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中学名称 项目 资格

1 191028802000005 周子凯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2 191028802000009 乔浚铎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3 191028802000022 刘子晨 男 安徽省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4 191028802000025 魏昊兵 男 河南省 濮阳市油田第三高级中学 田径-1500米 二本线65%

5 191028802000028 舒童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6 191028802000029 孙建国 男 安徽省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田径-100米 二本线

7 191028802000035 宋泽华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8 191028802000040 杨少杰 男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9 191028802000054 王枭 男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文化单招

10 191028802000058 吴庆宜 男 安徽省 安庆市第二中学碧桂园分校 田径-400米 二本线

11 191028802000070 柳发银 男 福建省 霞浦县第六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12 191028802000086 李哲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市第四中学 田径-800米 二本线65%

13 191028802000098 张丽雯 女 安徽省 含山县第一中学 田径-400米 二本线

14 191028802000109 关树鸿 男 广东省 湛江第一中学 田径-三级跳远 二本线

15 191028802000112 王梦圆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翔云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65%

16 191028802000113 孙永豪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九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文化单招

17 191028802000116 刘柏辰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八中学 男子足球-守门员 文化单招

18 191028802000121 李龙连 男 辽宁省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19 191028802000140 刘鑫 男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男子篮球-前锋 文化单招

20 191028802000147 蒋世豪 男 浙江省 浙江省江山中学 田径-铅球 二本线65%

21 191028802000158 孔维伟 男 江苏省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男子足球-前锋 二本线

22 191028802000181 蔡佳豪 男 海南省 海口市琼山中学 田径-100米 二本线

23 191028802000191 季昌松 男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男子篮球-中锋 文化单招

24 191028802000199 宋树贤 男 山东省 淄博市临淄中学 田径-400米栏 二本线

25 191028802000201 戴仁宇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球-前锋 文化单招

26 191028802000202 陈熙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球-中锋 文化单招

27 191028802000203 王江川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球-前锋 文化单招

28 191028802000208 李皓楠 男 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男子足球-前锋 二本线65%

29 191028802000223 史鸿杰 男 江苏省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田径-铅球 二本线

30 191028802000228 林源 男 福建省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65%

31 191028802000235 冯一川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32 191028802000240 苏涌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65%

33 191028802000241 宋林轩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男子足球-前锋 文化单招

34 191028802000253 庞世卓 男 河南省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田径-跳远 二本线

35 191028802000260 杨涵冰 女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田径-400米栏 二本线65%

36 191028802000263 林楷 男 福建省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65%

37 191028802000265 陈佳文 男 福建省 福建省霞浦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38 191028802000269 甘瑞 女 江苏省 南京市科利华中学 田径-跳远 二本线65%

39 191028802000290 金炜成 男 湖南省 湖南省临澧县第一中学 田径-800米 二本线

40 191028802000299 李希为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41 191028802000311 雍可萌 男 重庆市 重庆市辅仁中学校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42 191028802000313 汪伟雄 男 湖南省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43 191028802000315 杜潇 男 河北省 衡水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44 191028802000317 刘志鹏 男 江苏省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田径-400米 二本线

45 191028802000318 宁远哲 男 湖南省 长沙市实验中学 男子足球-守门员 二本线65%

46 191028802000319 侯宇峰 男 山西省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田径-100米 二本线

47 191028802000328 毛子鹏 男 江苏省 盐城市盐阜中学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48 191028802000329 还明浩 男 江苏省 盐城市盐阜中学 男子足球-前锋 二本线

49 191028802000331 杨子琦 男 河北省 唐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65%

50 191028802000335 周彦哲 男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新校区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51 191028802000337 刘柏良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52 191028802000339 念心怡 女 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田径-400米 二本线

53 191028802000344 周郅翊 男 江苏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田径-200米 二本线

54 191028802000362 崔元赫 男 吉林省 延边第一高级中学 男子足球-前卫 二本线

55 191028802000375 贾宝斌 男 陕西省 高新一中南校区 男子足球-后卫 二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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