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报名类型 就读中学名称 证书等级
201021311000004 唐浩铭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05 杜明晖 男 辽宁省 男子篮球 沈阳铁路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07 张皓珅 男 辽宁省 男子篮球 沈阳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08 杨晨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实验中学二部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09 聂昊文 男 山西省 男子篮球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10 赵品瑞 男 河北省 男子篮球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11 田杨 男 内蒙古自治区 男子篮球 包头市第三十三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12 徐伟航 男 吉林省 男子篮球 长春市十一高中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13 张凯威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14 姚人义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20 张禾鑫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肇东市第二高级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21 王博文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实验中学二部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22 栾森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铁人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26 莫罕琦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男子篮球 桂林市第十七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27 张济伊 男 辽宁省 男子篮球 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33 韦俊伟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男子篮球 南宁市第二十八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37 侯凯珩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铁人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42 周楚昀 男 四川省 男子篮球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43 吕志行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大庆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44 于浩洋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哈尔滨市第五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1000045 赵梓琦 男 黑龙江省 男子篮球 齐齐哈尔市第八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04 孙佳琪 女 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标枪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05 宋佩霓 女 山西省 田径100米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07 宋姝霓 女 山西省 田径200米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08 邹镕声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大庆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09 张庚洋 男 河北省 田径铁饼 衡水志臻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0 杨修雨 男 黑龙江省 田径三级跳远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1 王雅 女 山东省 田径400米 临沭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2 吴欣恒 女 山东省 田径铁饼 章丘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3 孙惠珺 女 山东省 田径跳高 章丘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4 裴佳怡 女 山东省 田径400米 东营市胜利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6 赵世博 男 河北省 田径男子110米跨栏 河北赵县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7 李翰钰 男 山东省 田径铁饼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19 贾千锐 男 河北省 田径男子110米跨栏 邯郸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1 杜世昭 男 河北省 田径标枪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3 王英 女 山东省 田径800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4 高翔 男 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铅球 牙克石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6 李严靖 男 江西省 田径200米 青岛为明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7 张馨月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8 王可欣 女 辽宁省 田径1500米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29 胡晓彤 女 河北省 田径铁饼 邯郸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0 初奕霖 女 辽宁省 田径400米 丹东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1 李俊卢 男 吉林省 田径800米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3 方心懿 女 湖南省 田径女子100米跨栏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子弟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4 徐世泽 男 黑龙江省 田径标枪 大庆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6 聂坤鹏 男 黑龙江省 田径铁饼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8 李佳辉 男 辽宁省 田径800米 丹东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39 姜安季 男 辽宁省 田径200米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40 黎万文 男 重庆市 田径400米 重庆市大足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42 张丽 女 山东省 田径5000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44 薛秀娟 女 山东省 田径1500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45 李依 女 黑龙江省 田径200米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46 孟玠男 男 辽宁省 田径400米跨栏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0 杨超 男 黑龙江省 田径三级跳远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1 张佳铭 女 河北省 田径标枪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2 徐铭远 男 吉林省 田径铁饼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3 郭芷淇 女 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400米 包头市第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4 赵鑫 男 甘肃省 田径800米 瓜州冶金中等专业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5 张键 男 甘肃省 田径铅球 瓜州县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56 方慧 女 甘肃省 田径铅球 瓜州县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0 李娜 女 辽宁省 田径400米跨栏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1 林俊 男 山东省 田径跳远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2 门泽丞 男 河北省 田径100米 河北省滦州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3 吴喜贺 男 辽宁省 田径跳高 鞍山市第三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5 穆珑戈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6 朱卫东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大庆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7 逯瑞帅 男 辽宁省 田径800米 抚顺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8 孙国栋 男 山东省 田径铁饼 金乡县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69 马舒昱 女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0 孙得玉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1 安国强 男 山西省 田径400米 榆次第二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2 韩苏宁 女 黑龙江省 田径三级跳远 哈尔滨市第五十八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3 赵子贺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田径铁饼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5 金禄淏 男 辽宁省 田径100米 鞍山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6 丁玲 女 黑龙江省 田径1500米 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7 向明 男 河南省 田径100米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78 李亿凡 男 黑龙江省 田径5000米 七台河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1 石智康 男 山东省 田径男子110米跨栏 枣庄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2 卞金阳 女 辽宁省 田径400米 抚顺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3 李梦圆 女 河南省 田径400米 安阳市第三十九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5 熊枫 男 黑龙江省 田径跳高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6 汪咨言 女 山东省 田径800米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89 武雨泽 男 吉林省 田径400米跨栏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1 李训灏 男 山东省 田径跳高 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2 邢增龙 男 河北省 田径400米 东光县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4 尹航 男 山东省 田径跳远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5 赵章栋 男 黑龙江省 田径铁饼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7 刘梓童 女 河北省 田径铅球 唐山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8 陈一丹 女 河北省 田径跳远 衡水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099 张震 男 山东省 田径跳高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1 崔佰霖 男 辽宁省 田径400米 义县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3 王雨萌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5 王彦然 女 山东省 田径1500米 临沭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6 王聪 女 山东省 田径1500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7 杨雨 男 内蒙古自治区 田径跳高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09 刘林昊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 临沂第三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10 刘春旭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跨栏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13 徐琳 女 黑龙江省 