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情况公示 

 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已结束，根据《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15〕11 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精神和《华

南师范大学 2016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有关规定,结合高水平运

动员专项测试成绩及招生计划，经学校招生委员会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了入选分数线。现将各考生信息、测试（考试）成绩及入选情况予以

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6 年 3月 3 日--3月 9 日。 

    根据学校高水平运动项目发展需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按照

《通知》要求,合格入选考生人数不超过招生人数的 2倍,确定合格入

选考生。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

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如有 A、

B 线，按 A 线）65%的考生，不超过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 30%。 

    1、获得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

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如有 A、B线，按 A 线）的合格入选考生，

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为 83分以上（含 83 分）。 

    2、获得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

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如有 A、B线，按 A 线）65%的合格入选考

生，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为 90分以上（含 90 分）。 

    3、各考生信息、测试成绩及入选情况 

序号 考号 姓名 性别 运动等级 项目 毕业学校 考生类别 术科成绩 入选情况 

1 16400157 李天翔 男 运动健将 游泳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统考 100  二本 65% 

2 16400162 周超敏 女 健将 羽毛球 广东省二沙岛体育训练中心 统考 95  二本 65% 



3 16400084 张思齐 女 一级 乒乓球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一中学 统考 94  二本 65% 

4 16400016 吕苏宜 男 一级 羽毛球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94  二本 65% 

5 16400221 叶晓桦 女 一级 乒乓球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统考 93  二本 65% 

6 16400048 黄嘉进 男 一级 羽毛球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92  二本 65% 

7 16400005 陈梓健 男 一级 乒乓球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92  二本 65% 

8 16400262 陈俊彬 男 二级 游泳 广州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统考 91  二本 65% 

9 16400077 江媛媛 女 二级 乒乓球 柳州市民族高中 统考 91  二本 65% 

10 16400256 罗锦山 男 二级 乒乓球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统考 91  二本 65% 

11 16400173 雷典 男 一级 羽毛球 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统考 91  二本 65% 

12 16400041 陈玮 女 一级 游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90  二本 65% 

13 16400188 张展亮 男 一级 乒乓球 广东省东莞市光明中学 统考 90  二本 65% 

14 16400235 方杰 男 二级 田径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90  二本 65% 

15 16400104 范斌 男 二级 武术 深圳第二高级中学 统考 90  二本 65% 

16 16400291 曾浩恒 男 一级 游泳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89  二本 

17 16400154 郑子成 男 一级 乒乓球 浙江省萧山中学 统考 89  二本 

18 16400123 徐承脉 男 二级 乒乓球 河北衡水中学 统考 89  二本 

19 16400101 王美茜 女 一级 羽毛球 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统考 89  二本 

20 16400155 肖赋 男 二级 武术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高级中学 统考 89  二本 

21 16400046 周驰森 男 二级 武术 广州市第二中学 统考 89  二本 

22 16400151 郑书栋 男 一级 游泳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88  二本 

23 16400263 廖宇莹 女 一级 游泳 深圳市高级中学 统考 88  二本 

24 16400233 梁莹莹 女 二级 乒乓球 湖南师大附中 统考 88  二本 

25 16400085 梁兆业 男 一级 羽毛球 广州市执信中学 统考 88  二本 

26 16400045 李宪治 男 一级 游泳 广州市执信中学 统考 87  二本 

27 16400019 黄镜清 女 二级 游泳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统考 87  二本 

28 16400003 林雨洁 女 一级 乒乓球 浙江省台州中学 统考 87  二本 

29 16400116 杨晓林 女 一级 乒乓球 辽宁省抚顺市第一中学 统考 87  二本 

30 16400230 黄滢峄 女 一级 羽毛球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 统考 87  二本 

31 16400190 杨舒婷 女 二级 田径 湛江第一中学 统考 87  二本 

32 16400007 贺子庭 男 二级 游泳 长春市第十六中 统考 86  二本 

33 16400030 李志杰 男 二级 游泳 广州市执信中学 统考 86  二本 

34 16400072 王天翼 男 二级 游泳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统考 86  二本 

35 16400022 程浩文 男 一级 游泳 广州市第一中学 统考 86  二本 

36 16400133 任上喆 男 一级 游泳 山东省济南中学 统考 86  二本 

37 16400080 孙昊岚 女 二级 游泳 广东广雅中学 统考 86  二本 

38 16400184 梁韵芯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卓越教育培训中心高四学校 统考 86  二本 

39 16400231 杨佳蕊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市高山文化培训学校 统考 86  二本 

40 16400038 栗思颉 女 一级 游泳 邯郸第二外国语学校 统考 86  二本 

41 16400126 毕博雅 女 一级 游泳 山东省济南中学 统考 86  二本 

42 16400180 郭倩怡 女 一级 游泳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86  二本 

43 16400267 吴静静 女 一级 乒乓球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统考 86  二本 

