镇应届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40520021

2016年7月 江西赣州 2016年“浩沙-体彩杯”
江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男15--17岁组
100米仰泳项目 第三名

程诺 江西省 女 1999-10-23 城镇应届 上饶市第一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40920044

2016年7月 江西赣州 江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杨雨菲 山东省 女 1998-11-21 城镇应届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50220180

2015-08-21 山东济宁 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
赛 省级 50米自由泳 第二名

王智文 陕西省 男 1999-03-26 城镇应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
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270120048
2016年8月 陕西宝鸡 陕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体传校） 省级 第二名

赵姵婷 四川省 女 1998-12-27 城镇应届 重庆市暨华中学校 游泳-自由泳(100 一级运动员 2016230010167 -

孙佳葆 天津市 男 1999-04-11 城镇应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
验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021920034
2015年6月 天津医科大学游泳馆 2015年天津市
中小学游泳比赛 高中男子组100米自由泳 第二

来岚 浙江省 女 1999-01-18 城镇应届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游泳-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10520071

2015年9月 浙江杭州 ZSSL浙江省第一届中小学
生游泳联赛 省级 第三名

隋卓霖 重庆市 男 1999-03-27 城镇应届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游泳-自由泳(100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192 -

许宸源 河北省 男 2000-08-09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自由泳(200
米)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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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安 河北省 男 1999-06-01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自由泳(400
米)

一级运动员 2013030010270 -

刘子谦 河北省 男 1997-09-20 城镇往届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自由泳(400
米)

一级运动员 2011030010115 -

曹子杉 河北省 女 1999-06-10 城镇应届 保定市第七中学
游泳-自由泳(4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4030620187

2016年5月 河北省第八届青少年运动会游泳比
赛 省级 第二名

黄明佳 四川省 女 1999-09-20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北湖校区

游泳-自由泳(40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324
2016年10月 四川成都 四川省青少年游泳冠军
赛 省级 第一名

吴稷 福建省 女 1999-10-04 城镇应届 厦门市湖滨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30220051

2015年8月 福建角美 福建省体育传统校暨特色
学校游泳联赛 省级 第三名

龙彦州 贵州省 男 1999-01-21 城镇应届
贵阳市观山湖区第一高
级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240120062
2016年8月 贵州瓮安 贵州省青少年（儿童）游
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陈冠宇 河南省 男 1998-09-16 城镇应届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7160120005

2015年8月 河南洛阳 2015年河南省青少年儿童
游泳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张子良 河南省 男 1997-09-25 城镇往届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60320005

2015年 河南省儿童游泳锦标赛 男子公开组50
米自由泳 省级 第三名

刘思远 湖南省 男 1999-11-30 城镇应届 株洲市凤凰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6180320039

2016年9月 湖南长沙 湖南省大中学生游泳比赛
省级 50米自由泳第一名

岳洪波 山东省 男 1999-02-22 城镇应届 枣庄市第三中学
游泳-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015150420036

2015年8月 山东济宁 山东省中小学生游泳联赛
省级 第3名

彭一峰 安徽省 男 1999-06-27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八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20120055 2015年7月 安徽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

魏俊杰 安徽省 男 1999-01-10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120120250
2016年11月 安徽合肥 安徽省足球传统项目学
校比赛 省级 第四名

宋飞 甘肃省 男 1999-09-10 城镇应届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80010035 -
岳军全 甘肃省 男 1998-01-09 农村应届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4280010100 -

柳富文 甘肃省 男 1999-06-28 城镇应届 兰州成功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80520004
2016年7月 甘肃渭源 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石金辉 甘肃省 男 1998-07-05 城镇应届 靖远县第二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280720027
2015年8月 张掖市甘州 甘肃省青少年足球联赛
省级 第一名

汤敬文 贵州省 男 1997-01-09 农村往届
余杭区杭州绿城育华桃
花源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26 -

