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2021年高中阶段学校高水平运动队队员选拔意向填报结果公示（以此为准）

　　请入围学生在7月3日16：00前登录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内
网：https://10.25.1.66:8004/、外网：
https://61.142.114.234:8004/）填报对应学校的高水平运动
队志愿，如未按规定填报志愿，视为自动放弃。
　　如有异议，请向市教育体育局体卫艺科反映，电话：
89989301。

学生登记ID 学生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专项 细项 分数 排名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备注1 备注2 备注3

841 徐培文 女
中山市三乡镇初级中
学九年级2班

高尔夫球 不限 91 1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桂山中学 高尔夫4
人

977 汤晓桐 女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
（2）班）

高尔夫球 不限 83 2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937 张晓晴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年级21班

高尔夫球 不限 77 3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 入围

886 郑宇晴 女
中山纪念中学初三年
级9班

健美操 健美操 83 2 中山市东区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东区中学 健美操3
人

1108 宋芷涵 女
西区铁城初级中学三
年级7班

健美操 健美操 76.27 7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健
美操3人

848 徐特行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健美操 健美操 87.2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健美操  
男 1人 女2人

981 黄靖舒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年级6班

健美操 健美操 81.93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999 何志羽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年级6班

健美操 健美操 81.4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969 韩雅枝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年级6班

健美操 健美操 80.27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健美操3
人

1355 陈志佳 男
东升初级中学九年级
六班

男子棒球 内野手 85.5 2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男
子棒球14人，中山市东区
中学 男子棒球12人

1220 郭晨阳 男
旭日初级中学九年级
十班

男子棒球 内野手 79.5 5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1006 陈家豪 男
东升镇东升初级中学
三年级1班

男子棒球 投手 83.25 3 中山市东区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1223 田甲 男 旭日中学九年级六班 男子棒球 投手 90.7 1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1380 高家梁 男
东升初级中学九年级
五班

男子棒球 外野手 81 4 中山市东区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1375 吴韦豪 男
东升镇初级中学初三
五班

男子棒球 外野手 78.95 6 中山市东区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1213 梁梓贤 男
旭日中学九年级十五
班

男子棒球 外野手 75.5 7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区中学 入围

1323 郭律演 男
火炬开发区第一中学
初三（2）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0.95 11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华附 男子篮球 后卫1人

1383 韩建辉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8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0.85 12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140 高圣杰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2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5.55 21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未入围

993 郑皓隆 男
桂山君里学校九年级8
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7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
球 后卫2人

964 吴颖毅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2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5.55 4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1570 陈伟洋 男 菊城中学三年级九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4.5 5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1364 周嵘峻 男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
三年级三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1.8 8 中山市第一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504 李永毅 男 石岐中学初三2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6.75 19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未入围

1293 吴嘉豪 男
火炬开发区第一中学
初三九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7.2 17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男
子篮球 后卫2人

1194 许迪诚 男
马新初级中学初三级
三1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5.85 20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034 陈智锋 男 东凤中学9年级9班 男子篮球 后卫 90.7 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篮
球 后卫2人

927 刘智源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9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7.4 2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1552 伍贤智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6
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9.95 14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1490 李俊杰 男
中山市黄圃镇中学初
三(5)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7.2 18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51 曾文轩 男 实验中学初三五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3.1 6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篮
球 后卫2人

1187 杜子谦 男
马新初级中学初三级
三9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3.05 7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896 郭俊宇 男
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三7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1.65 9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未入围

1167 梁启扬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1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8.55 16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沙溪理工学校

1197 温亮 男
马新初级中学初三级
三四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1.35 10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篮球 后卫1人

1463 连炜杰 男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三6
班

男子篮球 后卫 80 1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沙溪理工学校

1294 吴彬 男 沙溪中学初三十二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9.2 1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350 聂恒徵 男 北区中学九年级1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3.55 24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未入围

1624 吴昱明 男
板芙镇第一中学九年
级七班

男子篮球 后卫 73.3 2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113 成晔 男
火炬开发区一中初三
二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4.6 9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男子篮球 前锋1人

1051 黄家俊 男 西区中学9年级8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1.15 13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41 卢幸康 男 北区中学初三六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0.55 15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未入围



