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17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情况公示 

 华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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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16〕10 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精神和《华

南师范大学 2017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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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月 2 日--6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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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考生人数不超过招生人数的 2 倍,确定合格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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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考生，高

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为 80 分以上（含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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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考生，

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为 89分以上（含 89 分）。 

3、录取原则：考生高考文化成绩达到要求的分数线，考生须填

报我校且专业服从调剂，经生源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投档后，我校根

据招生计划按体育专项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予以拟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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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中学 

报考 

项目 

术科 

成绩 

合格 

类型 

1 17400065 李渊明 男 一级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乒乓球 95 
二本的

65% 

2 17400143 杨麒琛 男 一级 广东实验中学 乒乓球 95 
二本的

65% 

3 17400048 刘泳霖 女 一级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

学院 
乒乓球 94 

二本的

65% 

4 17400033 王一航 男 二级 山东省济宁市育才中学 武术 94 
二本的

65% 

5 17400012 林彦汝 女 二级 
辽宁省大连育明高级中

学 
乒乓球 93 

二本的

65% 

6 17400004 于阳阳 女 一级 秦皇岛市私立渤海中学 羽毛球 93 
二本的

65% 

7 17400009 许广丰 男 二级 
辽宁省大连育明高级中

学 
乒乓球 91 

二本的

65% 

8 17400066 李伟程 男 二级 山西省临汾第一中学校 羽毛球 91 
二本的

65% 

9 17400014 夏雯静 女 一级 德兴铜矿中学 羽毛球 91 
二本的

65% 

10 17400013 陈思妍 女 一级 杨家坪中学 乒乓球 90 
二本的

65% 

11 17400046 孙利伯 男 二级 北京八中乌兰察布分校 羽毛球 90 
二本的

65% 

12 17400115 黄卓楠 女 二级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游泳 89 
二本的

65% 

13 17400056 吴小茹 女 二级 佛山三水理工学校 乒乓球 89 
二本的

65% 

14 17400058 李朗誉 男 二级 广州市第二中学 武术 89 
二本的

65% 

15 17400043 庞贝琴 女 二级 湛江市第二中学 田径 89 
二本的

65% 

16 17400152 朱灏哲 男 一级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学校 
游泳 88 二本 

17 17400020 张鹏飞 男 一级 河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游泳 88 二本 

18 17400028 李依宁 女 一级 
河北省游泳跳水运动学

校 
游泳 88 二本 

19 17400011 尚菁 女 二级 广州市第一中学 游泳 88 二本 

20 17400078 袁铭艳 女 二级 中山纪念中学 游泳 88 二本 

21 17400015 陈嘉俊 男 二级 中山市第一中学 乒乓球 88 二本 

22 17400155 陈小梅 女 一级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乒乓球 88 二本 



附属学校 

23 17400052 周瑱瑶 女 二级 广东实验中学 武术 88 二本 

24 17400016 张芷欣 女 一级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游泳 87 二本 

25 17400006 杨扬 女 二级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游泳 87 二本 

26 17400038 黄雯熙 女 二级 广州市第一中学 游泳 87 二本 

27 17400082 高洁滢 女 二级 中山市实验中学 游泳 87 二本 

28 17400125 李昆宗 男 二级 广州市南武中学 武术 87 二本 

29 17400083 高洁莎 女 二级 中山实验中学 游泳 86 二本 

30 17400025 金伟琳 男 一级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

山石门高级中学 
乒乓球 86 二本 

31 17400080 吴宝敬 男 二级 宝安实验学校 武术 86 二本 

32 17400044 黄日妹 女 二级 湛江市第二中学 田径 86 二本 

33 17400061 赵一骁 男 二级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石

门中学 
游泳 85 二本 

34 17400123 蔡惠錞 男 二级 广州市南武中学 游泳 85 二本 

35 17400022 于悦 女 一级 大庆铁人中学 乒乓球 85 二本 

36 17400077 雷世慧 女 二级 广东省仁化中学 武术 85 二本 

37 17400085 施海翃 女 二级 东华初级中学 田径 85 二本 

38 17400133 丁涛 男 一级 
山西省长治市体育运动

学校 
乒乓球 84 二本 

39 17400068 
王浏钰

烽 
男 二级 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 乒乓球 84 二本 

40 17400072 张雪薇 女 一级 合肥市第九中学 乒乓球 84 二本 

41 17400150 陈炳成 男 二级 深圳市宝安实验学校 武术 84 二本 

42 17400021 李岱殷 男 二级 西安高新唐南中学 游泳 83 二本 

43 17400116 田舒同 女 一级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乒乓球 83 二本 

44 17400112 香妙婵 女 一级 东莞市体育运动学校 田径 83 二本 

45 17400026 梁宇希 女 二级 中山纪念中学 游泳 82 二本 

46 17400073 王思雄 男 一级 昆明市第八中学 乒乓球 82 二本 

47 17400139 邹思思 女 二级 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田径 82 二本 

48 17400071 潘嘉颖 女 一级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学校 
田径 82 二本 

49 17400090 唐家盈 女 二级 佛山市第一中学 游泳 81 二本 

50 17400050 黎汶灏 男 二级 江门市新会华侨中学 武术 81 二本 

51 17400030 简子琦 女 二级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田径 81 二本 

52 17400100 胡家旭 男 二级 邯郸市致远中学 游泳 80 二本 

53 17400059 陈珂柔 女 一级 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 乒乓球 80 二本 

54 17400099 郭森彪 男 二级 梅林中学 田径 80 二本 

55 17400032 张译文 女 一级 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 乒乓球 78 不合格 

56 17400111 张能 男 二级 坪山高级中学 武术 78 不合格 

57 17400131 王建睿 男 二级 广东实验中学 田径 78 不合格 

58 17400054 李梓乐 女 二级 
广州市番禺区禺山高级

中学 
武术 75 不合格 



59 17400161 卢力丰 男 二级 深圳市宝安中学 武术 64 不合格 

60 17400051 邱麟皓 男 二级 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中学 游泳 -- 不合格 

61 17400094 刘子豪 男 二级 广州市 113中学 游泳 -- 不合格 

62 17400129 李雪儿 女 二级 盐田高级中学 田径 -- 不合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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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将上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进行公示，最终合格名单以

阳光高考平台审核公布为准。 

 

                                         招生考试处 

                                       2017 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