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专项测试 

考试通知及初审合格名单公布 

 

根据上级有关工作规定和工作部署，结合我校实际，在《广

州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的基础上，我校 2021 年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专项测试工作安排和要求如下： 

一、 现场审核及报到要求 

(一) 报到时间  

2021 年 3月 20日 9:00-16:30 

(二) 报到地点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 230号广州大学何世杰体育馆旁（体

训楼 104 室）。请考生统一从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西北门入

校。（西北门指示图见附件 5） 

(三) 报到对象 

1. 进入篮球项目初审合格名单并按时缴纳测试费的

考生； 

2. 进入足球项目初审合格名单的考生。  

初审合格名单见附件 1。 

以上篮球和足球项目的考生，均须现场报到和审核，进行资

格确认，是否获得我校报考资格以现场审核为准，不在规定时间

内报到者视为放弃报考。 

(四) 现场审核流程  



1.足球项目考生  

考生报到时，须出示以下证件原件和材料供我校查验

审核： 

（1） 加盖所在学校(单位)公章的《广州大学 2021年高水平

运动队招生报名表》； 

（2） 运动等级证书证明：以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

级综合查询系统”（http://jsdj.sport.gov.cn/）查询页面截图为

准； 

（3） 二代身份证； 

（4） 户口簿复印件（户主页和本人页）； 

（5） 学历证明：应届毕业生(未发毕业证者)使用所在学校

出具的证明；往届生使用毕业证书； 

（6） 获奖成绩证明：考生近三年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比

赛获奖证书（含主力队员证明）； 

（ 7）  运动成绩证明：运动员等级证书、办理运动员等级证

书时用的秩序册、成绩册； 

（8） 考生 14 天健康状况承诺卡（附件 2）。 

2.篮球项目考生 

考生报到时，提交本人近期彩色免冠 1寸照片 3张。报考篮

球中锋位置者须测量身高及体重。考生除了出示上文提到的证件

原件和材料（序号 1-8）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供我校查验审

核，现场审核通过者领取准考证（贴上照片后盖考务专用章，并

http://jsdj.sport.gov.cn/


写上姓名、性别、运动等级）： 

（9） 保险单原件； 

（10） 考生反兴奋剂承诺书； 

（11） 篮球项目免责声明书（附件 3）。 

二、 篮球项目考试时间 

2021 年 3月 21日 13：00考试报到， 14：00开始考试 

三、 篮球项目考试地点 

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何世杰体育馆 

四、 篮球项目测试内容 

素质部分：四线折返跑、三角滑步两项内容； 

技术部分：1 分钟投篮、全场运球传接上篮、全场比赛三项内

容。 

五、 考生来校防疫须知 

考生要认真阅读《考生来校防疫须知》（附件 4），严格遵照

须知要求执行，保证个人健康来校报到或参加考试。 

六、 考生来校和考试要求 

1. 正处于以下状况的考生不得来校或参加考试：隔离医学

观察治疗、集中隔离观察期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复检阳性人

员、无症状感染者、离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未完成医学观察的。 

2. 考生在来校时须出示广东省“粤康码”和 7日有效核酸

检测为阴性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并提交个人《14天健康状况

承诺卡》，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进入校园或参加考试。如出现体



温异常，将立即送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

方予以考试。陪考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3. 篮球考生必须牢记考试时间及地点，按时报到，并提前

到达考场检录处等候检录。若耽误检录，则判为误考，责任自

负，不予补考。 

4. 检录点为考场门口，考生在检录点出示准考证，经点名

后，由检录员按编组统一带入考场，考生须服从检录员的指挥并

认准检录员，随时按检录员要求行动。掉队漏考者，不予补考。 

5. 考试期间各考试场地实行封闭式管理，除考官、本场考

生及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6. 考试前将安排考生考前热身,熟悉场地练习。考试开始

后，未经考官同意，考生不得在考试场地进行任何练习。 

7. 考生在考场内不得携带和使用任何通讯工具。 

8. 考生不得穿着印有姓名或单位名称的服装进行考试。 

9. 考场设置视频录像，录像内容只作为监控考场考风考纪

和考试秩序的依据，不作为决定考试成绩的依据。 

10. 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只进行一次，不安排补测。因

病、因伤等不能临场参加测试者，一律视为自动放弃。 

11. 凡未参加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测试或自动放弃测试的考

生、测试未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享受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相关政策。

