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专业考生初审名单公示 

  

根据《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招生管理办法》的文件精神及《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运动训练专

业招生简章》的相关规定，现将考生报名情况公布如下： 

一、报名情况：我校共有 221 人在“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

（www.ydyeducation.com）体育招生考试管理系统中报名，系统通

过初审（名单附件 1），考生资格审核最终以报到时复审为准。 

（一）未在报名系统缴交文化考试费的考生共有 11 名，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文件要求，如 3 月 21 日上午 9 点前仍未缴费，报名系统

将自动取消报名资格。请未缴费的考生及时到“中国运动员文化教

育网”体育招生考试管理系统缴费（具体名单附件 2，报名系统登

录网址：http://106.39.93.254:6060/iSparkKs/KsLoginAction.action）。 

（二）报名资料未齐全的考生请按招生简章要求补齐报名材料，

于 2016 年 3 月 25日前（以邮戳为准）用特快专递寄达：广州市中山

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游泳中心  黄老师收（邮编：510631，请

注明运动训练报考材料及报考项目）。 

（三）初审合格的考生于 2016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凭身份证

号和姓名登陆我校缴费系统(http://pay.scnu.edu.cn/pay.html) 

缴交术科考试费，不接受现场缴费。逾期不办理缴费，视为放弃参加

我校术科考试资格。 

http://106.39.93.254:6060/iSparkKs/KsLoginAction.action


（四）4月 15 日报到时，考生本人带齐我校招生简章所需报名

材料原件进行验证确认考试资格，我校专家组现场进行复核，复审

不合格的考生不准参加我校术科考试。 

  

二、报到有关事项 

（一）考生报到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6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00-12:30 

2.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艺体 3 栋二楼大厅

（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378 号） 

（二）报到程序 

1、查验证件原件（原件现场返还）。请考生本人带齐《报名

表》、身份证、运动员等级证书、比赛秩序册、比赛成绩册或获奖

证书、体检表的原件，广东省考生附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单》原件到现场确认考试资格。 

2、领取复审证明。 

3、考生签订“同意接受兴奋剂检查和不使用兴奋剂的承诺书”。 

4、签名领取术科准考证及《考生考试须知》。 

（三）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 

体育科学学院： （ 020） 85215075  



招生考试处：   （ 020） 8521097   85211098  

2、招生监督办公室 

电话： （ 020） 85211016 

传真：（ 020） 85211015 

电子邮箱： hs801@scnu.edu.cn  

 

