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 2019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情况公示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

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8〕13 号)(以下简称《通知》)精

神和《华南师范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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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6 日--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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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及合并本科批次的省

份，文化成绩按该省划定的相应参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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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及合并本科批次的省

份，文化成绩按该省划定的相应参考录取控制分数线）65%录取资格

的合格考生，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成绩乒乓球项目 83分以上（含



83 分）、武术项目 87 分以上（含 87 分）、游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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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号 姓名 
性

别 
项目 等级 当前就读中学 

体育

成绩 
优惠分值 

1 191057401000151 马铭浩 男 乒乓球 一级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94 二本 65% 

2 191057401000128 林天乐 男 乒乓球 一级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89 二本 65% 

3 191057401000091 郭龙秀 女 乒乓球 一级 福建省长泰县第一中学 87 二本 65% 

4 191057401000068 余琪航 男 乒乓球 一级 浙江省萧山中学 85 二本 65% 

5 191057401000099 赵好龙 男 乒乓球 二级 原阳县第四高级中学 83 二本 65% 

6 191057401000033 陈恒毅 男 乒乓球 一级 浦江县第三中学 81 二本线 

7 191057401000162 李玲锐 女 乒乓球 二级 廊坊市第二中学 81 二本线 

8 191057401000050 陈涵哲 男 乒乓球 一级 义乌市第二中学 78 不合格 

9 191057401000012 翟泓睿 男 乒乓球 二级 大庆市实验中学 76 不合格 

10 
191057401000155 杨宇舟 男 乒乓球 一级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盛

乐实验学校 72 不合格 

11 191057401000095 李一敏 女 乒乓球 一级 长郡中学 68 不合格 

12 191057401000138 苏志扬 男 乒乓球 一级 南宁市第四中学 68 不合格 

13 191057401000063 何沁阳 男 乒乓球 一级 成都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65 不合格 

14 191057401000126 陈一鸣 男 乒乓球 一级 桐乡市茅盾中学 63 不合格 

15 191057401000060 张昕艾 女 乒乓球 一级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61 不合格 

16 191057401000141 李子旭 男 乒乓球 二级 安阳正一中学 61 不合格 



17 191057401000073 侯志昕 男 乒乓球 一级 临汾市第三中学校 57 不合格 

18 191057401000116 杨睿康 男 乒乓球 二级 湖南省澧县第二中学 55 不合格 

19 191057401000029 王睿 男 乒乓球 一级 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 52 不合格 

20 191057401000014 屠浩宇 男 乒乓球 一级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50 不合格 

21 191057401000120 聂铭微 女 乒乓球 一级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48 不合格 

22 
191057401000041 陈佳琪 女 武术 一级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

区 89 二本 65% 

23 191057401000160 曹世冉 女 武术 二级 邢台市第二十三中学 88 二本 65% 

24 191057401000167 刘鑫源 女 武术 二级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87 二本 65% 

25 191057401000157 李嘉俊 男 武术 二级 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87 二本 65% 

26 191057401000165 赖俊楠 男 武术 二级 天津市南开中学 87 二本 65% 

27 191057401000164 夏逸彬 男 武术 二级 肇庆加美学校 86 二本线 

28 191057401000018 邓琦 女 武术 二级 抚顺市第六中学 85 二本线 

29 191057401000119 吴欣潼 女 武术 二级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 84 二本线 

30 
191057401000114 黄崇凯 男 武术 二级 

汕头市第一中学（新校

区） 83 二本线 

31 191057401000036 郑伟彬 男 武术 二级 龙岗区坪山高级中学 83 二本线 

32 191057401000133 张新斌 男 武术 二级 邢台市艺术学校 83 二本线 

33 
191057401000085 卞嘉铭 男 武术 二级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桂洲

中学 82 二本线 

34 191057401000159 张梦晗 女 武术 二级 邢台市第三中学 81 二本线 

35 191057401000145 杨一焜 男 武术 二级 株洲市第八中学 74 不合格 

36 191057401000015 淡亮 男 游泳 一级 广州市第一中学 97 二本 65% 

37 191057401000040 蔡鸿 男 游泳 一级 汕头市东厦中学 92 二本 65% 

38 191057401000096 陈懿琪 女 游泳 一级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91 二本 65% 



39 191057401000008 姚旻均 男 游泳 一级 广州市第一中学 90 二本 65% 

40 
191057401000071 杜洋乐然 男 游泳 一级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级

中学 90 

考生本人

放弃 

41 191057401000042 邱昊泓 男 游泳 一级 广州市第一中学 90 二本 65% 

42 
191057401000078 邹鑫诺 女 游泳 一级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

学校 90 二本 65% 

43 
191057401000079 皇甫瑞阳 男 游泳 

一级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丁兰

校区 89 二本 65% 

5.联系方式： 

    ⑴咨询电话 

    体育科学学院：（020）39310263  黄老师 

    招生考试处：（020）8521097  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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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