祁辅基 海南省 男 1998-08-18 农村应届 海南省国兴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10010077 -
杜旭 河北省 男 1998-11-29 农村往届 邯郸市致远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030220006 2015年河北省校园足球联赛 第一名
郭馨 河北省 女 1999-08-03 城镇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037 -
张丽 河北省 女 1999-03-10 农村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501 -
姜涵 河北省 女 1999-05-21 农村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030010070 -

赵芮 河北省 女 1999-11-18 农村应届 邢台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030320166
2016年8月 河北石家庄 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
联赛 省级 第三名

申豪宾 河南省 男 1999-05-23 城镇应届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河南
分校焦作校区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160820143
2014年8月 河南焦作 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青
少年足球 第五名

王丹彤 河南省 女 1998-12-02 城镇应届 郑州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160010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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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灵睿 河南省 女 1999-02-11 城镇应届 洛阳市第八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160320119
2016年7月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河南省“省长杯
”校园足球联赛暨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
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五名

王文柏 湖北省 男 1997-02-10 城镇往届 湖北省体育运动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170010075 -
王文松 湖北省 男 1997-02-10 城镇往届 湖北省体育运动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3170010104 -

徐傲 湖北省 男 1999-06-04 城镇应届 武汉市第四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170120322
2015年7月 湖北宜昌 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
中联赛 省级 第一名

严嘉奇 湖北省 男 1999-04-17 城镇应届 武汉市第四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170120323
2014年7月 湖北鄂州 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荣伟程 湖南省 男 1999-12-23 城镇应届 株洲建宁国际实验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80320040
2016年10月 湖南郴州 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高中联赛 省级 第三名

谭捷 湖南省 女 1999-09-30 城镇应届 长沙市天心区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088 -
石敬意 湖南省 女 1999-03-07 城镇应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087 -
袁心茹 湖南省 女 1999-07-12 城镇往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180010322 -

罗雅雯 湖南省 女 1999-11-04 城镇应届 衡阳市第八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180220026
2016年十月 湖南郴州 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高中联赛 省级 第一名

陈果 湖南省 女 1999-11-24 城镇应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180120046
2015年10月 山东潍坊 2015年中国中学生足球
锦标赛 第四名

王锦轩 内蒙古自 男 1998-02-24 城镇应届 包钢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050010156 -

陈浩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09-17 农村应届 包钢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86
2015年7月 内蒙古 内蒙古青少年足球竞标赛
省级 第二名

刘岂睿 内蒙古自 男 2000-02-03 城镇应届 包钢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99 2015年内蒙古青少年男子足球竞标赛主席杯第

要晨奇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07-21 城镇往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050220192
2014年10月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内蒙古自治
区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边疆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11-24 城镇应届 包钢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050220087
2015年7月 内蒙古通辽市 “体彩杯”内蒙古自
治区青少年男子足球锦标赛暨青少年男子足球
俱乐部赛 省级 第二名

朱伯群 山东省 男 1998-05-13 城镇往届
山东鲁能体育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3150010715 -

杨佳昊 山东省 男 1999-04-04 城镇应届 山东省泰安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4150010060 -
魏云凡 山东省 男 1998-11-17 农村应届 淄博实验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50320143 2015年山东省中小学生体育联赛男足第一名

周晓艺 山东省 女 1999-05-04 城镇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50320199
2016年10月 湖北武汉 2016年中国中学生足球
锦标赛 国家级 第五名

魏妍 山东省 女 1998-12-14 农村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50320200
2016年10月 武汉江汉区 2016年中国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 国家级 第五名

路丰华 山东省 女 1999-06-14 农村应届 淄博市临淄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150320098
2016年8月 山东潍坊 2016年山东省中小学生体
育联赛足球比赛 省级 第一名

申琦 山西省 男 1999-03-16 城镇应届 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040120177
2015年10月 山西太原 2015山西省足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 省级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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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 山西省 男 1998-01-30 城镇往届 山西省孝义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040520029
2016年8月 山西榆次 山西省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刘茂翔 四川省 男 1999-10-24 城镇应届
成都市温江区第二中学
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095
2016年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四
强