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徇私舞弊，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考

生考试资格，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种成绩无效，并根



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12. 测试前考生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个人原因未

参加保险而产生相应后果的，由考生本人负责。 

13. 考试期间考生的往返路费、食宿费自理。 

14. 医疗点设在考场内，考试过程中如出现伤病情况或有身

体不适者，可到医疗点进行护理。 

七、 咨询电话 

周老师 13660152235 

 

附件 1.广州大学 2021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初审合格名单 

2.广州大学 2021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考生 14天健

康状况承诺卡 

3.篮球项目免责声明书 

4.考生来校防疫须知 

5.西北门指示图 

 

广州大学 

2021 年 3月 1 日  



附件 1 

广州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初审合格名单 

 

一、男子篮球项目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项目 

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1 黎伟源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2 刘冠泽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3 张淞刚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4 高凯欣 男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一级单招类别 

5 许哲铭 男 云南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6 江圣 男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7 黎卓 男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8 李彬 男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9 谢和君 男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0 李真旭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1 叶睿哲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2 岑俊慷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3 黄一驰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4 王天益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5 杨清龙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6 李鹏程 男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普通高考类别 

17 陆祥程 男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8 吴凌锋 男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9 吴淑鹏 男 海南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0 杨超然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普通高考类别 

21 周皓伟 男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2 刘峰源 男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3 王之颢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二、女子篮球项目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项目 

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1 付嘉怡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2 彭芷僖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一级单招类别 

3 赵静蕾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一级单招类别 

4 吴秋雨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5 刘佳鹭 女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6 王颢蓓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 郑万春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 陈琪琪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9 陈诗琪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0 黎铠睿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1 张敏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2 钟嘉棋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3 黄小秋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4 罗灵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5 贾钺卿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6 万千荧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7 杨乐婕 女 江苏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8 蒋美晗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9 谭笑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0 谢佳馨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篮球 中锋 普通高考类别 

三、男子足球项目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项目 

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1 李泽典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2 苏承志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3 汪权威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4 王光宇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5 王江安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左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 武志成 男 安徽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 赵文骏 男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8 纪润贤 男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普通高考类别 

9 熊孝晖 男 福建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项目 

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10 陈泽熙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11 李炳皓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2 王涅灵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3 银積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14 周子翔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5 蔡奇航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左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16 蔡钊泰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17 曾庆生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8 杜溁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19 何文翀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0 侯宇亮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1 胡征宇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2 黄星心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3 黄奕翔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24 李怿诚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25 梁伟政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26 梁泽彬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27 潘海鸣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28 吴明轩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29 许泽林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30 颜伦凯 男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普通高考类别 

31 邹国枫 男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32 方佳浩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左边后 普通高考类别 

33 甘启跃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34 谷浩炜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35 伦嘉祺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36 罗艺华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37 秦建华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38 苏海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锋 普通高考类别 

39 苏蔚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40 谭向斯特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41 王福信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2 李睿扬 男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3 王正凯 男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4 印思哲 男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45 郭蕴灏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46 刘铭洋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项目 

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47 王子初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8 杨占魁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49 张敬一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0 郑润德 男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51 陈佳乐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52 陈正梁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53 崔子越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4 季谦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55 刘承睿 男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56 刘培刚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57 刘自立 男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58 刘自强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9 隆泽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60 屈益乐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1 王炅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62 王朋飞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63 王照淼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64 翟金哲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65 湛明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66 郑金骏 男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67 周艺航 男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68 周正哲 男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69 周思明 男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70 陈圣奕 男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1 段双 男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左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2 何熙然 男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3 黄弘扬 男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4 谭皓元 男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5 汤正晨 男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76 伍益昕 男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7 邓肯 男 吉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8 明煜航 男 吉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9 唐绎瞻 男 吉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80 王冬阳 男 吉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1 张贺睿 男 吉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82 董海川 男 江西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3 边子骏 男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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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项

