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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 男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级 篮球 大前锋 88.6分 81.4分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河北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346.5，合格线为180

孙明洋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一级 篮球 小前锋 84分 81.4分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辽宁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215.5，合格线为180

朱梦豪 男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 一级 篮球 小前锋 84分 81.4分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河北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245.0，合格线为180

赵晓阳 男 沈阳市第二中学 一级 篮球 得分后卫 89.4分 81.4分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辽宁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389.0，合格线为180

汪皓博 男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 篮球 组织后卫 81.4分 81.4分 文化课统考 陕西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赵佳明 女 衡水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 12”52 13“01 文化课统考 河北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王朗 女 大连市第二十三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 13“01 13“01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

于博涛 男 白山市第十四中学 一级 田径 100米 10“99 11”17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吉林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341.5，合格线为180

门泽丞 男 河北省滦县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 11”08 11”17 文化课统考 河北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仇宣通 男 山东省泰安第四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 11“10 11”17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殷杰 男 怀来县沙城实验中学 一级 田径 100米 11”17 11”17 文化课统考 河北 不低于二本线

杨楠 女 临沭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200米 26"56 26"56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王进康 男 临沭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200米 23"35 23"89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

艾雨欣 男 义县高级中学 二级 田径 200米 23"70 23"89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

褚万昌 男 衡水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200米 23"84 23"89 文化课统考 河北 不低于二本线

陈恩池 男 七台河市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200米 23"89 23"89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

张佳欣 女 临沭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400米 59"89 1’02”00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解婕 女 临沭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400米 1’00”35 1’02”00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张雨 女 丹东市第二中学 二级 田径 400米 1’02”00 1’02”00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

魏炳宸 男 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 田径 400米 51"68 52"37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李源 男 乌拉特前旗第一中学 一级 田径 400米 52"31 52"37 文化课统考 内蒙古 不低于二本线

王灿 女 郑州市第七中学 二级 田径 800米 2'23"83 2'24"88 文化课统考 河南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曲逸菲 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二级 田径 800米 2'24"88 2'24"88 文化课统考 吉林 不低于二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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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然 女 临沭县实验中学 二级 田径 1500米 5'06"99 5'06"99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

庄慧 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 田径 3000米 10'47"12 10'59"26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

刘汶濠 女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3000米 10'59"26 10'59"26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

李亿凡 男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3000米 9'23"98 9'23"98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

裴丙颜 女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栏
/400米

15"76/
1'05"78

16"25/
1'05"78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赵越超 女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二级 田径
100米栏
/400米

16"25/
1'03"84

16"25/
1'05"78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曹雨竹 女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二级 田径 跳高 1.57米 1.57米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杨雨 男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三中学 二级 田径 跳高 2.00米 1.95米 文化课统考 内蒙古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李长浩 男 鞍山市第一中学 一级 田径 跳高 1.95米 1.95米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

韩啸 男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二级 田径 跳高 1.95米 1.95米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

赵妍 女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 一级 田径 跳远 5.73米 5.73米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织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

黑龙江
不低于高校划定的文化

课单独考试合格线
文化单独考试成绩

327.5，合格线为180

李思敏 女 临沭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12.08米 12.08米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禹伟 男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 田径 三级跳远 15.18米 15.18米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薛凤钰 女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 田径 铅球 13.36米 13.36米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刘奇佳 男 河北定州中学 二级 田径 铅球 15.63米 13.57米 文化课统考 河北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蒿保兴 男 肥城市泰西中学 二级 田径 铅球 13.82米 13.57米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

那鹏飞 女 阿城区第二中学校 二级 田径 铁饼 37.13米 37.13米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

温长宝 男 阿城区第二中学校 二级 田径 铁饼 39.16米 38.27米 文化课统考 黑龙江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马博文 男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 田径 铁饼 38.27米 38.27米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

辛瑜 女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二级 田径 标枪 37.80米 37.80米 文化课统考 山东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吴佳俊 男 鞍山市第六中学 二级 田径 标枪 51.28米 51.28米 文化课统考 辽宁 不低于二本线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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