徐跃 四川省 男 1999-07-17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230120266 2016年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第三名
刘娇 四川省 女 1998-01-30 农村应届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4230010649 -

赵琳 四川省 女 1998-11-01 农村应届 成都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080
2016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
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总决赛（高中组）第一名

罗洁 四川省 女 1999-07-21 农村应届 四川省温江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317 2016年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 第一名

品措茨迪 云南省 男 1998-08-06 城镇应届 昆明市实验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160
2016年7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甲组（U18）第四名

张峪豪 云南省 男 1999-02-15 城镇应届 恒大足球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155 2016年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甲组（u18）第

吴勉 云南省 男 1999-02-25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三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254
2015年8月 云南玉溪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解恒维 云南省 男 1998-12-13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三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250120206
2014 云南省泸西 云南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三
名 省级

江承莎 浙江省 女 1999-03-28 城镇应届 丽水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110010209 -
游璟华 浙江省 女 1999-01-07 农村应届 浙江省杭州第九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110010240 -
周琦 浙江省 女 1998-04-10 农村应届 浙江省杭州第九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110010226 -

朱圣铂 重庆市 男 1999-02-03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46 -
蔡林峰 重庆市 男 1998-08-11 城镇应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086 -
帅玉双 重庆市 男 1997-08-01 农村应届 重庆市两江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25 -
徐鑫 重庆市 男 1998-10-02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47 -

徐铮言 重庆市 男 1998-09-04 城镇应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92 -

张云淞 重庆市 男 1999-05-13 城镇应届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797
2016年7月 重庆市涪陵区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
足球比赛（青少年男子甲组） 市级 第六名

赵泳帆 重庆市 男 1999-01-14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720012
2016年1月 重庆市沙坪坝区体育局 重庆市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刘凌豪 重庆市 男 1997-06-05 城镇往届 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3220021557
2013年11月 重庆市 沙坪坝区中学生足球比赛
市级 第四名

魏童庆 重庆市 男 1998-06-01 城镇往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4220020983
2014年11月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中学生足球
比赛 市级 第三名

蒋坤志 重庆市 男 1999-12-31 城镇应届
四川外语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1295
2017年1月 2016年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足球比
赛男子甲组 市级 第三名

姚凯 重庆市 男 1998-08-10 城镇应届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946
2016年7月 重庆涪陵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男子
足球甲组 市级 第三名

钟维 重庆市 男 1998-12-30 农村应届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796
2016年7月 重庆市涪陵区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
足球比赛（青少年男子甲组） 市级 第六名

宋明浩 重庆市 男 1999-09-16 城镇应届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947
2016年7月 重庆涪陵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足球
比赛 市级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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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中泽 重庆市 男 1998-10-11 城镇应届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948
2016年7月 重庆市涪陵区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
足球比赛 市级 第三名

彭永良 重庆市 男 1999-04-25 城镇应届 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200
2015年12月 重庆市沙坪坝区 重庆市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 市级 第四名

丁怡 重庆市 女 1998-11-13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280 -
黄肸 重庆市 女 1999-02-04 农村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093 -

冯娟倪 重庆市 女 1999-06-01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282 -
胡缘圆 重庆市 女 1998-07-05 城镇往届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228 -
周柯利 重庆市 女 1999-06-25 城镇应届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334 -
杨明雪 重庆市 女 1997-11-19 城镇应届 重庆市巴南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143 -
刘畅 重庆市 女 1999-04-23 城镇应届 重庆市巴南中学校 足球-后卫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151 -

段俊秀 重庆市 女 1999-04-09 城镇应届 重庆市广益中学校 足球-后卫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295
2014年11月 重庆市南岸区 重庆市中学生足球
比赛 市级 第三名

秦卓 安徽省 男 1998-12-04 城镇往届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120220004 2016年1月安徽省青少年高中足球比赛 省级 第