1168 黄学深 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附属外国语学校九
年级二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8.3 16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904 梁炫希 男
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九年级八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4.85 8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
球 前锋1人

1370 李骏轩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
11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1.45 1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038 彭孔恒 男
坦洲实验中学初三年
级10班

男子篮球 前锋 90 6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男
子篮球 前锋2人

846 黄荣贤 男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
年级7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4.5 10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016 余逸朗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
13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7.8 18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965 韦春茂 男 锦标学校九年级1班 男子篮球 前锋 96 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篮
球 前锋2人

931 林梓洵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9班 男子篮球 前锋 93.7 2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830 谢伟杰 男
中山市三乡平东学校
九年级5班

男子篮球 前锋 93 3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497 杨子华 男 旭日中学初三6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0.95 14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男子篮球 前锋3人

1176 刘炜烨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14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0.9 27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男
子篮球 前锋2人

890 陈家伟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
（11）班

男子篮球 前锋 69.4 28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1245 吴宇俊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1班 男子篮球 前锋 65.7 30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未入围

1064 陈文玮 男 溪角中学三（3）班 男子篮球 前锋 92.4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篮
球 前锋2人

1369 黎廷浩 男 永宁中学 九 9 男子篮球 前锋 91.65 5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入围

1093 莫健东 男
东区远洋学校九年级2
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6.15 7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未入围

952 梁启文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3班 男子篮球 前锋 84.35 1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未入围

1513 黄金龙 男
实验中学初中部初三
四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8.3 17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未入围

871 成烨 男
古镇初级中学9年级04
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7.75 19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1214 陆颖东 男 云衢中学九年级6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6.95 20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15 吴梓敬 男
坦洲实验中学初三五
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5.4 2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1431 温柯鹏 男 板芙中心3年级4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4.25 22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篮球 前锋3人

1548 李志成 男
卓山中学初三年级三
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2.65 2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887 陈杰鸿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
（14）班

男子篮球 前锋 72.15 26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1652 张德华 男 古镇初级中学310班 男子篮球 中锋 84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篮
球 中锋2人

893 黄俊涛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
（14）班

男子篮球 中锋 95.95 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篮
球 中锋1人

957 王俞翔 男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28班

男子排球 二传 97.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纪念中学 男子排
球 二传2人

1160 陈智城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13班

男子排球 二传 90.5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943 梁濠 男 菊城中学初三7班 男子排球 二传 73.5 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排球 不限 7人

958 曹冠豪 男 卓山中学初三8班 男子排球 二传 71.5 4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1139 蔡耀颉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6班

男子排球 副攻 9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纪念中学 男子排
球 副攻2人

1148 卢赐乐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11班

男子排球 副攻 90.5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84 冯浚轩 男 横栏中学初三（2）班 男子排球 副攻 84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排
球 副攻3人

1289 张怡豪 男 东升中学三年级三班 男子排球 副攻 83.5 4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975 曹鹏 男
云衢中学·-9年级-13
班

男子排球 副攻 83 5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201 梁梓健 男 横栏中学初三（3）班 男子排球 副攻 60.5 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排球 不限 7人

990 陈业佳 男 云衢中学-9年级-10班 男子排球 接应二传 89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纪念中学 男子排
球 接应二传2人

915 胡新蔚 男 菊城中学初三10班 男子排球 接应二传 86.5 2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165 李鸿杰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13班

男子排球 主攻 91.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纪念中学 男子排
球 主攻1人

891 马嘉成 男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9年
级28班

男子排球 主攻 88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种学 男子排
球 主攻2人

1042 吴嘉俊 男
中山市小榄镇第一中
学  三年级  8班

男子排球 主攻 86.5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919 宋林 男 菊城中学初三10班 男子排球 主攻 81.5 4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874 覃旭 男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三
-七班

男子排球 主攻 76 5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23 黄俊艺 男
中山市横栏中学初三
年级2班

男子排球 主攻 73 6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排球 不限 7人

1152 陈朗文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6班

男子排球 自由人 9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男子排
球 自由人1人

1078 张家明 男
中山市坦洲镇实验中
学-初三-12班

男子排球 自由人 66 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排球 不限 7人

1506 曾志能 男
五桂山学校九年级三
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0.75 5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足
球  后卫2人