田径女子100米跨栏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15 张宝栋 男 山东省 田径1500米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16 巴梓硕 男 辽宁省 田径铅球 鞍山市第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19 那鹏飞 女 黑龙江省 田径铁饼 阿城区第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0 王佳宁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哈尔滨市第十一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2 王博达 男 黑龙江省 田径200米 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3 皮中建 男 重庆市 田径800米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6 赵维佳 男 辽宁省 田径400米 沈阳市广全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7 赵瑞鹏 男 山东省 田径标枪 枣庄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28 徐艺恺 男 北京市 田径800米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1 袁泽 男 湖南省 田径400米 郴州市湖南师大附属五雅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4 杨爽 女 黑龙江省 田径三级跳远 阿城区第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5 史盼华 男 江西省 田径跳远 青岛为明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6 邢琦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大庆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7 陈祥文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8 关新 男 辽宁省 田径男子110米跨栏 沈阳市广全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39 曹司丞 男 山西省 田径100米 临汾市第一中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0 杨俊辉 男 浙江省 田径跳高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1 白鹏 男 辽宁省 田径标枪 北票市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2 赵华樱 女 浙江省 田径100米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3 刘奇佳 男 河北省 田径铅球 定州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6 赵文馨 女 陕西省 田径400米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7 周超然 女 山东省 田径铅球 金乡县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49 赵世豪 男 山东省 田径200米 肥城市乡镇企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0 李新宇 男 辽宁省 田径100米 义县综合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2 汲子洺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跨栏 莒南县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3 王瑶 女 辽宁省 田径200米 建平县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4 刘乐 女 山东省 田径100米 莒南县第三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5 杨睿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牡丹江市第二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8 陈冠宇 男 辽宁省 田径100米 大连华南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59 刘仁毅 男 河北省 田径铅球 藁城区第九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1 陈俊源 男 山东省 田径100米 莒南县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2 杨紫婷 女 陕西省 田径400米 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4 齐力震 男 辽宁省 田径100米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5 徐自锐 男 山东省 田径800米 临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6 范思钰 男 黑龙江省 田径200米 哈尔滨市第五十八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7 张小瑞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大庆市东风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68 李单 女 辽宁省 田径400米 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0 樊楠 女 吉林省 田径1500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2 朱维忠 男 山东省 田径800米 即墨市萃英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3 禹伟 男 山东省 田径三级跳远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5 魏行健 男 黑龙江省 田径200米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6 初美霖 女 辽宁省 田径200米 丹东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8 李家正 男 山东省 田径跳远 章丘市第五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79 刘杨 男 河北省 田径铅球 衡水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80 彭程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83 李诗琪 女 黑龙江省 田径1500米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群力校区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86 孙继航 男 辽宁省 田径100米 大连市第十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87 王晶磊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阿城区第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90 秦学淼 女 河北省 田径1500米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91 姚东阳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93 曲君涛 男 黑龙江省 田径800米 双鸭山市第三十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96 刘敬海 男 山东省 田径铁饼 临沂第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198 李岳泽 男 黑龙江省 田径跳远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00 张西涛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富裕县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02 章润泽 男 安徽省 田径男子110米跨栏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05 杨子豪 男 河北省 田径标枪 石家庄市第二十七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07 杨舜尧 男 甘肃省 田径100米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08 王雨蒙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11 庄慧 女 山东省 田径1500米 蒙阴县实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15 丁义萍 女 重庆市 田径200米 重庆市大足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16 耿润生 男 河北省 田径标枪 唐山市第一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22 王运达 男 吉林省 田径100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23 刘宝键 女 吉林省 田径400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24 曲畅 男 黑龙江省 田径跳高 哈尔滨德强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26 郭庆 男 吉林省 田径800米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27 刘璐豪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跨栏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33 邵允嵩 男 黑龙江省 田径100米 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34 杜佳宁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35 杨永鑫 男 河北省 田径400米跨栏 衡水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36 苗呈欣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牡丹江市第三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39 徐林宏 女 黑龙江省 田径800米 哈尔滨市第十二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43 闫煜伟 男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跨栏 哈尔滨市第五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44 潘文萱 女 河北省 田径标枪 保定市第三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47 郭芳顺 男 江西省 田径100米 江西省南康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49 薛禄 男 山东省 田径400米 青岛为明学校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62 冯纪铜 男 黑龙江省 田径铁饼 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63 葛世超 男 河南省 田径400米 濮阳市华龙区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71 王笑一 男 山东省 田径100米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72 陈佳兴 男 黑龙江省 田径800米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73 陈扬 男 辽宁省 田径铅球 北票市高级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75 董意雄 女 海南省 田径400米跨栏 三亚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81 吕金天 男 湖北省 田径200米 武汉睿升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84 高乐 女 山东省 田径800米 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88 张鸿灏 男 河北省 田径800米 秦皇岛市抚宁区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92 李文硕 女 山东省 田径铅球 金乡县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94 吴悠 女 黑龙江省 田径400米 哈尔滨市第十九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97 刘士嘉 男 河北省 田径三级跳远 河北省滦州市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2000298 高艳琪 女 黑龙江省 田径三级跳远 牡丹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02 刘双权 男 吉林省 冰雪冰壶 长春市十一高中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05 孙萌婕 女 黑龙江省 冰雪冰壶 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 运动健将
201021313000010 西嘉萱 女 上海市 冰雪冰壶 上海市闵行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11 李贺楠 女 黑龙江省 冰雪速滑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12 杨添翼 男 黑龙江省 冰雪速滑 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健将
201021313000015 马薏涛 男 黑龙江省 冰雪冰壶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16 费华龙 男 黑龙江省 冰雪冰壶 哈尔滨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18 马宬哲 男 陕西省 冰雪冰壶 西安市长安区第八中学 一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19 宋健 男 黑龙江省 冰雪速滑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二级运动员
201021313000020 朴竹仙 女 辽宁省 冰雪速滑 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二级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