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师范大学 2021 年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拟录取公示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及省招办有关文件精神，我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结

束，现公示如下： 

1.录取原则 

在文化成绩不低于 180 分，专业成绩不低于 40 分的基础上，我校划定文化和专业成绩的最低控制分

数线；招生项目之间的录取分数不进行横向比较，上线考生依据填报的志愿梯次顺序，按综合成绩由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综合成绩=文化成绩/6×30%+体育专项成绩×70%。对具备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等级的

考生，可在我校文化考试成绩最低录取控制线下分别降低 50分和 30分录取。考生若已被运动训练、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录取，不得放弃录取资格。 

2.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 专项 计划数（拟定） 

运动训练 

乒乓球 3 

网球 3 

跆拳道 10 

拳击 6 

围棋 1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套路 6 

武术散打 7 

3.拟录取名单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运动员等级 等级证书编码 报考专项 综合分 录取专业 志愿序号 

21338401790002 潘吕欣 男 一级运动员 2015060010275 乒乓球 80.71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682141052 白岩松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060620100 乒乓球 79.06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402150026 邹戈翔宇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060420120 乒乓球 78.7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30609300032 刘腾泽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191120243 网球 69.09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52326142836 杨海杰 女 二级运动员 2019050520002 网球 53.21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1202111578 高睿宏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060320045 网球 66.92 运动训练 第二志愿 

21110101104661 文璐 女 一级运动员 2019010010686 跆拳道 76.81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711990016 王楠 女 一级运动员 2016060010432 跆拳道 73.31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31606790078 王欣卓玛 女 一级运动员 2019110010880 跆拳道 72.79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204993057 谢学婷 女 一级运动员 2019060010449 跆拳道 72.58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111991811 曹继一鸣 女 运动健将 202000707 跆拳道 68.57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104110030 刁文惠 女 二级运动员 2019060820006 跆拳道 65.87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204990038 齐枭然 女 一级运动员 2018060010027 跆拳道 65.7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10115101757 张祺 男 一级运动员 2021010010021 跆拳道 64.7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70703101330 程树娟 女 二级运动员 2018150720096 跆拳道 64.11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50402143016 邹宇航 男 运动健将 202000630 跆拳道 63.96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36419150187 徐康宁 男 一级运动员 2021110010282 拳击 86.22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500125113322 戴康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220320031 拳击 85.3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41321111725 刘轩魁 男 二级运动员 2017120420046 拳击 78.46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1011990008 欧阳妮烨 女 二级运动员 2019061020026 拳击 78.08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71725105260 李贝贝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290020170 拳击 76.98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411110042 赵智聪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060420126 拳击 76.92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60112154545 吴新洋 男 二级运动员 2013140120078 围棋 81.48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0605002467 张博闻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080520066 围棋 78.85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33611150300 罗匀言 女 二级运动员 2015091120020 围棋 71.7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71402101042 苏博霖 男 二级运动员 2014151420005 围棋 60.75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701116301 杨嘉懿 女 二级运动员 2020060720049 围棋 55.5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411211118070 范力木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161120001 围棋 54.05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71311103477 彭森 男 二级运动员 2014151320027 围棋 50.05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40106790029 续冯煜璇 女 二级运动员 2020040120086 围棋 49.4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370921103681 宁秋硕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150920195 围棋 47.23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410912118039 王少璞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160620027 围棋 43.29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120110919008 侯楷洋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021120014 围棋 41.9 运动训练 第一志愿 

21210105155299 侯玬宏 女 二级运动员 2019061320022 武术散打 77.13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340111140250 徐晓东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120120215 武术散打 76.98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1421990143 王学禹 男 二级运动员 2021060920019 武术散打 72.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0114990068 高鹏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060120332 武术散打 69.86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1322990068 孙彬 男 二级运动员 2021061420023 武术散打 66.32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1302990054 王添池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050920114 武术散打 65.47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420109140211 邹子元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201420028 武术散打 71.82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二志愿 

21211281110165 郝铭 女 二级运动员 2021061120007 武术套路 77.08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0303991430 谭卓伦 男 二级运动员 2019060320092 武术套路 72.91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210281142014 刘煜善 男 二级运动员 2018060220241 武术套路 70.77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130922300063 范春雪 女 二级运动员 2017030420230 武术套路 70.18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130601300422 田珉源 女 二级运动员 2017030620269 武术套路 69.59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21130901100814 高恩泽 男 二级运动员 2020081220044 武术套路 69.55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第一志愿 

4.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规定，将拟录取考生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 

5.咨询电话：024-86574436 

注：1.录取结果以各省招考办最终确认为准；2.拟录取名单中包含考生信息，任何机构不得转载。 

 

 

 

沈阳师范大学 

                                                                      2021 年 5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