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项目及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优惠政策
191061403000003 周翰泽 男 福建省 厦门市华侨中学 男子游泳-(44)自由泳 93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11 姚池 女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 女子游泳-(72)蝶泳 86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12 李美怡 女 重庆市 重庆铁路中学 女子游泳-(71)自由泳 92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17 张牧凡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十二中学校 男子足球-(12)前卫 76.2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18 陈嘉凝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14)守门员 76.1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20 岳建力 男 重庆市 重庆市渝高中学校 男子游泳-(43)蛙泳 89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26 李沛泽 男 云南省 玉溪第一中学 男子网球-(31)单打 100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29 李紫晟 男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男子游泳-(42)仰泳 95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34 邓海宇 男 安徽省 安徽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男子游泳-(41)蝶泳 97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35 赵唐均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男子田径-(53)短、跨 84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38 袁业宇 男 安徽省 安徽省蚌埠第三中学 男子足球-(12)前卫 69.6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45 张婧怡 女 辽宁省 本溪市第一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90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47 罗芷汀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94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62 刘佳洋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男子篮球-(21)前锋 89.2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67 孙鹤源 男 广东省 东莞实验中学 男子游泳-(42)仰泳 93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68 赵宇祺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男子网球-(31)单打 98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72 周展旭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男子篮球-(21)前锋 72.3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73 徐浩博 男 吉林省 长春市十一高中 男子篮球-(22)后卫 79.7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77 周英炜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男子篮球-(21)前锋 83 文化课单考
191061403000078 张宇航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男子网球-(31)单打 96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85 杨杰 女 四川省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女子田径-(82)跳跃 82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86 王凯 男 河南省 沁阳市覃怀中学 男子田径-(53)短、跨 81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90 潘子娆 女 云南省 云南省玉溪实验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100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091 潘谷端阳 女 河北省 北戴河树人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96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02 吴天宇 男 浙江省 金华市芙蓉外国语学校 男子游泳-(41)蝶泳 97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04 庄小萱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98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11 廖晨曦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男子足球-(12)前卫 71.5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12 郎雨璠 女 天津市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女子游泳-(71)自由泳 86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19 赵中正 男 河北省 沧州市第二中学 男子篮球-(22)后卫 74.3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25 兰天哲 男 广东省 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男子游泳-(42)仰泳 94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32 刘朔帆 女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女子游泳-(73)蛙泳 87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34 周彦哲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男子足球-(12)前卫 82.8 生源地二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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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61403000135 曾意然 女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女子游泳-(71)自由泳 86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38 肖天逸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男子足球-(13)后卫 75.8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39 张源 男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子游泳-(44)自由泳 83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47 李思瑶 女 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 女子网球-(61)单打 92 生源地二本线
191061403000148 康庭源 男 山西省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男子足球-(12)前卫 82.6 生源地二本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