江佳睿 安徽省 男 1999-06-09 城镇应届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20220051
2015年7月 安徽天长 安徽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二名

郑舒骏 福建省 男 1998-02-12 城镇应届 厦门第二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7130220033 2015年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张容源 甘肃省 男 1998-05-16 城镇应届 靖远县第二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280720028
2016年8月 天水市 甘肃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
男子足球 省级 第一名

王山华 贵州省 男 1998-10-09 城镇应届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7240120001
2016年7月22日 贵州遵义 贵州省第二届中小学
生运动会男子足球高中组 省级 第一名

贺红娜 河北省 女 1999-02-11 农村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500 -

牛德凯 河南省 男 1999-04-02 城镇应届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
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160010531 -

石嘉昱 河南省 男 1997-05-09 城镇往届 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60320058
2015年7月 河南郑州 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
”暨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赛 省级

崔浩男 河南省 男 1997-11-30 城镇往届 洛阳市第三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4160320097
2014年7月 河南洛阳 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校
园足球冠军杯赛 省级 第四名

杨佳昕 黑龙江省 男 1999-11-30 城镇应届 大庆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080520103
2016年10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兰格足球训练基
地 2016年黑龙江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

叶生 湖北省 男 1999-09-22 城镇应届 武汉市第四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70120160
2015年7月 湖北宜昌 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五名

周颖 湖南省 女 1999-09-27 农村应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089 -

周博伦 辽宁省 男 1999-03-23 城镇应届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060220058
2015年11月 辽宁大连 辽宁省校园足球联赛高
中男子组 省级 第二名

刘晓雨 山东省 女 1998-06-16 农村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182 -
许玉洁 山东省 女 1998-05-15 农村应届 淄博市临淄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108 -

王禧鑫 山东省 女 1999-06-19 城镇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50320201
2016年5月 山东潍坊 2015-2016中国高中女子
校园足球联赛（北区） 国家级第四名

贾杨 山东省 女 1999-08-29 城镇应届
青岛市城阳第一高级中
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150220224
2016年8月 山东潍坊鲁能足球学校 2016山东省
中小学生体育联赛 省级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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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 山东省 女 1998-06-07 农村应届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51320019 2016年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第三名
罗欢 四川省 女 1997-04-20 农村应届 四川省资中县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230010494 -
马力 四川省 女 1999-02-07 城镇应届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5230010380 -

张宏燕 四川省 女 1998-02-12 农村应届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230010650 -
郭苗希 四川省 女 1998-05-17 农村往届 四川省温江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230010422 -

姚丹 四川省 女 1997-12-09 农村应届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校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231220069
2015年8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万云川 云南省 男 1999-01-10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三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260
2015年8月 云南玉溪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
云南省青少年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杨雷 云南省 男 1998-09-15 农村应届 恒大足球学校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161
2016年7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甲组 省级 第四名

和崟泉 云南省 男 1998-02-25 城镇往届 玉龙县第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215
2016年7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甲组 第五名

陈俊宇 云南省 男 1998-09-29 城镇往届 昆明市第十一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4250120210
2014年7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邵丹丹 浙江省 女 1999-06-17 农村应届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10820053 2015年浙江省青少年足球校园联赛第三名

郑露 浙江省 女 1999-01-03 农村应届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110820054
2015年7月 浙江衢州 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总决赛 省级 第三名

万航宇 重庆市 男 1999-06-30 城镇应届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348 -
罗洋宇 重庆市 男 1998-12-05 城镇应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93 -

李金戈 重庆市 男 1998-08-08 城镇往届 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050
2015年11月 重庆沙坪坝 重庆市中学生足球比
赛 市级 第一名

赵昌佑 重庆市 男 1998-01-04 城镇往届 重庆市渝西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301
2014年10月 重庆沙坪坝区 重庆市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 市级 男子乙组第四名

廖小东 重庆市 男 1999-01-16 农村往届 开县中学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039
2015年11月 重庆市沙坪坝区 重庆市中学生校
园联赛 市级 第四名