1450 刘沛华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0.25 6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1088 曾卓华 男 远洋学校九年级九班 男子足球 后卫 79.25 7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小榄中学

834 罗赛洋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6
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5.00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足
球 后卫4人

864 彭浩杰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3.50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474 林智立 男
古镇初级中学，初三
11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3.00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522 杨在炜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后卫 80.75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061 黄栩炜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后卫 75.00 8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小榄中学

1469 朱万灏 男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5
班

男子足球 后卫 73.50 9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足球 后卫3人

1048 徐展标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后卫 73.00 10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860 滕涛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六班

男子足球 后卫 63.50 14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251 陈博熹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15班

男子足球 后卫 62.50 1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020 周展圣 男 海洲中学初三4班 男子足球 后卫 62.25 18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045 陈锦豪 男
石岐中学初三（15）
班

男子足球 后卫 61.75 19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67 唐皓贤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6
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4.75 4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足
球 前锋1人

1480 徐彬 男
五桂山学校九年级二
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1.50 5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068 何智朗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九年
级12 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8.25 1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中等专业学校

1207 郭文杰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6
班

男子足球 前锋 90.50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足
球 前锋3人

879 潘康民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六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6.50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420 陈浩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三年
级6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6.50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253 张驰 男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年级10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9.25 8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496 朱嘉诚 男
古镇初级中学初3年级
11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0.75 6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男子足
球 前锋3人

1086 邓海星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前锋 80.25 7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013 廖膛薪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6
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9.00 9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127 陈伟权 男 云衢中学九年级11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8.75 10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242 林金焕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15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8.00 12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中等专业学校



1246 粟俊杰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7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7.25 13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71 刘灵锋 男 坦洲中学九年级七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6.25 14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416 陈江 男
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
学三年级8班

男子足球 前锋 74.25 1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足球 前锋3人

870 古康正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守门员 82.50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足
球 守门员2人

1130 郭家浩 男 纪雅学校初三4班 男子足球 守门员 76.50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324 曾庆炫 男 菊城中学初三五班 男子足球 守门员 68.50 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足球 守门员1人

1233 胡炜梵 男 东凤中学初三3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3.00 6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男子足
球 中场1人

1258 陈宇轩 男
中山市沙栏初级中学
初三（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76.75 10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850 陈嘉星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94.25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男子足
球 中场4人

900 林至烙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93.25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873 杨贺飞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7.75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090 欧阳宇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7.25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104 吴家壕 男 东凤中学初三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4.25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男子足
球 中场3人

907 吕亮伟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6）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1.75 7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1658 张仕聪 男
古镇初级中学9年级七
班

男子足球 中场 80.25 8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1476 周豪怡 男
五桂山学校九年级四
班

男子足球 中场 78.00 9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中等专业学校

1429 陈家豪 男
五桂山学校九年级一
班

男子足球 中场 75.25 12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1231 梁晓俊 男 三角中学九年级１班 男子足球 中场 74.25 1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男
子足球 中场3人

1400 梁欣仪 女 板芙初级中学九二班 女子篮球 后卫 79.80 14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
学 女子篮球 后卫2人

880 王彤 女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九年级10班

女子篮球 后卫 93.9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女子篮球 
后卫2人

1556 张馨允 女
小榄华侨中学初三十
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7.05 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976 林靖愉 女 横栏中学初三15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8.25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篮
球 后卫2人

1172 陈瑜湘 女 黄圃镇中学9年级15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8.25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423 陈汐忻 女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
九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7.60 6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984 吴彩盈 女 板芙初级中学初三3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6.85 8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321 梁慧淇 女 中山一中九年级五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4.20 1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932 林可盈 女 板芙初级中学初三3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7.85 5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女子篮
球 后卫3人

1066 廖思雨 女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
二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5.55 9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987 冯思敏 女 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 女子篮球 后卫 84.70 10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145 米婧瑜 女
中山市丽景学校九年
级1班

女子篮球 后卫 80.05 13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359 林小晴 女 旭日中学初三9班 女子篮球 后卫 77.65 15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485 苏绮晴 女 北区中学初三一班 女子篮球 后卫 74.65 1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女
子篮球 后卫2人