               招生考试处 

                2016年 3 月 18 日 

附件 1：报名系统初审通过考生名单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运动员等级 项目名称 

1 010100170394  邹满 男 一级 乒乓球 

2 01023427      雷虎 男 二级 田径 

3 0103101131 程浩文 男 一级 游泳 

4 0103101347    陈俊彬 男 一级 游泳 

5 0103101446   周智尧 男 二级 游泳 

6 0103104159   杨倬鸣 男 一级 排球 

7 0103121156  袁崇德 男 二级 游泳 

8 0103123349   李佳奇 女 二级 田径 

9 0103204002  陈绮琦 女 二级 排球 

10 0103204072  张兆丰 男 二级 排球 

11 0103225032     蒋彦康 男 二级 游泳 

12 0104111332  聂铭楠 女 二级 游泳 

13 0104202098   章距中 男 二级 游泳 

14 0104210028  胡嘉耀 男 一级 足球 

15 0104284017  王健雄 男 二级 游泳 

16 0105102228  汤澧 男 二级 足球 

17 0105102460  廖文俊 男 二级 网球 

18 0105210001   罗婉芯 女 二级 游泳 



19 0105210170  徐诗韵 女 二级 足球 

20 0105301005  苏慧坤 女 二级 游泳 

21 0106101350     简子琦 女 二级 田径 

22 0106244002  林佳美 女 一级 篮球 

23 0106615003  郑苏栋 男 一级 排球 

24 0106644019  李骏忠 男 二级 游泳 

25 0106644029  吴耀晗 男 二级 游泳 

26 0106644041  胡婷婷 女 一级 足球 

27 0106644043   欧阳茵茵 女 一级 足球 

28 0106644060   吴艳 女 一级 田径 

29 0106645004  王鹤斌 男 一级 排球 

30 0106645017  王展 男 一级 排球 

31 0106645045    叶煜昊 男 二级 足球 

32 0106645061  邓丽华 女 一级 排球 

33 0106645062  程冬晓 女 二级 篮球 

34 0106645068  杨佳英 女 二级 游泳 

35 0111101337    曾智豪 男 二级 足球 

36 0112121467        赖敏辉 男 一级 足球 

37 
0112126027  

法力克·贾

帕尔 
男 二级 足球 

38 0112321007    范燕霞 女 二级 田径 

39 

0112326002     

西尔瓦尼海

尼木·库尔

班 

女 二级 足球 

40 0113101621  温梓兴 男 二级 田径 

41 0113101837  麦嘉滢 女 二级 游泳 

42 0113202008     张枫奇 女 二级 篮球 

43 0113305003   范欣颖 女 二级 田径 

44 0113305004  杨家豪 男 一级 足球 

45 0113305008  邓智尧 男 一级 足球 

46 0113689001   罗景辉 男 二级 田径 

47 0113689002  杨清 女 一级 田径 

48 0114511015   张百辰 男 一级 足球 

49 01911001  顾芸 女 一级 游泳 

50 02313   姚声凯 男 二级 篮球 



51 0303111096   马蕴歆 女 二级 网球 

52 0303111101  白天翊 男 一级 游泳 

53 0303601002   夏苑美 女 一级 篮球 

54 0303611038  房嘉希 女 一级 篮球 

55 0305208205  黄佳德 男 二级 田径 

56 0306208074                     杨秋莉 女 二级 排球 

57 0306303010  麦柔炜 女 二级 田径 

58 0306308012  黄森彬 男 二级 田径 

59 0307101402  庞著娥 女 二级 篮球 

60 0307201279  黎晓全 男 二级 篮球 

61 0307207257  陈宇琛 男 二级 篮球 

62 0307207260 李荣健 男 二级 篮球 

63 0307209101  李建超 男 二级 乒乓球 

64 0307302007  方春林 男 二级 田径 

65 0307602003   黄艺涌 男 二级 田径 

66 0402101400  马辉鸿 男 二级 排球 

67 0402102398  李达鑫 男 二级 网球 

68 0402302000  林智坛 男 一级 排球 

69 0402604001  梁家祺 男 二级 排球 

70 0402604004   李绎东 男 一级 排球 

71 0402611023  秦珞玲 女 二级 乒乓球 

72 0403101966   李唐 男 二级 乒乓球 

73 048103760003    刘勇健 男 二级 乒乓球 

74 05010400130241  孔令桐 男 一级 游泳 

75 0604208017  林森豪 男 二级 足球 

76 0604208020  梁伟嫦 女 二级 田径 

77 0604301002     冯慧婷 女 二级 田径 

78 0605103024   牛阳阳 男 二级 足球 

