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ID 学生 性别 专项 细项 成绩 拟入围学校 本市学籍码 毕业学校

1 545 梁志伟 男 棒球 不限 95.84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36434 东升镇旭日初级中学九年级十一班

2 393 吴韦缙 男 棒球 不限 93.62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10427 中山市东升中学三年级3班

3 359 赖俊荣 男 棒球 不限 93.2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21295 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初三七班

4 403 黄春棉 男 棒球 不限 92.49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10383 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三年级八班

5 493 吴智铭 男 棒球 不限 90.37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10362 东升中学初三8班

6 383 朱坤林 男 棒球 不限 88.54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34472 东升镇东升初级中学初三7班

7 644 梁城俊 男 棒球 不限 87.99 中山市东区中学 201129501 旭日中学初三级12班

8 646 钟振辉 男 棒球 不限 87.8 中山市东区中学 G44200020050105****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12）班

9 390 冯贤锋 男 棒球 不限 96.9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247111 东升初级中学初三2班

10 55 李熙俊 男 棒球 不限 95.5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110164 中山东升旭日中学三年级一班

11 379 冯佳炜 男 棒球 不限 93.42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110412 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三（2）

12 367 朱佰禄 男 棒球 不限 92.79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110695 东升初级中学三年级2班

13 465 罗浩政 男 棒球 不限 91.32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110359 东升初级中学初三六班

14 448 黄嘉乐 男 棒球 不限 88.34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230148 东升中学三年级2班

15 180 林颖梁 男 定向越野 无 100 中山纪念中学 A201118392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5班

16 48 吴宇 男 定向越野 无 9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05267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5班

17 64 黄品淇 男 定向越野 无 9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0206 纪念中学初三（8）班

18 687 程子康 男 定向越野 无 8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0106 中山市纪念中学初三七班

19 391 叶安 男 定向越野 无 8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74356 中山纪念中学初三9 班

20 127 黄昌曦 男 高尔夫 无 96.5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30616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年级9班

21 464 古泓杰 男 高尔夫 无 94.5 中山市桂山中学 44200020041207**** 五桂山学校九年级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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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8 郑圣鸿 男 高尔夫 无 93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22995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五班

23 98 欧卓航 男 高尔夫 无 86 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 201121381 中山市纪中三鑫双语学校9年级7班

24 126 张城玮 男 高尔夫 无 73.5 中山市广东博文学校 201130654 三乡镇初级中学九年级1班

25 778 卢皓然 男 健美操 无 89.1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108540 中山市实验中学九年级共建班

26 598 黄家乐 男 男篮 后卫 73.4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A201131415 西区中学 初三5班

27 279 陈庭锋 男 男篮 后卫 89.23333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54220 横栏中学 九年级 八班

28 189 刘粤笙 男 男篮 后卫 77.8 中山市华侨中学 D201129854 沙溪中学初三三班

29 47 黎耀昇 男 男篮 后卫 74.7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71705 中山市横栏中学（代管）九年级1班

30 224 郭贺良 男 男篮 后卫 62.733333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201105315 三角中学九年级1班

31 50 蒙煌文 男 男篮 后卫 53.8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201127160 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三12班

32 297 苏梓钧 男 男篮 后卫 69.666667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201110535 东升初级中学初三8班

33 323 葛镇文 男 男篮 后卫 73.7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09170608 松苑中学初三六班

34 182 郭志濠 男 男篮 后卫 67.9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05475 沙栏中学初三五班

35 740 冼子浩 男 男篮 后卫 67.2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29206 东升初级中学初三2班

36 293 吴梓杰 男 男篮 后卫 66.933333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201110251 东升中学九年级八班

37 433 罗钧明 男 男篮 前锋 87.1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6281 中山市华侨中学 九年级  4 班

38 645 樊世成 男 男篮 前锋 78.833333 中山市华侨中学 D201127522 中山市良都中学三3班

39 187 蒋颖坚 男 男篮 前锋 61.466667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A201118455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四班

40 370 邓国谦 男 男篮 前锋 58.933333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201119538 花城中学初三年级9班

41 230 罗振峰 男 男篮 前锋 57.233333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A201103403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7）班

42 278 黄钊和 男 男篮 前锋 76.0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06172 东凤中学初三15班

43 169 黄仲兵 男 男篮 前锋 69.0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C201160552 中山市九年级三班

44 195 吴子健 男 男篮 前锋 67.8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02849 民众中学九年级九班