范春竹 重庆市 女 1999-04-10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281 -
杜俊崎 重庆市 女 1999-01-23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206 -
朱诗航 重庆市 女 1999-06-28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207 -
刘诗扬 重庆市 女 1999-02-19 城镇应届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足球-前锋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337 -

修雪 重庆市 女 1999-08-29 农村应届 重庆市长寿实验中学校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012
2015年11月 重庆 重庆市中学生足球比赛 市级
第四名

杨丽 重庆市 女 1998-11-14 城镇应届 重庆市广益中学校 足球-前锋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292 2014年11月 重庆市中学生足球比赛 第三名
庞晨 安徽省 男 1999-01-01 城镇应届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4120010096 -

暴瑞宇 甘肃省 男 1999-09-24 城镇应届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6280010029 -
杨彦杰 甘肃省 男 1998-11-27 城镇应届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4280010105 -

王邦宇 贵州省 男 1998-05-17 城镇应届
贵阳市观山湖区第一高
级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5240010138 -

陈世林 贵州省 男 1998-10-22 城镇应届 贵州省实验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7240120008
2016年7月 贵州遵义 贵州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
会暨阳光体育大会 省级 第四名

徐赛 河北省 女 1999-01-22 城镇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603001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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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宸至 河南省 男 1998-03-05 城镇应届 洛阳市第四十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5160010612 -

许家贺 河南省 男 1999-03-24 城镇应届
开封市开封高中实验学
校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5160220283
2015年7月 河南郑州 河南省校园足球“省长杯
”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王壮 湖北省 男 1998-09-27 农村应届 武汉市第四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4170120325
2016年5月 湖北荆州 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五名

易鹏靓 湖南省 男 1999-05-23 农村应届 株洲市第二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4180320068
2016年10月 湖南郴州 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高中联赛 省级 第三名

颜郅臻 湖南省 男 1999-03-10 城镇应届 株洲市第二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5180320041
2015年9月湖南长沙 湖南省第一届中学生运动
会足球比赛 省级 第四名

石培玉
内蒙古自
治区

男 1998-09-05 城镇往届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4050220194
2014年 内蒙古包头 内蒙古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张文娇 山东省 女 1998-11-15 农村应届 淄博市临淄中学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6150320393
山东省第十三届中学生运动会暨“中国体育彩
票杯”2016年山东省中小学体育联赛足球比赛
山东省高中女子组第一名

刘丰铭 云南省 男 1999-06-05 城镇应届 北大附中云南实验学校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156
2016年7月 云南泸西 2016年云南省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 省级 甲组（U18)第四名

杨祥凯 重庆市 男 1999-03-08 城镇往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21 -
李笑寒 重庆市 男 1999-04-23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522 -
周李光 重庆市 男 1998-03-11 城镇往届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028 -

唐也 重庆市 男 1999-11-06 城镇应届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7220020046
2016年11月 重庆市 重庆市2016年校园足球联
赛市级总决赛暨2016年中学生足球比赛高中男
子组 省级 第三名

杨晴圆 重庆市 女 1999-11-15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208 -

陈艳灵 重庆市 女 1999-08-29 城镇应届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足球-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015220020758
2016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市级
第三名

姚宇恒 安徽省 男 1999-05-05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120010098 -
耿志武 安徽省 男 1999-08-26 城镇应届 合肥市第六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120010100 -

王振强 甘肃省 男 1996-10-08 农村往届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80120190
2016年8月 甘肃天水 第三届甘肃省中学生运动
会 省级 第二名

陈俊华 甘肃省 男 1999-09-05 城镇应届 兰州科技外语学校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4280120039
2016年7月 甘肃张掖 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冠
军联赛 省级 第二名

何成虎 甘肃省 男 1999-01-02 农村应届 兰州女子中等专业学校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80520001
2016年7月 甘肃渭源 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一名

袁一山 贵州省 男 1998-11-03 城镇应届
贵阳市观山湖区第一高
级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240010132 -