79 0605115182  李嘉乐 男 二级 田径 

80 0605115183  林宇铭 男 二级 足球 

81 0605204208  林珈兴 男 一级 乒乓球 

82 0605204451  叶晓桦 女 一级 乒乓球 

83 0605227190  叶中源 男 二级 足球 



84 0605319002   陈汉文 男 二级 田径 

85 0605637002     林家鹏 男 运动健将 游泳 

86 0605637003   马健良 男 一级 田径 

87 0606213207    王瑷珲 女 二级 篮球 

88 0606303002  罗子恒 男 二级 田径 

89 0606353000  许康明 男 二级 田径 

90 0606948146  陈锦明 男 一级 排球 

91 0607312000  卢乔忠 男 二级 田径 

92 0701608009  冯嘉文 男 一级 乒乓球 

93 0705301004   吴春兰 女 二级 田径 

94 0802102684  郑滔 男 二级 网球 

95 0802206144  邓海智 男 二级 网球 

96 0802301007  蔡易璋 男 一级 排球 

97 0802301012   陈相圻 男 二级 排球 

98 0802301014  林志颖 男 二级 篮球 

99 0802301015  杨巧斌 男 一级 排球 

100 0802301020    林龙恩 男 二级 排球 

101 0802306015  吴艳香 女 二级 排球 

102 0802306017   银妙兰 女 一级 排球 

103 0802311004   王韬霖 男 二级 排球 

104 0802601000     郑光源 男 一级 排球 

105 0802601001  唐才杰 男 一级 排球 

106 0802606000  李润欣 女 二级 排球 

107 0803201386  蔡梓郁 男 二级 游泳 

108 0803301007  李孟贤 男 二级 篮球 

109 0825206188   倪生鸿 男 一级 篮球 

110 090105940013   文梢 女 二级 篮球 

111 0901101922   张天雄 男 二级 篮球 

112 0901102955  魏铭志 男 二级 篮球 

113 0901102956  梁湫悦 女 二级 篮球 

114 0901201549 欧鸿志 男 二级 篮球 

115 0901201819  林婉瑜 女 二级 篮球 

116 0901205021  黄安港 男 二级 乒乓球 



117 0923601000  蔡尚志 男 二级 田径 

118 0981601000  陈余意 女 二级 田径 

119 0981601001  华婷婷 女 二级 田径 

120 0981601003   卢宁 男 二级 田径 

121 0981601004  黄琼颜 女 二级 田径 

122 0981603000  陈峦 男 二级 田径 

123 0982301002  陈泽铭 男 二级 排球 

124 0982301013  何伟杰 男 二级 排球 

125 0982301014  劳冠荣 男 二级 排球 

126 0982301034  刘影红 女 一级 排球 

127 0983301025  容子然 女 二级 篮球 

128 1202301003   程梓亮 男 二级 田径 

129 1202306013  梁家辉 男 二级 田径 

130 1202307001   谢国邦 男 二级 田径 

131 1202615002  梁伟立 男 一级 游泳 

132 1225301001  陈铖 男 二级 田径 

133 13010811131388    蓝思强 男 二级 篮球 

134 1302205018   黄维治 男 二级 篮球 

135 1302620000  蔡茂鑫 男 一级 排球 

136 1302620001  范红戈 男 一级 排球 

137 1303306001  林德进 男 二级 篮球 

138 1322310004  朱艳莹 女 二级 游泳 

139 1323303025  林智涛 男 二级 篮球 

140 1402305004  沈铮 男 二级 足球 

141 1402602037    黄聪聪 男 一级 足球 

142 1402604002  何芷钧 女 二级 足球 

143 150104360206  常思远 男 二级 体操 

144 150106440192  梁展浩 男 一级 足球 

145 150705100076   林美娟 女 二级 田径 

146 150901060811  谭淇宝 男 二级 田径 

147 15120106989004  王艺臻 女 二级 游泳 

148 16130102180031    李瀛 男 二级 游泳 

149 16130203180022   郝冠奇 男 二级 排球 



150 16130302140025     牛一帆 女 二级 网球 

151 16130401150489  李元昊 男 二级 游泳 

152 16130403140042       王嘉毓 女 二级 游泳 

153 16130601152451    李尚霖 男 二级 游泳 

154 16130601740004  韩凯洁 女 一级 游泳 

155 16140107140003  丁昱帆 男 一级 乒乓球 

156 16140107140125  陈素玮 女 一级 排球 

157 16140107140129   陈素嘉 女 一级 排球 

158 16150203111760  张博超 男 二级 游泳 

159 16210404790018   陈曦 女 二级 乒乓球 