971 何妙诗 女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三
10班

女子篮球 后卫 71.80 20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269 陈烯韵 女 民众中学九年级8班 女子篮球 后卫 70.25 22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未入围

1107 何婷茵 女
中山华师附中，初三
22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0.05 17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
学 女子篮球 前锋1人

929 段成蔚 女
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初三年级（1）班

女子篮球 前锋 94.60 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女子篮球 
前锋3人

1014 蔡静恩 女
古镇海洲初级中学九
年级七班

女子篮球 前锋 90.15 5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025 谭依琳 女 云衢中学九年级15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9.65 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436 江钰婷 女
西区铁城初级中学初
三年级三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5.70 1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019 余嘉欣 女 石岐中学九年级七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0.85 16 中山纪念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989 陈雅婷 女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
年级2班

女子篮球 前锋 91.25 4 中山市第一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篮
球 前锋2人

843 黄绮雯 女 花城中学九年级5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9.75 6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425 雷开心 女
云衢中学学校九年级
15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9.15 8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000 余子欣 女 云衢中学九年级15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6.35 10 中山市第一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287 何佳萱 女
坦洲实验中学初三年
级10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5.95 11 中山市第一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021 吴晓晴 女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九年级8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2.20 14 中山市第一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146 黄泳妍 女 云衢中学九年级11班 女子篮球 前锋 96.20 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女子篮
球 前锋2人



885 朱幸怡 女
中山市开发区二中初
三3班

女子篮球 前锋 95.20 2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601 翁荷婷 女 三角中学九年级八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2.65 13 中山市华侨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未入围

1102 杨梓萍 女
溪角初级中学九年级
一班

女子篮球 前锋 87.80 9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女
子篮球 前锋2人

881 温婷 女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九年级三班

女子篮球 前锋 78.25 18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882 周镁妮 女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
九年级三班

女子篮球 前锋 78.05 19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59 周幸瑜 女 民众中学九年级3班 女子篮球 中锋 79.75 2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
学 女子篮球 中锋2人

1073 郑阳田 女
古镇海洲初级中学学
校三年级七班

女子篮球 中锋 80.4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篮
球 中锋1人

926 蔡婉瑜 女
旭日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12班

女子垒球 不限 80.25 1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女
子垒球 3人

1209 梁桂清 女
旭日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12班

女子垒球 不限 75.7 2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入围

1446 吴一非 女
火炬开发区第一中学
九年级11班

女子排球 二传 80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女子排球 
二传1人

1047 叶春茂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20班

女子排球 二传 82.5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排
球 二传2人

973 冯咏颖 女 横栏中学初三16班 女子排球 二传 82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340 晏婧雯 女 坦洲中学三年级9班 女子排球 副攻 81.5 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女子排球 
副攻2人

1163 梁佩诗 女
中山市横栏中学初三
21班

女子排球 副攻 79.5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039 吴芷熙 女 中山纪念中学初三3班 女子排球 副攻 69.5 6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女子排球 不限 7人

1059 王羽琪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18班

女子排球 副攻 94.5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排
球 副攻2人

1239 徐倩滢 女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8）班

女子排球 副攻 82.5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1142 郑霖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35班

女子排球 主攻 77 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女子排球 
主攻2人

1211 梁楚文 女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14）班

女子排球 主攻 75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1396 萧慧仪 女 浪网中学三（七）班 女子排球 主攻 60 5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女子排球 不限 7人

1033 梁哲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18班

女子排球 主攻 89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女子排
球 主攻2人

1052 易菀羚 女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
15班

女子排球 主攻 84.5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493 黄燕馨 女
中山纪念中学初三四
班

女子排球 自由人 72.5 1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女子排球 不限 7人

1397 陈泳儿 女 浪网中学九年级八班 女子排球 自由人 60 2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入围



1263 王婷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后卫 83.00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女子足
球 后卫4人

1408 刘静雯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三年
级6班

女子足球 后卫 83.00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227 卢诗淇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后卫 79.75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248 郭晓晴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后卫 76.00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395 何宇轩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六班

