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16 年运动训练专业拟录取情况公布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部高校学生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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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科字〔2015〕176号）和《华南师范大学2016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文

件精神，经我校体育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校文化总分基本控制线为230分（文件规定一级运

动员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30分录取、健将级运动员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降低50分录取），

术科最低控制线为60分，录取情况如下： 

一、文化总分和术科分达到我校最低控制线，根据考生志愿先后顺序和各项目招生计划按照综合评

价分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各项目第一志愿录取情况如下： 

大项 计划 拟录人数 最低综合分 拟录取计划情况 

篮球 8 8 64.18 完成 

排球 9 9 72.51 完成 

乒乓球 7 3 65.20 -4 

田径 9 9 74.62 完成 

网球 3 2 68.20 -1 

游泳 9 9 76.80 完成 

足球 8 8 69.87 完成 

体操 2 0  -2 

二、没有生源的项目剩余计划共7个集中调配，根据《华南师范大学2016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

的调配原则，文化总分和术科分达到我校最低控制线，按照综合评价分从高到低（不分项目）依次录取

剩余名额，最低调配录取考生的综合评价分为71.5分。 

最终录取名单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及各省招生考试机构审核通过为准。  

附：2016年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录取情况表 

华南师范大学招生考试处 

                                                   2016 年 5 月 2 日 



 

2016 年华南师范大学运动训练录取情况表 

姓名 性别 省市 大项 小项 运动员等级 
文化总

分 

体育 

总分 

文体 

综合分 
志愿情况 排名 

是否 

录取 

林志颖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393 82.6 77.47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陆纬 男 安徽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420.5 74.3 73.03 
 

-- × 

庞著娥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361 72.9 69.08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何家欢 男 湖北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60.5 77.6 67.34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李荣健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343 71.5 67.2 第一志愿 4 拟录取 

梁湫悦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308.5 73.3 66.73 第一志愿 5 拟录取 

欧春梅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416 62.3 64.41 第一志愿 6 拟录取 

夏苑美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一级运动员 375.5 65 64.27 第一志愿 7 拟录取 

李孟贤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47.5 74 64.18 第一志愿 8 拟录取 

林婉瑜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407 61.3 63.26 第一志愿 9 × 

林佳美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一级运动员 261.5 71.6 63.19 第一志愿 10 × 

魏铭志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81.5 69.8 62.93 第一志愿 11 × 

潘路倩 女 浙江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24 73.9 62.93 第一志愿 11 × 

林智涛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163 75.9 61.28 第一志愿 -- × 

张天雄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402.5 58.4 61 第一志愿 -- × 

李湘毅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344 61.9 60.53 第一志愿 13 × 

黎晓全 男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24.5 70.1 60.29 第一志愿 14 × 

容子然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429 52 57.85 第一志愿 -- × 

程冬晓 女 广东省 篮球 篮球 二级运动员 202 68.2 57.84 
 

-- × 

林智坛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433.5 84.5 80.83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徐千正 男 山东省 排球 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72 87.2 79.64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卜雪 女 江苏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44.5 83 75.32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王皓 男 山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42 82.7 74.99 第一志愿 4 拟录取 

马辉鸿 男 广东省 排球 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486.5 71.2 74.16 第一志愿 5 拟录取 

潘素瑜 女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437.5 73.3 73.18 第一志愿 6 拟录取 

曾楚璇 女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426 74.1 73.17 第一志愿 7 拟录取 

陈素玮 女 山西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43 79.6 72.87 第一志愿 8 拟录取 

银妙兰 女 广东省 排球 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83.5 76.2 72.51 第一志愿 9 拟录取 

李绎东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276 81.8 71.06 第一志愿 10 × 

梁晓宇 女 山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288 80.6 70.82 第一志愿 11 × 

陈素嘉 女 山西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11.5 78.5 70.52 第一志愿 12 × 

吴艳香 女 广东省 排球 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387 70.4 68.63 第一志愿 13 × 

