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审查通过考生名单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已达级别 证书编号 生源省市 专业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1 201005301000018 禹顺 一级运动员 2019010010117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 201005301000035 徐子堃 一级运动员 2019080010035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3 201005301000040 杨起超 一级运动员 2018080010117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4 201005301000044 于泽永 一级运动员 2018060010149 辽宁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鞍钢高级中学

5 201005301000056 于凯航 一级运动员 2019080010328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哈尔滨市第十八中学校

6 201005301000069 张玉 一级运动员 2019060010159 辽宁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沈阳市第一百二十中学

7 201005301000078 谢予同 一级运动员 2019100010418 江苏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

8 201005301000090 张赫起 一级运动员 2019030010597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阳光中学

9 201005301000109 王梓赫 一级运动员 2018080010256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10 201005301000116 万宇轩 一级运动员 2018170010369 湖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中学

11 201005301000132 康琦 一级运动员 2018010010166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1)男子排球（普通高考组）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12 201005301000070 屈俊豪 一级运动员 2019230010472 四川省 高水平运动队-(02)男子排球（文化课单考组） 成都市第七中学

13 201005301000162 原天宇 一级运动员 2019150010395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2)男子排球（文化课单考组）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14 201005301000027 卢美嘉 一级运动员 201820001023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北京师范大学北海附属中学

15 201005301000063 孙菲晗 一级运动员 2017150010341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16 201005301000075 梅婷 一级运动员 2019010010860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一中学

17 201005301000076 张皓迪 一级运动员 2019030010313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衡水第一中学

18 201005301000081 何丛 一级运动员 2019110011048 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19 201005301000082 崔玄琪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244 湖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长沙市南雅中学

20 201005301000097 王涵敬 一级运动员 2017150010336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21 201005301000108 余欣蔓 一级运动员 2018010010291 湖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株洲市南方中学

22 201005301000111 代秋艳 一级运动员 20182000101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柳州市第一中学

23 201005301000137 代悦心 一级运动员 2019010010890 广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东莞市第一中学

24 201005301000152 张子诺 一级运动员 2018130010058 福建省 高水平运动队-(03)女子羽毛球（二本线组）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25 201005301000010 刘芸 一级运动员 2017150010365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4)女子羽毛球（二本线65%组）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26 201005301000024 陈燕坤 一级运动员 2016010010395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4)女子羽毛球（二本线65%组）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27 201005301000038 杨玟煊 一级运动员 2017030010305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4)女子羽毛球（二本线65%组）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28 201005301000164 李程媛 一级运动员 20182000101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4)女子羽毛球（二本线65%组） 柳州市第一中学

29 201005301000186 陈馨月 一级运动员 2019220010507 重庆市 高水平运动队-(04)女子羽毛球（二本线65%组）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30 201005301000086 黄雅婷 一级运动员 2016180010160 湖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5)女子羽毛球（文化课单考组）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

31 201005301000046 金冠宇 一级运动员 2018060010010 辽宁省 高水平运动队-(06)男子羽毛球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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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005301000061 熊关越 一级运动员 2016170010156 湖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6)男子羽毛球 十堰市第一中学

33 201005301000091 刘虔序 一级运动员 2019030010191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6)男子羽毛球 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

34 201005301000107 杜金哲 一级运动员 201820001009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6)男子羽毛球 柳州铁一中学

35 201005301000049 管弦乐 一级运动员 2018090010388 上海市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36 201005301000092 张懿华 一级运动员 2019020010052 天津市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

37 201005301000098 盛林 一级运动员 2019110010947 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浙江省平湖中学

38 201005301000104 张龑怡 一级运动员 2018130010355 福建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39 201005301000106 董浩蕊 一级运动员 2018010010250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40 201005301000112 贺沈莉 一级运动员 2019180010240 湖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长郡中学

41 201005301000143 张艺馨 一级运动员 2019160010931 河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郑州博爵国际学校

42 201005301000173 孙诗语 一级运动员 2019150010680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43 201005301000177 彭乐尧 一级运动员 201920001017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北海市北海中学

44 201005301000179 倪铭 一级运动员 2018070010262 吉林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吉林省体育运动学校

45 201005301000187 赵悦言 一级运动员 2019070010337 吉林省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长春市十一高中

46 201005301000194 段蕾 一级运动员 2018090010387 上海市 高水平运动队-(07)女子乒乓球（二本线组）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47 201005301000080 李奥林 一级运动员 2019180010237 湖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08)女子乒乓球（二本线65%组） 长郡中学

48 201005301000099 王楠楠 一级运动员 2018110010070 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08)女子乒乓球（二本线65%组） 浙江省柯桥中学

49 201005301000126 唐思琪 一级运动员 2017010010070 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08)女子乒乓球（二本线65%组）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50 201005301000153 王妍晴 一级运动员 2018270010098 陕西省 高水平运动队-(08)女子乒乓球（二本线65%组）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51 201005301000200 张品 一级运动员 2018060010461 辽宁省 高水平运动队-(08)女子乒乓球（二本线65%组） 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

52 201005301000016 李仁思佳 一级运动员 2015130010088 福建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53 201005301000057 李欣惠 一级运动员 2017270010130 湖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湖北十堰职业技术（集团）学校

54 201005301000064 闫子琦 一级运动员 2015150010354 山东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山东省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

55 201005301000093 刘宇凯 一级运动员 2018220010259 重庆市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56 201005301000113 李若楠 运动健将 201900326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育工作大队高中部

57 201005301000119 许嘉颖 运动健将 201802700 河北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河北省体育局运动技术学校

58 201005301000125 崔梦媛 一级运动员 2017040010230 山西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59 201005301000133 黄楚婷 一级运动员 20192000103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广西职工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60 201005301000158 全芯影 一级运动员 2017230010022 四川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61 201005301000180 徐凡 运动健将 201901728 江苏省 高水平运动队-(09)女子乒乓球（文化课单考组） 上海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62 201005301000041 刘越 一级运动员 2018080010160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大庆铁人中学

63 201005301000060 邱楠 一级运动员 2018080010191 黑龙江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

64 201005301000079 隋雨峰 一级运动员 2019290010021 辽宁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大连大学乒乓球运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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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005301000101 张洪才 一级运动员 2016230010109 四川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四川省内江市第六中学

66 201005301000135 尤琦 一级运动员 2018040010089 山西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晋中市体育运动学校

67 201005301000136 郑伟 一级运动员 2018220010216 重庆市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68 201005301000195 耿林宇 运动健将 201801334 河南省 高水平运动队-(10)男子乒乓球 辽宁省体育学校

69 201005301000011 赵浩洋 一级运动员 CFA2019050010154 内蒙古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中学

70 201005301000031 顾典 一级运动员 CAF2019120010014 安徽省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合肥市第六中学

71 201005301000059 刘皓阳 一级运动员 CFA2019280010053 甘肃省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天水市蓓蕾高级中学

72 201005301000085 顾苗玉 一级运动员 CFA2019280010002 甘肃省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73 201005301000087 邓一磊 一级运动员 CFA2019090010159 上海市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上海市闵行中学

74 201005301000131 阿尼苏 一级运动员 CFA2019050010172 内蒙古自治区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5 201005301000154 杨西潮 一级运动员 CFA2018270011084 陕西省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留坝县中学

76 201005301000205 高琨翔 一级运动员 CFA2018020011070 天津市 高水平运动队-(11)男子足球 天津市第四中学

（以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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