目位置 
报考类别 

84 董佳宇 男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5 侯岱辰 男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86 金泽楷 男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锋 普通高考类别 

87 李景淼 男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88 战思宇 男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右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9 阿斯那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90 白皓北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1 包都乐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92 魏之星 男 内蒙古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3 郭评元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4 李明泽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95 李择桐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6 连新宇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7 裴睿骁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锋 普通高考类别 

98 贾哲宇 男 山西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9 敖翔 男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0 何剑翔 男 四川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101 何文 男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2 欧阳剑桥 男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3 王彬宇 男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4 姚俊杰 男 四川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05 
迪力木拉

提·祖农 
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106 赵徽 男 云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7 陈栋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108 陈江横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9 程祖恩 男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110 胡家华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111 黄舒麟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12 刘芯铜 男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普通高考类别 

113 任伯清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114 王家豪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115 王梓轩 男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16 周嘉祥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锋 普通高考类别 

 

 



四、女子足球项目 

序

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份 运动员级别 

报考

项目 
报考项目位置 报考类别 

1 黄新月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2 汤乐怡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3 王在阳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一级单招类别 

4 邹俊华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场 一级单招类别 

5 钟晓朗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一级单招类别 

6 梁钰婷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7 王欣怡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前卫 一级单招类别 

8 杨筑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9 林茹柳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腰 一级单招类别 

10 王春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 一级单招类别 

11 宋静文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一级单招类别 

12 蔡瑾仪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一级单招类别 

13 曹喜惠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拖后 一级单招类别 

14 陈鑫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15 范昀萱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16 李佳芳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一级单招类别 

17 刘思菁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左边前卫 一级单招类别 

18 罗琴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19 罗姿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一级单招类别 

20 彭雨萱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右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21 熊芷铃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22 许艳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卫 一级单招类别 

23 白钰莹 女 内蒙古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一级单招类别 

24 焦明达 女 内蒙古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25 黄康萍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一级单招类别 

26 李骐奥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 一级单招类别 

27 郑喜双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一级单招类别 

28 陈洋 女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一级单招类别 

29 吴雪柔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一级单招类别 

30 钟莹颖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边后 一级单招类别 

31 龚小倩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一级单招类别 

32 王木子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33 黄雅蕙 女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34 严晓娜 女 福建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左中后 普通高考类别 

35 夏艺文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左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36 闫培丹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37 陈晓君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左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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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陈晓月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39 梁德榕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右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40 罗颖怡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41 丘惠晴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2 邱靖沂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43 汤倩茹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左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4 王家宜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45 吴倩晴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46 严家雯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7 朱梦园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48 程雪佳琦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49 丁思元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0 蒋国婧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51 李莎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2 王云璐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腰 普通高考类别 

53 谢昆健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54 杨光梅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55 杨元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56 冯玉萍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57 侯丝婷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右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58 梁洁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59 安琪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0 吕萌萌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61 熊笑莹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2 杨梦涵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63 赵子涵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64 陈沛雲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5 马卉婷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66 彭翔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7 薛梦晗 女 湖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68 陈晨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 普通高考类别 

69 成瑶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0 单芷叶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71 冯欣雨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普通高考类别 

72 何梓萱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3 胡雨萌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4 金一鸣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75 邝舒婷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76 雷纯丽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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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刘奕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78 罗婷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79 罗茵茵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80 王苡绮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1 吴红琳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82 杨婉婷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右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83 叶佳祺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4 余文怡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 普通高考类别 

85 张倩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86 周香含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7 朱骏逸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88 桂冬芬 女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左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89 梁肖鑫 女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0 刘祉含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1 王祉豫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2 张梦妍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3 赵嘉琪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94 寇馨方 女 内蒙古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5 杨洋 女 内蒙古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6 古昌鑫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97 孙盈雪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边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98 王钰淇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99 吴佳瑞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0 薛艺苇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足球 前锋 普通高考类别 

101 李子婧 女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2 欧阳康雨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3 任静玉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后腰 普通高考类别 

104 苏晓莹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边前 普通高考类别 

105 周宇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前卫、边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6 董华丽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场 普通高考类别 

