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拟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运动员名单

申请单位 姓名 性别 比赛名称 成绩

一、篮球（9人）

东莞 曹梓烽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欧阳锦城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姜博文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王晨鑫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陈雅文 女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女子高中组第一名

深圳 肖梓钰 女 2020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女子高中组第一名

广州 孙铭泽 男 2020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男子组 第十名

广州 张恭豪 男 2020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男子组 第十名

广州 李积辉 男 2020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男子组 第十名

二、BMX小轮车（3人）

云浮 徐心怡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小轮车）锦标赛 女子甲组泥地竞速越野个人赛第三名

云浮 陈伟竞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小轮车）锦标赛 男子甲组自由式个人赛第二名

云浮 黎艳宁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小轮车）锦标赛 女子甲组泥地竞速越野个人赛第二名

三、棒球（3人）

深圳 彭博明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麦政文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饶霖辉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四、蹦床（2人）

省二沙中心 徐阳 女 2020年全国蹦床青少年锦标赛 女子13-14岁组蹦床个人资格赛第九名成绩89.835

省二沙中心 刘志健 男 2020年全国蹦床青少年锦标赛 男子13-14岁组蹦床个人资格赛第八名成绩93.110

五、冲浪（3人）

省海上中心 张锦杏 女  2020中国冲浪冠军赛 U18组女子长板第五名

省海上中心 李炜立 男  2020中国冲浪冠军赛 公开组男子浆板第四名



省海上中心 袁嘉伦 男  2020中国冲浪冠军赛 公开组男子浆板第三名

六、帆船（5人）

深圳 张培希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男子甲组T293个人赛第二名

深圳 肖喆媛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女子甲组T293个人赛第一名

深圳 马畅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男子甲组激光4.7个人赛第三名

深圳 涂凯翔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男子甲组激光4.7个人赛第二名

深圳 余宝玲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女子甲组激光4.7个人赛第一名

七、高尔夫球（1人）

深圳 李帛洲 男 2020年中国业余高尔夫球排名榜 男子年终排名第三十四名

八、健美操（1人）

深圳 姜羽希 男 2020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年龄二组精英组男子单人操第五名

九、马术（1人）

深圳 陈逸凡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 男子甲组（中三级）盛装舞步个人第一名

十、乒乓球（2人）

深圳 代晋鹏 男 2020年全国少儿乒乓球杯赛总决赛 儿童甲组混合双打第三名

深圳 杨惠泽 女 2020年全国少儿乒乓球杯赛总决赛 女子儿童甲组单打第三名

十一、拳击（3人）

省体校 段莎莎 女
 2020年“金拳套”全国U16女子拳击锦标赛暨2020年“

迁安杯”全国少年女子拳击锦标赛
U16女子52公斤级第二名

省体校 刘倩芳 女
 2020年“金拳套”全国U16女子拳击锦标赛暨2020年“

迁安杯”全国少年女子拳击锦标赛
U16女子50公斤级第一名

肇庆 梁庆都 男
 2020年“金拳套”全国U16女子拳击锦标赛暨2020年“

迁安杯”全国少年女子拳击锦标赛
男子66KG第二名

十二、射击（16人）

广州 杜俊毅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男子甲组25米手枪速射个人（60发）第五名成绩573环

广州 杜锦瑄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六名成绩615.1环

广州 区晓桐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一名成绩613.6环

广州 林碧琦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一名成绩624.6环

广州 吴婷婷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二名成绩620.4环



广州 曾钰谊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四名成绩612.8环

广州 欧阳永琦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四名成绩618.1环

东莞 刘佩欣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三名成绩619.3环

东莞 马素惠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冠军赛（U系列）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七名成绩617.3环

东莞 王圆美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女子甲组10米气手枪个人（60发）第二名成绩565环

女子甲组25米手枪个人（30+30发）第六名成绩570环

东莞 蔡凯铭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男子甲组25米手枪速射个人（60发）第四名成绩575环

东莞 何铭铿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男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五名成绩613环

东莞 李应鑫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男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八名成绩615.4环

东莞 胡棋炜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男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六名成绩617环

省黄村中心 王润坤 女 2020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 女子飞碟双向（125靶）第三名成绩115中

省黄村中心 张翊 男 2020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 男子飞碟多向（125靶）第三名成绩111中

十三、摔跤（2人）

深圳 曾令群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摔跤锦标赛 女子甲组自由式50KG第一名

深圳 曾晓彤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摔跤锦标赛 女子甲组自由式53KG第一名

十四、水球（5人）

省二沙中心 余诗洋 女 2020年全国U17女子水球锦标赛 第七名

省二沙中心 施源 女 2020年全国U17女子水球锦标赛 第七名

省二沙中心 毛戈丹 女 2020年全国U17女子水球锦标赛 第七名

省二沙中心 李婧华 女 2020年全国U17女子水球锦标赛 第七名

省二沙中心 栾木禛 女 2020年全国U17女子水球锦标赛 第七名

十五、现代五项（1人）

肇庆 陈汝森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现代五项锦标赛 男子甲组个人赛第一名

十六、艺术体操（1人）

广州 刘慧 女 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青少年A组个人全能一级规定第五名

十七、游泳（5人）

佛山 廖语彤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U系列） 女子U13组100米自由泳成绩01:02.39



佛山 梁艺萱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U系列） 女子U14-15组100米自由泳成绩01:01.51

佛山 叶庆臻 男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U系列） 男子U14-15组100米仰泳成绩01:02.55

佛山 苏眉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U系列） 女子U14-15组100米自由泳成绩01:01.11

佛山 林晓雯 女 2020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U系列） 女子U16-18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9.40

十七、田径（1人）

广州 张思源 男 2020年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田径联赛（南部赛区） 男子100米栏成绩14.61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