44 16400079 林涛 男 二级 田径 湛江市第十中学 统考 86  二本 

45 16400132 苏萍萍 女 二级 武术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统考 86  二本 



46 16400054 王健雄 男 二级 游泳 广州高山文化培训学校 统考 85  二本 

47 16400056 石舒吉 男 二级 游泳 厦门市湖滨中学 统考 85  二本 

48 16400109 周智尧 男 二级 游泳 广州市第一中学 统考 85  二本 

49 16400113 黄晨宾 男 二级 游泳 福州文博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0 16400164 杜明宇 男 二级 游泳 邯郸市钢苑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1 16400319 蔡惠錞 男 二级 游泳   统考 85  二本 

52 16400044 陈达伟 男 一级 游泳 广东省汕头市第六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3 16400302 颜永鑫 男 一级 游泳 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4 16400026 黄琳灿 女 二级 游泳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5 16400096 张瑶佳 女 二级 游泳 河北省邯郸市第四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6 16400105 高洁滢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市培正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7 16400205 薛力欣 女 一级 乒乓球 太原市同心外国语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8 16400055 蒋智能 男 一级 乒乓球 广东省东莞市光明中学 统考 85  二本 

59 16400120 郭正 男 一级 乒乓球 福州格致中学 统考 85  二本 

60 16400020 郑铭扬 男 二级 羽毛球 福建省福州市三牧复读学校 统考 85  二本 

61 16400150 俞越曦 女 一级 羽毛球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统考 85  二本 

62 16400272 陈晓因 女 二级 羽毛球 仁荣中学 统考 85  二本 

63 16400145 方梓鸣 男 二级 武术 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 统考 85  二本 

64 16400025 何子麒 男 二级 游泳 湖南省株洲市建宁国际实验中学 统考 84  二本 

65 16400161 郑斌 男 二级 游泳 福建省福州市格致中学 统考 84  二本 

66 16400214 林泽佳 男 二级 游泳 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统考 84  二本 

67 16400218 潘铭轩 男 二级 游泳 广州市第六中学 统考 84  二本 

68 16400313 孔令桐 男 一级 游泳 广州高山文化培训学校 统考 84  二本 

69 16400097 高洁莎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市培正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0 16400238 刘铭 女 一级 游泳 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1 16400197 郑妍冰 女 一级 乒乓球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恒泉路 46 号（体育馆） 统考 84  二本 

72 16400250 林珈兴 男 一级 乒乓球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3 16400265 陈宇翔 男 一级 乒乓球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4 16400118 梁将 男 二级 田径 湛江第一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5 16400213 吴冬 男 一级 田径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6 16400276 黄家亮 男 一级 田径 广州市体育技术学院附属学院 统考 84  二本 

77 16400047 甘雨隽 女 一级 武术 广州市第二中学 统考 84  二本 

78 16400065 邢益睿 男 二级 武术 广州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统考 84  二本 

79 16400063 梁博宇 男 二级 游泳 中山市纪念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0 16400258 刘俊廷 男 二级 游泳 深圳市福田区春田路 2 号高级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1 16400008 许潇然 男 一级 游泳 北京市礼文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2 16400178 张沛婷 女 二级 游泳 安徽省安庆市第二中学高三（14）班 统考 83  二本 

83 16400172 林于捷 男 一级 羽毛球 仁荣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4 16400270 简子琦 女 二级 田径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5 16400035 邓海威 男 二级 武术 新疆奎屯市第六中学 统考 83  二本 

86 16400143 欧阳嘉浩 男 二级 游泳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87 16400098 宁琳 女 二级 游泳 福建省福州市格致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88 16400318 周炜仪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市第二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89 16400219 邢蕗涵 女 二级 乒乓球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90 16400006 曾浩森 男 一级 乒乓球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91 16400182 邹琦 男 二级 田径 佛山市第一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92 16400211 敖梦琪 男 二级 田径 新余四中 统考 82  不入围 

93 16400223 张怡 女 二级 田径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82  不入围 

94 16400248 曾直 女 二级 田径 郴州市一中 统考 82  不入围 

95 16400078 徐泽华 男 二级 乒乓球 大庆实验中学 统考 81  不入围 

96 16400021 许昕 女 一级 羽毛球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81  不入围 

97 16400198 刘业洋 男 二级 武术 佛山市顺德区罗定邦中学 统考 81  不入围 

98 16400138 曹岱寅 男 一级 游泳 南昌市第二中学就读 统考 80  不入围 

99 16400011 王嘉毓 女 二级 游泳 邯郸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统考 80  不入围 

100 16400110 罗婉芯 女 二级 游泳 广州市南武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1 16400266 杨迈克 男 一级 乒乓球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2 16400208 何欣霖 女 二级 羽毛球 广州市执信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3 16400090 温梓兴 男 二级 田径 广东仲元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4 16400158 马晓阳 男 二级 田径 中山纪念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5 16400122 陈晓东 男 二级 武术 吴川一中实验学校 统考 80  不入围 