45 472 郭子轩 男 男篮 前锋 66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A201105677 旭日初级中学九年六班



46 77 梁亮弘 男 男篮 中锋 78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201124212 华师中山附属中学初三11班

47 216 陈赫焱 男 男篮 中锋 76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201141513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5）班

48 561 徐浩然 男 男篮 中锋 75.266667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A201123320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13）班

49 49 樊世通 男 男篮 中锋 76.6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D201127517 中山市良都中学初三4班

50 170 于杨 男 男篮 中锋 64.666667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A201121427 沙溪初级中学九年级13班

51 450 林俊宏 男 男篮 中锋 56.8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036519 东升镇旭日初级中学九年级17班

52 191 冯俊熙 男 男篮 中锋 53.533333 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校 A201118060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二班

53 114 刘圣男 男 男排 二传 90.5 中山纪念中学 A201121804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7班

54 120 范旭博 男 男排 二传 87.5 中山纪念中学 D201039382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8班

55 115 吴政航 男 男排 二传 82.5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7122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中学初三年级6班

56 113 张文浩 男 男排 二传 82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11604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13班

57 73 刘阳毅 男 男排 副攻 91.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31616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16班

58 125 王宏杰 男 男排 副攻 88 中山纪念中学 D201110828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13班

59 80 赵焌辉 男 男排 副攻 77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19521 小榄镇菊城中学初三6班

60 292 苏梓森 男 男排 副攻 75.5 中山市第一中学 C201117242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初三十五班

61 95 陈鹏 男 男排 主攻 95 中山纪念中学 A201134299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5班

62 105 林文志 男 男排 主攻 87.5 中山纪念中学 C201138080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12班

63 497 邓龙淦 男 男排 主攻 79 中山市第一中学 C201170549 浪网中学-9年级-8班

64 254 黄子健 男 男排 主攻 78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6120 东凤中学9年级14班

65 294 郑梓聪 男 男排 主攻 76.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17353 中山市坦洲实验中学初三15班

66 517 陈永汉 男 男排 主攻 75.5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02648 浪网中学初三5班

67 131 廖健登 男 男排 自由人 94.5 中山纪念中学 A201101561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1班

68 576 姚永豪 男 男排 自由人 50.5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01127018 开发区一中 初三 12班

69 121 谢艺凡 男 男排 自由人 88.5 中山市第一中学 D201171886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2班



70 708 吴梓希 男 男排 自由人 5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11205 横栏中学初三一班

71 146 张俊祥 男 攀岩 无 92.8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201114435 中山市丽景学校九年级1班

72 61 李晖扬 男 乒乓球 无 88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19196 小榄镇第一中学初三2班

73 711 冼俊杰 男 乒乓球 无 78.5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10576 旭日初级中学九年级9班

74 109 闭遗晨 男 乒乓球 无 82.5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45953 民众中学初三6班

75 79 花文一 男 乒乓球 无 77.5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35481 中山市博爱初级中学九年级七班

76 269 谭浩文 男 田径 男子100米 11.585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26862 东凤中学九年级5班

77 296 关天胜 男 田径 男子100米 11.906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44867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初三（5）班

78 668 谭志轩 男 田径 男子110米栏 17.916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2568 板芙中学九年级二班

79 72 贾杰烽 男 田径 男子200米 23.531 中山纪念中学 201156561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6班

80 133 许汝超 男 田径 男子200米 24.05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0989 纪中三鑫双语九年级23班

81 513 关炫 男 田径 男子200米 24.035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30426 横栏中学初三1班

82 442 高俊权 男 田径 男子200米 24.311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29101 东凤镇第二中学初三5班

83 208 黄炜 男 田径 男子200米 24.875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26225 三角中学初三一班

84 631 欧晓锋 男 田径 男子400米 55.335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12951 阜沙中学九年级7班

85 329 何伟乐 男 田径 男子400米 56.120 中山市小榄中学 A201129029 东凤第二中学三年级四班

86 211 黄锦鸿 男 田径 男子400米 55.859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26266 三角中学初三二班

87 223 杨晓锋 男 田径 男子400米栏 1:00.47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6259 三角中学三七班

88 66 吴乐鹏 男 田径 男子400米栏 1:02.373 中山纪念中学 201131302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2班

89 181 梁展涛 男 田径 男子400米栏 59.697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18473 中山市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7班

90 87 李文焯 男 田径 男子400米栏 1:02.101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002453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9年级25班

91 562 刘浩翔 男 田径 男子800米 2:09.307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7382 溪角中学9年级10班