107 胡春霞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足球 中后卫 普通高考类别 

108 刘彦言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足球 守门员 普通高考类别 

 

 



附件 2 广州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考生 14 天健康状况承诺卡 

（说明：纸质版填好亲笔签名，于入校门当天，测体温后，在报到点交给工作人员） 

承诺：本人对上述填报内容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考试项目 考试地点 现住址 入校当天测体温 

张三   高水平运动队 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 XX 街道 XXX 街 XX 巷 001 号 XX 小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13800000000 居住社区 14 天内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  

健康监测情况（来校前 14 天） 

监测日期 

（填满 14

天） 

监测地

点 

（城

市） 

自身健康情况
（是否有发热、咳

嗽、全身酸痛、乏

力、胸闷、气促、腹

泻等其中一种症状） 

家庭成员健康状

况（是否有发热、咳

嗽、全身酸痛、乏

力、胸闷、气促、腹

泻等其中一种症状） 

所在社区是

否有疑似/确

诊病例，或

无症状感染

者 

是否接触

过疑似/确

诊病例,或

无症状感

染者 

是否外出/

外出地点 

是否去过

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 

是否接触

过疫情中

高风险地

区重点人

员 

出现异常状况 备注 

异常症

状 
出现时间 处理方式 诊断  

3 月 7 日 深圳 正常 正常 否 否 东莞 否 否 无 无 无 无  

3 月 8 日 广州 发热 正常 是 是 否 否 否 发热 月  日 转 XX 医院 确诊病例 X 月 X 日开始住院 

3 月 9 日 广州 正常 父亲发热 否 否 否 否 否 发热 月  日 转 XXX 医院 确诊感冒 X 月 X 日病愈 

3 月 10 日              

3 月 11 日              

3 月 12 日              

3 月 13 日              

3 月 14 日              

3 月 15 日              

3 月 16 日              

3 月 17 日              

3 月 18 日              

3 月 19 日              

3 月 20 日              



附件 3 

篮球项目免责声明书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 2021 年广州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篮球项

目专项考试，并发表如下免责声明： 

    一、体育专项考试所涉及的项目对参加者的体能和技巧都有较

高的要求，组织者已经全面、完整提示了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避免

风险的措施，本人对考试和其他相关事项的高风险性及可能带来的

不利后果已有足够了解，对风险防范措施有充分掌握。 

二、考试期间，本人服从组织者的活动安排，并且已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凡因个人私自行动或因隐瞒个人实际情况（病史、

身体状况及其他状况）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完全责任。 

三、本人免除广州大学以及相关考试工作人员的相关责任，使

其免受由于本人在考试期间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任何索

赔。 

本人已经阅读本免责声明书，已明白无误地知悉、理解、掌握本

责任免除书的全部内容和含义并完全接受。 

 

签署人（考生）：                   手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未满 18周岁监护人签名：  



附件 4 

考 生 来 校 防 疫 须 知 
 

为保障考生健康安全和考试的平稳顺利，请来校报到或考试

的考生严格执行如下疫情防控要求： 

1、关注疫情防疫专题等官方途径，理性判断、拒绝谣言；加

强防疫知识学习，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防控措施。 

2、考生本人及家人来校前或考前尽量减少外出，避免走亲访

友聚餐、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来校前或考前 14 天尽

量避免跨省外出，严禁去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行。 

3、注意个人卫生，科学安排作息，加强饮食营养，保证以健

康的状态、良好的心态参加考试。建议尽量减少考生陪同人员，以

避免考点人群聚集。 

4、加强路途中的自我防护，乘坐火车、飞机、公交、地铁等

公共交通工具的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减少进食，尽量避免脱口

罩；途中尽量与他人保持安全间距，密切留意周围旅客的健康状

况，尽可能选择靠窗座位，并减少来回走动。 

5、考生须在居住地或考试地进行核酸检测，持广东省“粤康

码”和 7 日有效核酸检测为阴性的结果到广州大学报到或参加考

试。 

6、考生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进入校园和考场。如出现体温异

常，将立即送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予以

考试。候考区每个考生空间间隔 1 米以上，准备活动和考试时不必

佩戴口罩，其他时间原则上全程佩戴口罩。 



附件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