王韬霖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311 75.1 68.12 第一志愿 14 × 

杨巧斌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89.5 68.6 67.49 第一志愿 15 × 

刘影红 女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390.5 66.8 66.28 第一志愿 16 × 

郝冠奇 男 河北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381 63.3 63.36 第一志愿 17 × 

杨秋莉 女 广东省 排球 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364.5 63.2 62.47 
 

-- × 

张兆丰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381.5 60.3 61.28 第一志愿 18 × 

邓丽华 女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一级运动员 272 64.7 58.89 第一志愿 19 × 

劳冠荣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271.5 64.5 58.73 第一志愿 20 × 



 

陈泽铭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204 65 55.7 第一志愿 21 × 

陈绮琦 女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424.5 48 54.83 
 

-- × 

黄海斌 男 广东省 排球 非自由人 二级运动员 261.5 59.3 54.58 第一志愿 -- × 

冯嘉文 男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一级运动员 301 95 81.55 
 

-- × 

王慧娟 女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二级运动员 271 97 81.45 
 

-- × 

江澍 男 湖北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二级运动员 389.5 85 78.97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叶晓桦 女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一级运动员 352 81.5 74.65 
 

-- × 

黄安港 男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二级运动员 290 79 69.8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秦珞玲 女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二级运动员 337.5 70.5 66.23 
 

-- × 

丁昱帆 男 山西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一级运动员 345 68.5 65.2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张译文 女 河南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一级运动员 338.5 62.5 60.67 
 

-- × 

李唐 男 广东省 乒乓球 乒乓球 二级运动员 299.5 62 58.37 
 

-- × 

冯慧婷 女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442.5 90 85.13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王浩志 男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371.5 87 79.47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吴艳 女 广东省 田径 100 米 一级运动员 272.5 91 77.32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梁伟嫦 女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469.5 76 76.68 第一志愿 4 拟录取 

程梓亮 男 广东省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63 83 76.25 第一志愿 5 拟录取 

罗景辉 男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栏 二级运动员 383.5 81 75.87 第一志愿 6 拟录取 

许康明 男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栏 二级运动员 407 79 75.65 第一志愿 7 拟录取 

罗子恒 男 广东省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75 80 74.75 第一志愿 8 拟录取 

温梓兴 男 广东省 田径 跳高 二级运动员 456.5 74 74.62 第一志愿 9 拟录取 

范欣颖 女 广东省 田径 跳高 二级运动员 385 76 72.45 第一志愿 10 拟录取 

范燕霞 女 广东省 田径 三级跳远 二级运动员 407.5 74 72.17 
 

-- × 

方春林 男 广东省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402 73 71.2 第一志愿 11 × 

谢国邦 男 广东省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17 79 71.15 第一志愿 12 × 

陈汉文 男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317.5 78 70.47 第一志愿 13 × 

郑贤丰 男 广东省 田径 三级跳远 二级运动员 303.5 79 70.47 第一志愿 13 × 

黄琼颜 女 广东省 田径 跳高 二级运动员 281.5 80 70.07 第一志愿 15 × 

梁妤颖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47 75 69.85 第一志愿 16 × 

陈铖 男 广东省 田径 200 米 二级运动员 341.5 75 69.57 第一志愿 17 × 

华婷婷 女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栏 二级运动员 317 74 67.65 第一志愿 18 × 

丁奥林 男 江西省 田径 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33 72 62.05 
 

-- × 

曾直 女 湖南省 田径 铅球 二级运动员 302 67 62 第一志愿 19 × 

陈余意 女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243.5 71 61.87 第一志愿 20 × 

陈峦 男 广东省 田径 800 米 二级运动员 277.5 66 60.08 第一志愿 21 × 

黄森彬 男 广东省 田径 800 米 二级运动员 256 66 59 第一志愿 22 × 

莫杰莹 女 广东省 田径 200 米 二级运动员 316 52 52.2 第一志愿 -- × 

麦柔炜 女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二级运动员 338 0 16.9 第一志愿 -- × 