92 213 吴家乐 男 田径 男子800米 2:09.821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67677 三角中学九年级1班

93 107 周智超 男 田径 三级跳远 13.14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037182 坦洲中学九年级七班



94 217 梁润华 男 田径 三项全能 1149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6242 三角中学初三10班

95 606 梁乾 男 田径 三项全能 1174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3609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六班

96 74 周靖 男 田径 跳高 1.72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34969 坦洲中学九年级七班

97 275 梁嘉豪 男 田径 跳高 1.68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05878 东凤中学九年级6班

98 301 唐文涛 男 田径 跳高 1.64 中山市小榄中学 c201126763 中山市坦洲镇实验中学初三（13）

99 71 黄嘉湧 男 田径 跳远 6.40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3809 黄圃镇中学初三级9班

100 233 谢东 男 田径 跳远 6.03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34826 花城中学初三10班

101 256 陈皓焌 男 武术 无 85.7 中山市桂山中学 A201103302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1）班

102 258 黄国帅 男 武术 无 83.166667 中山市桂山中学 D201155919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5）班

103 255 陈梓聪 男 武术 无 77.066667 中山市桂山中学 A201103309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1）班

104 722 詹振宇 男 武术 无 76.366667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23543 桂山君里九年级二班

105 272 刘灏 男 武术 无 75.933333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22997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8班

106 639 高仲宏 男 游泳 00米自由泳 90.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1480 中山市石岐中学初三9班

107 350 黎泓远 男 游泳 00米自由泳 81.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1974 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年级一班

108 589 黄迪华 男 游泳 00米自由泳 74 中山纪念中学 201131478 北区中学三年级五班

109 768 黄新涛 男 羽毛球 无 85 中山市华侨中学 G44162120050228**** 博爱中学初三六班

110 94 阮昊程 男 羽毛球 无 80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37585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9年3班

111 737 严玮琪 男 羽毛球 无 75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33012 云衢中学初三14班

112 144 张瑞靖 男 羽毛球 无 95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7928 中山市沙溪初级中学9年5班

113 290 张洺瑞 男 羽毛球 无 90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9938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年级（6）班（共建班）

114 249 韦仁希 男 羽毛球 无 70 中山市实验中学 D201120858 华师附中初三年级5班

115 156 赵伟林 男 足球 后卫 87.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8258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16 321 蔡泉锐 男 足球 后卫 8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G200020041030**** 古镇初级中学3年级7班

117 152 陈鸿基 男 足球 后卫 90.9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02940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18 308 李庆源 男 足球 后卫 90.5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5007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19 515 邹天 男 足球 后卫 89.7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32305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20 712 袁炳钊 男 足球 后卫 81.666667 中山市小榄中学 D201102045 海洲初级中学三年级5班

121 531 李华运 男 足球 后卫 81.466667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03614 古镇初级中学九年级5班

122 547 杜达源 男 足球 后卫 81.433333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03051 神湾中学九年级三班

123 648 符鸿宇 男 足球 后卫 80.4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200107020102 华侨中学初三三班

124 591 陈俊明 男 足球 后卫 76.9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02825 浪网中学九年级四班

125 734 梁广武 男 足球 后卫 76.1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D201170072 黄圃镇中学三年级13班

126 252 李文杰 男 足球 前锋 91.6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61454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7）班

127 616 陈鸿权 男 足球 前锋 85.9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38172 石岐中学9年级3班

128 396 钟加财 男 足球 前锋 90.4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024891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29 384 余权基 男 足球 前锋 87.4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5017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30 602 吴晓林 男 足球 前锋 82.633333 中山市小榄中学 A201102970 神湾中学初三（1班）

131 525 伍建章 男 足球 前锋 80.733333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17158 坦洲中学初三10班

132 671 陈晃延 男 足球 前锋 78.5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23758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七班

133 554 陈学恒 男 足球 守门员 84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55579 五桂山学校 九年级 1班

134 245 任建楠 男 足球 守门员 82.9 中山市实验中学 D201104603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12）班

135 420 黄鸿添 男 足球 守门员 81.733333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17598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36 288 张立言 男 足球 守门员 81.666667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20266 中山市实验中学初三3班

137 512 区文彬 男 足球 守门员 80.1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14197 中山市古镇初级中学初三七班

138 524 潘颢 男 足球 守门员 79.23333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2499 中山市小榄花城中学初三(2)班

139 334 陈思与 男 足球 中场 87.23333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32303 古镇初级中学初三（10）班