106 16400059 许殷铭 男 二级 武术 广州科学城中学 统考 80  不入围 

107 16400002 陈曦 女 二级 乒乓球 在抚顺第一中学学习 统考 79  不入围 

108 16400119 陈俊隆 男 二级 羽毛球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统考 79  不入围 

109 16400028 陈祉睿 女 一级 羽毛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统考 79  不入围 

110 16400216 麦海裕 男 二级 田径 佛山市第一学 统考 79  不入围 

111 16400252 黄智燕 女 二级 武术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统考 79  不入围 

112 16400254 何雪滢 女 二级 武术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统考 79  不入围 

113 16400253 黄钊怡 女 一级 乒乓球 湖南师大附中 统考 78  不入围 

114 16400094 鲁雪晨 女 二级 田径 石家庄市外国语学校 统考 78  不入围 

115 16400260 徐彬 男 二级 武术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仁化中学 统考 78  不入围 

116 16400240 卢卓伶 女 二级 乒乓球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统考 77  不入围 

117 16400168 曹智博 男 一级 乒乓球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二中学校 统考 77  不入围 

118 16400224 商靖 男 二级 田径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统考 77  不入围 

119 16400171 周洁 女 一级 武术 九江市第七中学 统考 77  不入围 

120 16400108 谭明轩 男 二级 羽毛球 湖南省长沙市第十五中学 统考 76  不入围 

121 16400159 黎志亮 男 二级 田径 中山纪念中学 统考 76  不入围 

122 16400312 苏嘉立 男 二级 武术 广州市铁一中学 统考 76  不入围 

123 16400112 郭璐昕 女 二级 武术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75  不入围 

124 16400087 郑爽 女 二级 武术 江西省九江市第三中学 统考 75  不入围 

125 16400251 林秋萍 女 一级 乒乓球 海南中学 统考 74  不入围 

126 16400232 李博文 男 二级 乒乓球 湖北省孝感汉川市第一高级中学 统考 74  不入围 

127 16400288 王诗涵 女 二级 乒乓球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统考 73  不入围 

128 16400170 莫思哲 男 一级 羽毛球 遵义市第四中学 统考 73  不入围 

129 16400277 粟阳 女 二级 乒乓球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统考 71  不入围 

130 16400259 徐诗月 女 二级 武术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仁化中学 统考 69  不入围 

131 16400009 刘宇豪 男 一级 乒乓球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统考 0  不入围 



132 16400062 李元昊 男 二级 游泳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3 16400147 夏瑜潞 女 二级 游泳 桂林市第十八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4 16400215 刘佳琳 女 二级 游泳 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5 16400273 杨晓意 女 一级 乒乓球 河北衡水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6 16400052 彭欣怡 女 二级 乒乓球 赣州市第一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7 16400086 王亚慧 女 二级 乒乓球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8 16400111 陈思如 女 二级 乒乓球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39 16400278 王星灵 女 二级 乒乓球 六盘水市第四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0 16400311 李玲玲 女 二级 乒乓球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1 16400092 吴家铖 男 一级 乒乓球 瑞安市第十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2 16400100 彭伟铬 男 一级 乒乓球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恒泉路 46 号（体育馆） 统考 0  不入围 

143 16400181 付博扬 男 一级 乒乓球 黑龙江省大庆市实验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4 16400200 蒋飞 男 一级 乒乓球 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5 16400032 杨其轩 男 二级 乒乓球 东莞市光明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6 16400076 郑煜 男 二级 乒乓球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统考 0  不入围 

147 16400114 江澍 男 二级 乒乓球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8 16400146 余子杰 男 二级 乒乓球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49 16400186 葛维翰 男 二级 乒乓球 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0 16400271 张雄 男 二级 乒乓球 中南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1 16400165 胡雨晴 女 一级 羽毛球 贵阳市第三实验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2 16400269 梁诗颖 女 一级 羽毛球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3 16400195 涂慧纯 女 二级 羽毛球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4 16400246 栾景茹 女 二级 羽毛球 辽宁省丹东市第二高级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5 16400310 杨许羽晓 女 二级 羽毛球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6 16400179 李佳奇 女 二级 田径 广东实验中学 统考 0  不入围 

157 16400203 刘婧仪 女 一级 田径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 统考 0  不入围 

4.联系方式： 

    ⑴咨询电话 

    体育科学学院：（020）85215075  朱老师 

    招生考试处：（020）8521097  何老师、李老师 

    ⑵招生监督办公室 

    电话：（020）85211016  

    传真：（020）85211015  

    电子邮箱：hs801@scnu.edu.cn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我校将上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进行公

示，无异议后签订协议，最终拟录取名单以阳光高考平台审核公布为

准。 

 

                                         招生考试处 

                                       2016 年 3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