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专业测试合格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项目 专业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测试成绩 合格标准
191061002000041 王浠檀 男 天津市 田径 男子田径径赛（统招）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94.00 78.00
191061002000600 甘科禹 男 重庆市 田径 男子田径径赛（统招）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86.00 78.00
191061002000109 任峤禹 男 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 男子田径径赛（统招）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0.00 78.00
191061002000235 魏炳宸 男 辽宁省 田径 男子田径径赛（统招）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78.00 78.00
191061002000454 张哲慎 男 四川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94.87 90.17
191061002000463 冯舒涵 男 云南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昆明市第八中学 93.83 90.17
191061002000371 陈子涵 男 河北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3.60 90.17
191061002000597 罗荣键 男 四川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92.73 90.17
191061002000177 王雨田 男 山东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92.23 90.17
191061002000118 崔舜武 男 内蒙古自治区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1.70 90.17
191061002000275 王海博 男 河北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北戴河树人中学 91.70 90.17
191061002000510 骆致远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南宁市第三中学 91.53 90.17
191061002000009 盖文章 男 天津市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一中学 91.47 90.17
191061002000170 韩成龙 男 安徽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90.73 90.17
191061002000299 刘栗源 男 贵州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贵阳市第一中学 90.57 90.17
191061002000462 喻晓 男 四川省 网球 男子网球（统招）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90.17 90.17
191061002000309 李浩源 男 云南省 游泳 男子游泳蛙泳（统招） 昆明市第一中学 88.00 88.00
191061002000525 陈禹霖 男 四川省 游泳 男子游泳自由泳（单招）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一中学 87.00 87.00
191061002000576 洪玮 男 北京市 游泳 男子游泳自由泳（统招） 北京市八一学校 85.00 81.00
191061002000685 陈致君 男 四川省 游泳 男子游泳自由泳（统招） 成都市第七中学 83.00 81.00
191061002000302 孙天然 男 上海市 游泳 男子游泳自由泳（统招） 上海市市西中学 81.00 81.00
191061002000636 徐启航 男 陕西省 足球 男子足球后卫（单招）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86.67 85.00
191061002000716 王鹏飞 男 内蒙古自治区 足球 男子足球后卫（单招） 包钢第一中学 85.00 85.00
191061002000736 张一博 男 山西省 足球 男子足球后卫（统招）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94.67 80.33
191061002000033 龙鹏渊 男 重庆市 足球 男子足球后卫（统招） 重庆南开中学 80.33 80.33
191061002000199 赵永茂 男 四川省 足球 男子足球前锋（单招）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86.00 86.00
191061002000663 兰震 男 重庆市 足球 男子足球前锋（统招）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94.33 94.33
191061002000030 王俊翔 男 重庆市 足球 男子足球前卫（单招）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91.67 85.00
191061002000134 史钦文 男 山西省 足球 男子足球前卫（单招）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90.00 85.00
191061002000689 唐子力 男 重庆市 足球 男子足球前卫（单招） 重庆市第七中学校 85.00 85.00
191061002000395 曾雨涵 男 四川省 足球 男子足球前卫（统招）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81.67 81.67
191061002000598 夏海斌 男 重庆市 足球 男子足球守门员（单招） 重庆南开中学 88.67 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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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61002000094 霍雨佳 女 内蒙古自治区 排球 女子排球副攻（单招）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89.00 80.33
191061002000209 许炜 女 四川省 排球 女子排球副攻（单招） 四川省资阳中学 80.33 80.33
191061002000481 于鑫淼 女 内蒙古自治区 排球 女子排球接应（单招） 包头市第一中学 90.33 90.33
191061002000496 王滢珣 女 四川省 排球 女子排球主攻（单招） 四川省成都市西北中学 87.00 87.00
191061002000697 张姝琪 女 河北省 排球 女子排球主攻（统招） 衡水第一中学 86.50 86.50
191061002000135 张瑞珂 女 云南省 排球 女子排球自由人（统招）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0.00 90.00
191061002000640 张雨昕 女 四川省 田径 女子田径径赛（统招） 西昌市第一中学 74.00 70.00
191061002000236 余欣兰 女 四川省 田径 女子田径径赛（统招） 四川省绵阳中学 70.00 70.00
191061002000681 杨杰 女 四川省 田径 女子田径田赛（统招）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70.00 70.00
191061002000007 袁悦 女 江苏省 网球 女子网球（单招） 扬州生活科技学校 94.97 88.43
191061002000042 魏方瑜 女 山东省 网球 女子网球（单招） 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88.43 88.43
191061002000100 谢安妮 女 江苏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南京市中华中学（高中） 95.80 88.63
191061002000139 袁雅洁 女 山西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阳泉市第一中学校 95.70 88.63
191061002000081 高雅澜 女 四川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95.03 88.63
191061002000137 勾越 女 四川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 94.20 88.63
191061002000057 黄曦丹 女 河南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94.00 88.63
191061002000477 支若翼 女 浙江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93.87 88.63
191061002000369 宋伊人 女 山东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 92.77 88.63
191061002000096 刘玚 女 河南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92.10 88.63
191061002000197 罗雅昀 女 贵州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贵阳市民族中学 90.70 88.63
191061002000241 奉思岑 女 湖南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衡阳市第八中学 89.80 88.63
191061002000310 孙潼 女 云南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89.50 88.63
191061002000108 贾敏 女 江西省 网球 女子网球（统招） 赣州市第三中学 88.63 88.63
191061002000010 周典怡 女 安徽省 游泳 女子游泳蝶泳（统招） 合肥市第二中学 86.00 86.00
191061002000162 赵天悦 女 河北省 游泳 女子游泳蛙泳（统招） 衡水第一中学 87.00 87.00
191061002000145 庄颜嘉 女 云南省 游泳 女子游泳自由泳（统招）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94.00 87.00
191061002000448 李悦妍 女 黑龙江省 游泳 女子游泳自由泳（统招） 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 87.00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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