女子足球 前锋 92.75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女子足
球 前锋2人

1241 刘靖渝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前锋 81.75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200 郭惠兰 女
古镇初级中学三年级6
班

女子足球 前锋 78.75 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女
子足球 前锋2人

1272 罗子贤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守门员 77.25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女子足
球 守门员1人

1244 罗碧影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守门员 70.20 2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女
子足球 守门员1人

1236 黄婷婷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中场 92.75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女子足
球 中场3人

1215 苏丹丹 女 黄圃镇中学初三12班 女子足球 中场 85.25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入围

1156 王自立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初三12班

攀岩 攀岩 92.4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攀岩 3人

983 赵标 男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
茵学校九年级5班

攀岩 攀岩 87.4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入围

1114 郭惠民 男
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
初三（1）班

攀岩 攀岩 78.4 3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824 严国彰 男
东升镇旭日初级中学
初三14班

乒乓球 乒乓球 95.17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乒乓球 
男2人，女2人

833 杨嘉晴 女
中山市北区中学三年
级三班

乒乓球 乒乓球 98.5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98 梁紫晴 女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14班

乒乓球 乒乓球 79.5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921 丘炜良 男 石岐中学初三8班 乒乓球 乒乓球 95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97 林家鸿 男
小榄镇华侨中学初三
（1）班

乒乓球 乒乓球 88.83 3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乒乓球 
男2人，女2人

1206 张洛夕 男
沙溪溪角初级中学三
年级二班

乒乓球 乒乓球 84 4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95 黎嘉亮 男
小榄镇华侨中学初三
五班

乒乓球 乒乓球 79.17 5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男生只招收2人，因此未
入围

902 黄梓诺 男
中山市石岐中学三年
12班

田径 100米 94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100米 男1人，女1人

1278 林梓琪 女 三角中学九年级七班 田径 100米 9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270 王景涛 男
中山市小榄镇华侨中
学初三（2）班

田径 100米 88 2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田径 
100米 男2人，女1人



1461 林杰宏 男 云衢中学九年级12班 田径 100米 88 3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216 罗龙威 男
中山市古镇镇曹步初
级中学初三4班

田径 100米 87 4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14 陈慧涛 男 求实学校九年级6班 田径 100米 86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023 陈志杰 男
东区远洋学校9年级12
班

田径 100米 85 7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240 李玮桁 男 三角中学九年级一班 田径 100米 83 8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940 孙文廉 男
中山市横栏中学初三
年级2班

田径 100米 83 9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54 卢俊浩 男
中山市横栏中学初三
19

田径 100米 83 10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591 曹子依 女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
11班

田径 100米栏 10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100米栏 女1人

1511 彭盈盈 女
溪角初级中学初三年
级一班

田径 100米栏 86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96 阳慧谦 男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
六班

田径 110米栏 10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110米栏 男2人

1115 胡炜业 男
小榄镇第一中学18年
级08班

田径 110米栏 100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406 李泽涛 男 东凤中学初三1班 田径 110米栏 100 3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田径 
110米栏  男1人

875 何俊伟 男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1500米 91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1500
米 男2人

877 廖祖滨 男 纪中/初三/六班 田径 1500米 90 2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192 孔令活 男
马新初级中学9年级3
班

田径 1500米 90 3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298 陈凯恩 女
中山市沙栏初级中学
初三年级1班

田径 200米 86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200
米 男1人，女2人

1133 黄思淇 女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
(13)班

田径 200米 83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112 许骏濠 男 纪念中学初三（3）班 田径 200米 91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966 林开 男
中山市桂山君里学校
三年级12班

田径 200米 90 6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68 刘智煊 男 横栏中学初三9班 田径 200米 95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200米 男2人，女1人

1154 陈国庆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12班 田径 200米 90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23 梁瀚弘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
（12）班

田径 200米 85 1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356 吴潮涌 男 南峰学校9年级4班 田径 200米 85 1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126 聂荣俊 男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
(11)班

田径 200米 84 1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338 莫益彬 男 南峰学校九年级六班 田径 200米 83 14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158 陈烈濠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9班 田径 200米 90 4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田径 
200米 男1人

