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省份 毕业中学 证书等级 测试项目 测试成绩 合格规则 优惠政策 文化课成绩
1 刘轶鑫 男 山东 寿光市第一中学 二级 男子110米栏 14.572秒 14.572秒 B级
2 赵世豪 男 山东 肥城市乡镇企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级 男子200米 22.118秒 22.118秒 B级
3 杨旭 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第五十八中学校 一级 男子200米 22.589秒 22.898秒 C级
4 孙家宇 男 辽宁 大连市第一中学 二级 男子200米 22.677秒 22.898秒 C级
5 范子铭 男 辽宁 鞍山市第一中学 二级 男子200米 22.841秒 22.898秒 C级
6 相夫瑞 男 山东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二级 男子200米 22.28秒 22.898秒 C级
7 刘乙燊 男 河北 保定市第二中学 二级 男子200米 22.898秒 22.898秒 C级
8 陈祥文 男 山东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一级 男子400米 48.24秒 48.97秒 A级 262.5，合格。
9 薛禄 男 山东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一级 男子400米 48.97秒 48.97秒 A级 255.5，合格。
10 游焕 男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 男子400米 49.718秒 49.718秒 B级
11 崔佰霖 男 辽宁 义县高级中学 二级 男子400米 49.743秒 50.724秒 C级
12 刘晓成 男 山东 莒县第一中学 二级 男子400米栏 54.039秒 54.039秒 B级
13 许超然 男 辽宁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二级 男子400米栏 55.986秒 55.986秒 C级
14 张新煜 男 辽宁 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二级 男子400米栏 54.449秒 55.986秒 C级
15 薄毅腾 男 河北 衡水市第二中学 二级 男子800米 1分57.206秒 1分57.206秒 B级
16 胡尚峰 男 辽宁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一级 男子篮球-后卫 84.16 82 A级 342.0，合格。
17 陈欣宇 男 辽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 男子篮球-后卫 82 82 B级
18 马源泽 男 山东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一级 男子篮球-前锋 87.92 85.24 A级 286.5，合格。
19 李鹏宇 男 辽宁 沈阳市第二中学 二级 男子篮球-前锋 85.24 85.24 B级
20 巴梓硕 男 辽宁 鞍山市第六中学 二级 男子铅球 15.43米 15.43米 B级
21 陈扬 男 辽宁 北票市高级中学 二级 男子铅球 13.54米 13.54米 C级
22 张嘉埕 男 辽宁 本溪市第十中学 一级 男子跳高 1.95米 1.95米 C级
23 文永江 男 山东 莒南县第四中学 二级 男子铁饼 43.30米 43.30米 B级
24 薛钧 男 吉林 吉林省实验中学 二级 男子铁饼 41.97米 41.97米 C级
25 薛秀娟 女 山东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 女子1500米 4分44.58秒 4分44.58秒 B级
26 张梦雨 女 河南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二级 女子200米 26.342秒 26.342秒 B级
27 李月 女 山东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 女子200米 26.792秒 26.792秒 C级
28 杨林滢 女 贵州 凯里市第一中学 二级 女子200米 26.478秒 26.792秒 C级
29 卞金阳 女 辽宁 抚顺市第一中学 二级 女子400米 57.69秒 57.69秒 B级
30 李梦圆 女 河南 安阳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级 女子400米 58.554秒 59.596秒 C级
31 赵光仪 女 河北 衡水志臻中学 二级 女子400米 58.752秒 59.596秒 C级
32 何思缘 女 河北 衡水第一中学 二级 女子400米 59.596秒 59.596秒 C级
33 庄慧 女 山东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 女子5000米 18分11秒 18分11秒 B级
34 王英 女 山东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 女子800米 2分19.760秒 2分19.760秒 C级
35 于菲 女 辽宁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二级 女子篮球-后卫 82 82 B级
36 陈玉婷 女 浙江 浙江省温州中学 二级 女子篮球-后卫 86.58 82 B级
37 伍婧婷 女 重庆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一级 女子篮球-前锋 90.86 88.38 A级 279.5，合格。
38 石秀丽 女 广东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 一级 女子篮球-前锋 88.38 88.38 A级 234.5，合格。
39 徐慧嘉 女 山东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一级 女子篮球-中锋 88.88 88.88 A级 263.5，合格。
40 周超然 女 山东 金乡县第一中学 二级 女子铅球 13.92米 13.92米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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