160 16210502790003    章琬 女 二级 游泳 

161 1624304028  王慧娟 女 二级 乒乓球 

162 16320701450471  卜雪 女 一级 排球 

163 16340301150357    陈耀威 男 二级 网球 

164 16340601180005  陆纬 男 二级 篮球 

165 16350203140083  黄清清 女 二级 篮球 

166 16353203140011   杨妍 女 二级 篮球 

167 16353203140031  张燕琴 女 二级 篮球 

168 16353206140017  吕方明 男 二级 足球 

169 16360403110207    张嘉承 男 二级 网球 

170 16360981110790 丁奥林 男 二级 田径 

171 16370102110031   王书新 男 二级 游泳 

172 16370102150022       毕子凡 男 一级 游泳 

173 16370103110042  任上喆 男 一级 游泳 

174 16370203110032  王皓 男 一级 排球 

175 16370302110030  徐千正 男 一级 排球 

176 16370602140007  梁晓宇 女 一级 排球 

177 16370705140017  李孟甜 女 一级 排球 

178 16371102110014  张帅 男 二级 篮球 

179 16410106790185    方楠 女 运动健将 游泳 

180 16411418790012  王又峥 男 二级 乒乓球 

181 16411801790032   张译文 女 一级 乒乓球 

182 16420106150166  游卓熠 男 二级 游泳 



183 16420112140005   杨晨 女 一级 足球 

184 16420301140375    何家欢 男 二级 篮球 

185 16420321150874  江澍 男 二级 乒乓球 

186 16430203115075  刘俊杰 男 一级 足球 

187 16430601110044   欧阳杰 男 二级 篮球 

188 1643280111201  曾直 女 二级 田径 

189 16440103204035 曾楚璇 女 二级 排球 

190 16440402202160  楼星玥 女 二级 网球 

191 16450201110001   王潇锋 男 二级 篮球 

192 16450201150003 覃贵 男 一级 足球 

193 16450481111631   梁妤颖 女 二级 田径 

194 16500105113897         秦欢 女 一级 乒乓球 

195 1802304023  李湘毅 女 二级 篮球 

196 1827031104  梁嘉敏 女 二级 田径 

197 1827107004  梁凯强 男 一级 足球 

198 1900103318  杨笑愉 女 二级 篮球 

199 1900208188  彭伟铬 男 一级 乒乓球 

200 1900308012  黄树豪 男 二级 田径 

201 1900329006  张凯奕 男 一级 田径 

202 1900329008  李嘉丽 女 二级 田径 

203 1900640010  莫杰莹 女 二级 田径 

204 1900640015   王浩志 男 二级 田径 

205 2000105270   欧春梅 女 二级 篮球 

206 2000130076  梁博宇 男 二级 游泳 

207 2000201288  潘素瑜 女 二级 排球 

208 2000301002  黃海斌 男 二级 排球 

209 2000618025  伍雅诗 女 一级 田径 

210 22921   万霞 女 一级 乒乓球 

211 
26651330166  

米尔波

力·哈普 
男 一级 足球 

212 28212564   李泗 女 二级 田径 

213 30050605  陈美如 女 二级 田径 

214 440681199805168016  高兆棋 男 二级 田径 

215 48136  陈才鹏 男 二级 篮球 



216 5122305021  郑贤丰 男 二级 田径 

217 5202304001  魏梓键 男 二级 田径 

218 5202304004  苏梓邦 男 二级 田径 

219 55024008  潘路倩 女 二级 篮球 

220 75011332  钟潇 女 二级 篮球 

221 75014006  吴依依 女 二级 篮球 

 

 

附件 2：未缴文化考试费考生名单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运动员等级 项目名称 

1 0103104159   杨倬鸣 男 一级 排球 

2 0103123349   李佳奇 女 二级 田径 

3 0104284017  王健雄 男 二级 游泳 

4 0105102228  汤澧 男 二级 足球 

5 0106101350     简子琦 女 二级 田径 

6 0113689002  杨清 女 一级 田径 

7 0607312000  卢乔忠 男 二级 田径 

8 13010811131388    蓝思强 男 二级 篮球 

9 16430601110044   欧阳杰 男 二级 篮球 

10 1827031104  梁嘉敏 女 二级 田径 

11 28212564   李泗 女 二级 田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