140 286 徐子健 男 足球 中场 87.0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37219 石岐中学9年级12班

141 315 梁泽华 男 足球 中场 86.1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4285 中山市华侨中学初三15班



142 532 黄信源 男 足球 中场 85.3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11244 古镇初级中学初三5班

143 435 龙彦均 男 足球 中场 84.2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39371 石岐中学初三（6）班

144 417 曾建凯 男 足球 中场 77.9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44851 古镇初级中学初三1班

145 388 周锦阳 男 足球 中场 90.5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3980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46 371 张家宏 男 足球 中场 90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03053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47 336 林涛华 男 足球 中场 88.1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4016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48 653 苏俊淇 男 足球 中场 83.566667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02927 神湾中学三年级二班

149 511 黄键恒 男 足球 中场 81.966667 中山市小榄中学 A201128905 黄圃镇中学初三十一班

150 394 郭明辉 男 足球 中场 81.533333 中山市小榄中学 C201109466 西区中学初三一班

151 378 梁殷铭 男 足球 中场 80.8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4224 花城中学初三9班

152 366 邓镇宇 男 足球 中场 76.6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10518 中山市东升求实学校九年级（5）班

153 76 甘楚莹 女 定向越野 无 10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06194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11班

154 534 苟琳惠 女 高尔夫 无 98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16388 君里9年级1班

155 157 刘翠 女 健美操 无 89.2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1342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56 173 周怡君 女 健美操 无 80.6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1495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初三6班

157 777 张婧雯 女 健美操 无 76.8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4340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158 46 陈盈洁 女 健美操 无 73.1 中山市小榄中学 201109431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七班

159 549 苏碧娴 女 垒球 不限 83.7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A201105646 旭日中学三年级4班

160 451 陈翠婷 女 女篮 后卫 71.733333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20200111030230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初三年级6班

161 544 李嘉仪 女 女篮 后卫 88.266667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5853 溪角中学初三年级3班

162 276 李晓茵 女 女篮 后卫 84.733333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5562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初三7班

163 673 王琦璇 女 女篮 后卫 73.8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A201101483 沙溪中学九年级四班

164 202 杨泳楠 女 女篮 后卫 82.066667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31653 中山市第一中学初三15班

165 652 朱晓珊 女 女篮 后卫 71.4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44742 横栏中学九年级2班



166 251 唐岚 女 女篮 后卫 87.6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12335 中山市民众中学初三五班

167 684 何梓瑜 女 女篮 后卫 81.2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21955 永宁中学初三七班

168 250 李晓彤 女 女篮 后卫 70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10069 旭日初级中学三年级17班

169 168 杨芸舒 女 女篮 后卫 63.2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34464 求实学校九年级3班

170 235 卢倩怡 女 女篮 后卫 57.8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104171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1）班

171 508 陈静儿 女 女篮 前锋 84.133333 中山纪念中学 A201116992 坦洲实验中学三年级三班

172 222 袁茜 女 女篮 前锋 77.333333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2421 民中中学九年级12班

173 678 李心悦 女 女篮 前锋 80.133333 中山市第一中学 21154418 溪角初级中学九年级3班

174 624 江海敏 女 女篮 前锋 71.4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24756 古镇初级中学初三一班

175 151 梁颖怡 女 女篮 前锋 85.13333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9521 中山市丽景学校九年级6班

176 84 李晓彤 女 女篮 前锋 80.0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5433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初三2班

177 585 李金钰 女 女篮 前锋 71.9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17604 小榄镇华侨中学三(11）班

178 200 李宝怡 女 女篮 前锋 64.2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A201001719 旭日初级中学三年级五班

179 482 戴彤 女 女篮 中锋 82.066667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200102030321 中山市北区中学九年级8班

180 70 陈加颖 女 女篮 中锋 81.833333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5515 中山市南朗镇云衢中学初三4班

181 78 周家菱 女 女排 二传 74.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54306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九班

182 557 周晴 女 女排 二传 96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6866 云衢中学九年级9班

183 116 何诺凡 女 女排 副攻 92.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3963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28班

184 54 厉琳暄 女 女排 副攻 77.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8495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一班

185 578 阮泳怡 女 女排 副攻 76.5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0200106010193 开发区一中初三5班

186 327 陈汝珊 女 女排 副攻 98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4931 港口中学三年级6班

187 387 阮诗琪 女 女排 副攻 90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4943 港口中学三年级1班

188 83 张鑫怡 女 女排 主攻 82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8478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12班

