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 2020 年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合格公示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

别 

高考报名所

在地省市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项目 文化考试类型 

专业测试

成绩 
测试合格标准 备注 

201065103000073 石新钰 女 山东省 淄博市临淄中学 健美操 文化单独考试 92 健美操一级测试合格标准 85 正签 

201065103000277 印子涵 女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二中学校 健美操 文化单独考试 90 健美操一级测试合格标准 85 正签 

201065103000322 王沫涵 女 辽宁省 东北中山中学 健美操 文化单独考试 85 健美操一级测试合格标准 85 正签 

201065103000085 周钰涛 男 北京市 北京市第一 O 一中学 健美操 文化统一考试 90 健美操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2 正签 

201065103000149 郝禹桥 男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健美操 文化统一考试 84 健美操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2 正签 

201065103000014 刘佳慧 女 辽宁省 辽宁省实验中学 健美操 文化统一考试 83.5 健美操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2 正签 

201065103000320 张云琦 男 河北省 廊坊市七中 健美操 文化统一考试 82 健美操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2 正签 

201065103000045 祝浩凯 男 天津市 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5.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056 高楚寒 男 广西 南宁市三美学校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4.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12 王潇桐 女 内蒙古 一机厂一中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4.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46 刘钟泽 男 辽宁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3.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292 谭涛 男 西藏自治区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2.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030 饶川杨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大竹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2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89 张晔 女 内蒙古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1.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02 王雨薇 女 内蒙古 一机厂一中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0.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33 栾若熙 女 重庆市 重庆市树人中学校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90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150 张馨月 女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第三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9.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正签 

201065103000067 张予涵 女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9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219 张玲溪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8.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252 宋政武 男 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8.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151 徐嘉忆 女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8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063 王金戈 男 重庆市 重庆市字水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7.5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215 田雨苗 男 内蒙古自治

区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第一中学 

网球 文化统一考试 87 网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 87 候补 

201065103000185 徐小泷 男 四川省 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足球（前卫） 文化单独考试 90 男子足球一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90 正签 

201065103000168 苏睿涵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87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正签 

201065103000113 牛祖奇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83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正签 

201065103000181 张傲卿 男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80.5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正签 

201065103000007 李奇宇 男 重庆市 重庆实验外国语学校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6.5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正签 

201065103000059 郝晨智 男 山东省 淄博实验中学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88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正签 

201065103000035 匡思劲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87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正签 



201065103000205 韩添兴 男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83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正签 

201065103000246 蒋一鸣 男 辽宁省 大连市育明高级中学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81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正签 

201065103000212 邢日铭 男 海南省 海南中学 足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83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6.5 正签 

201065103000289 周星宇 男 重庆市 重庆市永川中学校 足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6.5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6.5 正签 

201065103000266 冯锦 男 四川省 泸州高中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2.5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候补 

201065103000119 杜明壕 男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中学 足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1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1 候补 

201065103000316 田俊奎 男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79.5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候补 

201065103000111 秦宇炫 男 四川省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77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候补 

201065103000105 王子铭 男 四川省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足球（前卫） 文化统一考试 77 男子足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卫）77 候补 

201065103000158 邵翀 男 河南省 郑州市第二中学 篮球（中锋） 文化单独考试 83.72 男子篮球一级测试合格标准（中锋）83.72 正签 

201065103000164 宋致昀 男 云南省 昆明市第八中学 篮球（后卫） 文化单独考试 80.87 男子篮球一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80.87 正签 

201065103000116 邹博韬 男 辽宁省 大连市第三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9.27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66.72 正签 

201065103000283 郑蒋博文 男 福建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8.37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66.72 正签 

201065103000286 方一丁 男 重庆市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篮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7.95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7.3 正签 

201065103000314 胥博文 男 四川省 成都外国语学校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67.4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66.72 候补 

201065103000270 吴昊卓 男 重庆市 四川外语学院重庆第二外国

语学校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66.72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66.72 候补 

201065103000238 韩昌歧 男 黑龙江省 大庆市第四中学 篮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7.7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7.3 候补 

201065103000101 王天泽 男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篮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7.3 男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7.3 候补 

201065103000034 李文静 女 湖南省 长沙市雅礼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单独考试 88.25 女子篮球一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88.25 正签 

201065103000275 王艺呓 女 四川省 泸州市天立学校 篮球（中锋） 文化单独考试 80.82 女子篮球一级测试合格标准（中锋）80.82 正签 

201065103000191 王泽菲 女 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8.65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0.37 正签 

201065103000108 梁汝佳怡 女 辽宁省 鞍山市第八中学 篮球（中锋） 文化统一考试 73.02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中锋）72.6 正签 

201065103000008 高石宁馨 女 陕西省 西安铁一中国际合作学校 篮球（后卫） 文化统一考试 73.62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后卫）73.62 正签 

201065103000188 丁思月 女 湖北省 宜昌市第一中学 篮球（中锋） 文化统一考试 72.6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中锋）72.6 候补 

201065103000173 谭诗筱 女 重庆市 重庆南开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2.62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0.37 候补 

201065103000197 刘会莲 女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1.2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0.37 候补 

201065103000221 王凌姗 女 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中学 篮球（前锋） 文化统一考试 70.37 女子篮球二级测试合格标准（前锋）70.37 候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