905 聂琪翔 男 求实学校九年级5班 田径 200米 90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252 梁皓堡 男 三角中学九年级6班 田径 200米 89 7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174 吴佳骏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6班 田径 200米 88 8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300 李冠桦 男 港口中学初三年级2班 田径 200米 85 10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857 徐鼎九 男
桂山君里学校三年级
11班

田径 200米 83 1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031 周智怡 女 溪角中学九年级九班 田径 400米 100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400
米 男2人，女1人

842 叶晓明 男 纪念中学初三(5)班 田径 400米 96 2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286 高梓洋 男 东凤中学初三6班 田径 400米 95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935 吴军毅 男 民众中学九年级9班 田径 400米 90 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147 何家杰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5班 田径 400米 98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400米 男2人，女2人

1135 黎恩彤 女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
学校初三18班

田径 400米 100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317 梁英杰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7
班

田径 400米 96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189 吴云玉 女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
七班

田径 400米 92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260 廖嘉怡 女
坦洲实验中学初三年
级6班

田径 400米 85 6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282 李梓宁 女
中山市牛角初级中学
九年级五班

田径 400米 83 7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986 吴仲朗 男 横栏中学 九年级 8班 田径 400米 89 8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386 岑象涛 男 港口中学九年级七班 田径 400米 83 9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403 林晓玲 女 坦洲中学3年级3班 田径 400米 86 4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田径 
400米 男1人，女1人

1195 朱琪 女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
五班

田径 400米 85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936 吴志亮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
年级7班

田径 400米 93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899 陈政鹏 男
板芙镇板芙初级中学
初三7班

田径 400米 91 6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388 何锡良 男 小榄一中初三二班 田径 400米栏 9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400
米栏 男1人



1291 赵伟恒 男 东凤中学九年级12班 田径 400米栏 89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519 叶培智 男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
三10班

田径 400米栏 88 5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381 章智楠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9
班

田径 400米栏 93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400米栏 男1人

1606 李焕曦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
11班

田径 400米栏 91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华侨中学

1250 陈靖童 男 三角中学九年级六班 田径 800米 96 1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800
米 男2人

1275 杨鹏 男 东凤中学初三2班 田径 800米 96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853 王豪财 男 石岐中学初三8班 田径 800米 93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662 高炜兴 男
东凤镇第二中学三年
级2班

田径 800米 91 6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827 黄梓桐 男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
年级3班

田径 800米 89 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547 叶子睿 男 远洋学校九年级10班 田径 800米 89 8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110 黄佳成 男
西区铁城初级中学三
年级7班

田径 800米 88 9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473 姚鹏 男 港口中学初三（7）班 田径 800米 85 1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541 叶键程 男 小榄一中初三九班 田径 800米 83 1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161 吴学研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18班 田径 800米 94 3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田径 
800米 男1人

1631 全泽轩 男 永宁中学九年级十班 田径 800米 92 5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1228 欧阳梓健 男 云衢中学-9年级-10班 田径 800米 83 14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182 何家轩 男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1
班

田径 800米 83 15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041 徐义嘉 女 溪角中学九年级九班 田径 三级跳远 100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三级
跳远 女2人

1226 谢琢琳 女 东凤中学九年级14班 田径 三级跳远 93 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465 周紫霞 女 东凤二中三年级二班 田径 三级跳远 86 4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271 曹凯伦 女 旭日中学初三5班 田径 三级跳远 85 5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1082 刘杰明 男
中山市东凤镇第二中
学九年级一班

田径 三级跳远 10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三
级跳远 男1人，女1人

1232 陈淽清 女 三角中学九年级一班 田径 三级跳远 100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191 梁梓鹏 男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
四班

田径 三项全能 9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三项
全能 男2人



1128 刘泽彬 男
中山市东凤中学九年
级5班

田径 三项全能 91 2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382 苏键朗 男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2
班

田径 三项全能 91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三
项全能 男1人

909 王远泽 男
中山一中西区中学九
年级1班

田径 三项全能 91 4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1050 谭海铖 男 横栏中学九年级17班 田径 三项全能 87 5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未入围

978 余博翔 男 横栏中学初三年级1班 田径 跳高 10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跳
高 男1人，女1人