张凯奕 男 广东省 田径 400 米 一级运动员 281 0 14.05 第一志愿 -- × 

张嘉承 男 江西省 网球 网球 二级运动员 340.5 98 85.63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马蕴歆 女 广东省 网球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97 95.5 81.7 
 

-- × 

郑滔 男 广东省 网球 网球 二级运动员 293 76.5 68.2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程浩文 男 广东省 游泳 仰泳(50 米) 一级运动员 430.5 93.5 86.98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袁崇德 男 广东省 游泳 蝶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465 83 81.35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陈俊彬 男 广东省 游泳 蛙泳(100 米) 一级运动员 337.5 91.5 80.93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李尚霖 男 河北省 游泳 自由泳(200 米) 二级运动员 396 85 79.3 第一志愿 4 拟录取 

周智尧 男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408 84 79.2 第一志愿 5 拟录取 

方楠 女 河南省 游泳 自由泳(400 米) 运动健将 225.5 95.5 78.12 第一志愿 6 拟录取 

章距中 男 广东省 游泳 蛙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428 79.5 77.05 第一志愿 7 拟录取 

蒋彦康 男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395.5 81.5 76.82 第一志愿 8 拟录取 

王书新 男 山东省 游泳 蝶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53 84.5 76.8 第一志愿 9 拟录取 

蔡梓郁 男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430 77.5 75.75 第一志愿 10 拟录取 

李瀛 男 河北省 游泳 蛙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87 87 75.25 第一志愿 11 拟录取 

罗婉芯 女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408.5 77 74.32 
 

-- × 

麦嘉滢 女 广东省 游泳 仰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363 79 73.45 第一志愿 12 拟录取 

韩凯洁 女 河北省 游泳 蝶泳(100 米) 一级运动员 229 88.5 73.4 
 

-- × 

苏慧坤 女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447.5 72 72.77 第一志愿 13 拟录取 

李元昊 男 河北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489.5 69 72.77 第一志愿 13 拟录取 

梁博宇 男 广东省 游泳 仰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76 83.5 72.25 
 

-- × 

王艺臻 女 天津市 游泳 仰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345 77.5 71.5 第一志愿 15 拟录取 

章琬 女 辽宁省 游泳 蝶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262.5 82 70.53 
 

-- × 

游卓熠 男 湖北省 游泳 蛙泳(50 米) 二级运动员 303.5 77.5 69.42 第一志愿 16 × 

王嘉毓 女 河北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348 73 68.5 第一志愿 17 × 

杨佳英 女 广东省 游泳 自由泳(100 米) 二级运动员 259 69.5 61.6 第一志愿 18 × 

沈铮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470 89 85.8 第一志愿 1 拟录取 

吕方明 男 福建省 足球 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364.5 89.5 80.88 第一志愿 2 拟录取 

杨家豪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373.5 84 77.48 第一志愿 3 拟录取 

林森豪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386 79 74.6 第一志愿 4 拟录取 

胡嘉耀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357.5 80 73.87 第一志愿 5 拟录取 

牛阳阳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457 72 73.25 
 

-- × 

林宇铭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94 82 72.1 第一志愿 6 拟录取 

黄聪聪 男 广东省 足球 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242.5 85.6 72.04 第一志愿 7 拟录取 

西尔瓦尼海

尼木·库尔班 
女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57 82 70.25 

 
-- × 

叶中源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305.5 78 69.87 第一志愿 8 拟录取 

邓智尧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322 76 69.3 第一志愿 9 × 

汤澧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475.5 63 67.88 第一志愿 10 × 

曾智豪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357 69 66.15 第一志愿 11 × 

覃贵 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344 67 64.1 第一志愿 12 × 

叶煜昊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255 71 62.45 第一志愿 13 × 

法力克·贾帕

尔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179.5 74 60.77 

 
-- × 

赖敏辉 男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一级运动员 384 55 57.7 
 

-- × 

何芷钧 女 广东省 足球 非守门员 二级运动员 176 41 37.5 第一志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