189 90 周芷柔 女 女排 主攻 92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11882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九年级8班



190 291 欧莹双 女 女排 主攻 88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32973 石岐中学初三（1）班

191 385 黄海潮 女 女排 主攻 85.5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7604 火炬开发区一中初三11班

192 400 瞿新怡 女 女排 主攻 72 中山纪念中学 20200106010720 开发区一中初三级14班

193 89 何芷慧 女 女排 自由人 9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8525 中山市纪中雅居乐凯茵学校初三二班

194 253 冼翠婷 女 女排 自由人 70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A201104032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2）班

195 247 黎可滢 女 女排 自由人 65.5 中山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A201150737 南头镇初级中学初三（9）班

196 550 冼敏均 女 女排 自由人 96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02827 浪网中学九年级8班

197 382 吴宛霖 女 乒乓球 无 91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20181 中山纪念中学九年级一班

198 485 刘依汶 女 乒乓球 无 83 中山市第一中学 A201127892 小榄永宁中学初三7班

199 205 梁静茹 女 田径 女子100米 13.674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4209 南头初级中学初三（14）班

200 185 何炜妮 女 田径 女子100米 13.700 中山市华侨中学 A201118252 马新初级中学九年级五班

201 430 黄泳钎 女 田径 女子100米栏 17.02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30746 中山纪念中学初三年级四班

202 209 唐静怡 女 田径 女子200米 28.951 中山纪念中学 201105376 三角中学九年级8班

203 326 苏锐 女 田径 女子200米 29.599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1949 中山纪念中学 初三 7班

204 242 林晓雯 女 田径 女子200米 29.255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11966 板芙镇第一中学九年级7班

205 196 梁子慧 女 田径 女子200米 29.590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0139655 中山市东升初级中学初三9班

206 263 陈楚彤 女 田径 女子400米 1:05.897 中山市第一中学 201106685 东凤中学初三（13）班

207 694 黄美玲 女 田径 三级跳远 10.16 中山纪念中学 201108711 溪角初级中学初三五班

208 265 龙静施 女 田径 三项全能 1122 中山市第一中学 C201102142 古镇中学九年级11班

209 262 龙静怡 女 田径 三项全能 977 中山市第一中学 C201102147 古镇中学九年级9班

210 406 周惜 女 田径 跳高 1.45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27356 溪角中学 初三四班

211 264 梁圣怡 女 田径 跳远 4.53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06144 东凤中学九年级12班

212 277 何艺鸣 女 武术 无 76.733333 中山市桂山中学 201110468 纪中三鑫双语学校初三8班

213 556 李倩榆 女 游泳 00米自由泳 100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9301 中山市纪念中学初三（1）班



214 307 刘一琳 女 游泳 00米自由泳 87.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20112 中山一中三年级2班

215 333 麦梓悦 女 游泳 00米自由泳 75 中山纪念中学 201119235 小榄镇第一中学初三七班

216 260 何泳怡 女 羽毛球 无 95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08304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217 179 蔡子珊 女 羽毛球 无 90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17453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初三（6）班

218 625 李倩盈 女 羽毛球 无 80 中山市华侨中学 201116334 云衢中学九年级四班

219 171 林亭均 女 羽毛球 无 100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08297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220 373 邓亚楠 女 羽毛球 无 85 中山市实验中学 D201127740 小榄镇华侨中学三九班

221 441 梁梓莹 女 羽毛球 无 75 中山市实验中学 82173423 坦洲镇实验中学三年级一班

222 159 陈小雨 女 足球 后卫 88.1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8548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23 136 张羚莉 女 足球 后卫 87.9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3415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224 158 梁思韵 女 足球 后卫 80.733333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28901 黄圃镇中学初三１６班

225 161 何荧思 女 足球 后卫 78.9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23768 黄圃镇中学9年级16班

226 155 罗玉霞 女 足球 后卫 77.0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37376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27 282 陈怡嘉 女 足球 前锋 92.3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71477 中山市实验中学--共建班

228 163 余诗韵 女 足球 前锋 91.1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8536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29 162 吴芷泳 女 足球 守门员 87.1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8471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30 160 黄培欣 女 足球 守门员 79.766667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28933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31 52 廖泳仪 女 足球 中场 83.8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A201101595 古镇初中九年级9班

232 122 陈嘉瑶 女 足球 前锋 90.533333 中山市实验中学 201118613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233 164 吴珊珊 女 足球 中场 80.766667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118530 黄圃镇中学九年级16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