1096 袁安琪 女
古镇海洲初级中学初
三（6）班

田径 跳高 94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1299 熊宝雄 男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2
班

田径 跳高 95 2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小榄中学 田径 跳
高 男1人，女1人

1153 黄诚晋 男 东凤中学初三4班 田径 跳远 96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田径 跳远 
男2人

1071 刘振炜 男
溪角初级中学九年级
一班

田径 跳远 95 3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1622 林家耀 男 古镇初中初三五班 田径 跳远 85 7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131 潘河树 男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1)班

田径 跳远 83 8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471 周诗琪 女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8
班

田径 跳远 92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入围
中山市第一中学 田径 跳
远 男1人，女1人

920 易圳涛 男 求实学校九年级4班 田径 跳远 100 1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122 黄培华 女
中山市阜沙中学初三5
班

田径 跳远 91 2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第二志愿入围
入围第二志愿 中山
市小榄中学

1670 雷乐儿 女
广东省中山市实验中
学初三4班

田径 跳远 90 3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未入围

854 林家圳 男
中山市小榄东阳学校
初三（2）班

田径 跳远 91 5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118 冼铭健 男
中山市横栏中学初三
18班

田径 跳远 91 4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田径 跳
远 男1人

1261 卢钧亮 男 三角中学九年级6班 田径 跳远 88 6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1109 刘俊武 男 溪角中学九年级三班 田径 跳远 83 9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第一中学 未入围

992 李文耀 男 永宁中学初三（3）班 网球 网球 94 1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入围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网球 
男女不限 4人

1378 黄良宇 男 北区中学九年级2班 网球 网球 81.3 2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入围

1660 李智均 男 石岐中学初三级14班 网球 网球 76 3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入围

1218 陈梓豪 男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1）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4.73 1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中山市桂山中学 武术套
路 6人

1229 刘爱媛 女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8）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4.17 2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1221 李思媛 女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
（13）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3.07 3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1391 黄嘉欣 女
小榄镇第一中学初三
十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3.00 4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831 黄浩源 男
铁城中学九年级十一
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2.00 5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1136 梁颖诗 女
东凤镇第二中学九年
级7班

武术套路 不限 81.13 6 中山市桂山中学 入围

1017 黄怡婷 女 三乡中学九年级七班 武术套路 不限 78.87 7 中山市桂山中学 未入围

859 邝家树 女 石岐中学初三（1）班 游泳 100米自由泳 99.5 1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中山纪念中学 游泳 100
米自由泳 男4人，女4人

821 刘健聪 男
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中
学初三8班

游泳 100米自由泳 92.5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849 麦栩恩 女
小榄镇镇一中，初三
(3)

游泳 100米自由泳 90 2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134 肖键聪 男 黄圃镇中学9年级1班 游泳 100米自由泳 81.5 3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1392 欧芷琳 女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7
班

游泳 100米自由泳 81 4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852 区超然 女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4
班

游泳 100米自由泳 80.5 5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纪念中学 入围

837 刘翔宇 男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六班

羽毛球 羽毛球 100 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中山市华侨中学 羽毛球 
男1人，女2人

1083 徐好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6）班

羽毛球 羽毛球 95 2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1067 吴玛俐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
（6）班

羽毛球 羽毛球 90 3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入围

913 吕靖怡 女
小榄花城中学初三
（8）班

羽毛球 羽毛球 75 6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未入围

889 郭颖琦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6
班

羽毛球 羽毛球 100 1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中山市实验中学 羽毛球 
男3人，女3人

822 柏子逸 男
中山实验中学初中三
年级6班

羽毛球 羽毛球 95 2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058 方国恺 男
中山市石岐中学初三5
班

羽毛球 羽毛球 90 3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894 黄梓轩 男 实验中学初三6班 羽毛球 羽毛球 85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826 曾雪亭 女
中山市实验中学9年级
6班

羽毛球 羽毛球 85 4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888 葛婉雯 女
实验中学初三（六）
班

羽毛球 羽毛球 80 5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入围

1365 黄柏锐 男
博爱中学九年级
（一）班

羽毛球 羽毛球 80 5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856 莫德新 男 桂山君里初三（3）班 羽毛球 羽毛球 75 6 中山市实验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未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