李常甘 贵州省 男 1998-12-21 城镇往届 凯里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240620004
2014年8月 贵州贵阳 贵州省第三届高中生足球
联赛决赛 省级 第二名

卢杨 贵州省 男 1998-06-17 农村应届 遵义县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240320029
2015年7月 贵州贵阳 贵州省第九届运动会 青
少年组男子足球竞赛 省级 第五名

林明相 海南省 男 1999-09-12 城镇应届 海南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210010037 -

18/19



姓名 生源省 性别 出生日期 考生类别 毕业学校 报考项目
运动员技术

等级
等级证书编号 比赛成绩

张杨子钰 河北省 女 1999-05-27 城镇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030010071 -
薛俊霞 河北省 女 1999-09-15 城镇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4030010445 -
詹晓婉 河北省 女 1999-04-02 农村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499 -
王姝妹 河北省 女 1999-08-19 农村应届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030010038 -

朱佳文 河南省 女 2000-09-26 农村应届
洛阳伊滨区第一高级中
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160010570 -

张启威 黑龙江省 男 1999-03-04 城镇应届 大庆市第四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080520127
2016年10月 黑龙江大庆市 黑龙江省青少年足
球锦标赛 省级 第五名

胡怀荫 湖南省 女 2000-05-01 城镇应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100 -
王窈 湖南省 女 1999-05-08 城镇应届 长沙市南雅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091 -
张絮 山东省 女 1998-01-15 农村应届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183 -

杨莹婷 山东省 女 1998-06-27 农村应届 淄博市临淄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107 -
王晶晶 山东省 女 1999-05-15 农村应届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7150010053 -
王心雨 山东省 女 1999-04-24 农村应届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151320014 2016年中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第三名
邱震宇 陕西省 男 1999-07-05 城镇应届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4270120105 2014年8月陕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足球省级第二

陈鑫 四川省 男 1997-10-02 农村往届 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80120192
2016年8月 甘肃天水 第三届甘肃省中学生运动
会 省级 第二名

罗浩然 四川省 男 1999-04-04 城镇应届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30620013
2016年1月 四川省绵阳市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
标赛 省级 第六名

李舒旭 四川省 男 1998-12-02 城镇应届 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30120112 2015年四川省中学生男子足球锦标赛 第四名
胡思如 四川省 女 1998-05-06 农村应届 四川省江油市第一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4230010075 -

刘彬艳 四川省 女 1997-11-03 农村往届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校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4231220053
2015年8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杨滨瑜 四川省 女 2000-08-01 农村应届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校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231220063
2015年8月 四川绵阳 四川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李朋臻 云南省 男 1998-11-17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三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250010016 -

余俊 云南省 男 1998-12-06 城镇应届 恒大足球学校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4250120213
2014年8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三名

张榆敬 云南省 男 1999-07-23 城镇应届 昆明市第三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5250120255
2015年8月 云南玉溪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省级 第四名

林绍基 云南省 男 1999-08-26 城镇应届 昆明旅游艺术进修学院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162
2016年7月 云南泸西 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升级 第四名

王奕超 云南省 男 1998-11-13 城镇应届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50120201
2016年8月 云南泸西 2016云南省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 省级 甲组第三名

吴鑫民 重庆市 男 1998-01-13 城镇往届 重庆市杨家坪中学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4220010142 -
韩雨成 重庆市 男 1998-10-07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524 -

龚禹澔 重庆市 男 1998-06-22 城镇应届 重庆市凤鸣山中学 足球-中场 二级运动员 2016220020794
2016年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男子运动会足球比
赛（青少年男子甲组） 青少年男子甲组第六名

王馨雨 重庆市 女 1999-12-05 城镇应届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096 -
钟佳伶 重庆市 女 1998-01-02 城镇应届 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校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6220010338 -
陈汕杉 重庆市 女 1998-10-24 城镇应届 重庆市巴南中学校 足球-中场 一级运动员 2015220010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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