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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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7人）

广州 张宇恒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广州 郗咏亮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广州 杜鑫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清远 崔海杰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刘善政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刘鑫龙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孟任行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二、登山（1人）

深圳 郑露民 男 2022年春季卓奥友峰登山活动 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卓奥友峰到达海拔8201米

三、篮球（2人）

深圳 林佳欣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一名

深圳 罗雯琳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一名

四、排球（14人）

深圳 吕美睿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五名

深圳 江南锦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五名

深圳 张欣麟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二名

深圳 郑道远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二名

深圳 杨嘉豪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二名

深圳 杨旭凡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二名

中山 陈鹏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四名

中山 廖健登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四名

中山 蔡耀颉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四名



中山 李鸿杰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四名

中山 黄海潮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二名

中山 欧莹双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二名

中山 阮诗琪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二名

中山 梁哲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二名

五、乒乓球（4人）

广州 黄丽敏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单打第二名

深圳 葛晓轩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单打第一名

中山 罗家锦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中山 吴卓伦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六、三人篮球（1人）

珠海 邓瑶莹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三人篮球锦标赛 女子乙组第八名

七、水球（1人）

省二沙中心 华中浩 男 2022年全国男子水球冠军赛 男子第六名

八、跆拳道（7人）

清远 李明昊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男子甲组74KG第一名

肇庆 卢秋怡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甲组46KG第一名

梅州 罗晓晖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甲组57KG第一名

梅州 刘曜乐 男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男子甲组+74KG第一名

深圳 柯瑶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甲组49KG第一名

深圳 司彦淇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甲组+62KG第一名

广州 侯晨瑾 女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甲组62KG第一名

九、体操（9人）

佛山 梁胜林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男子丁组个人全能第一名

佛山 杨啸霆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男子丙组个人全能第六名

佛山 黄智华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女子乙组跳马第一名



佛山 李宛蔓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女子乙组个人全能第七名

佛山 汪紫妍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女子丙组跳马第二名

佛山 李咏珊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女子甲组个人全能第七名

佛山 刘小柔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女子甲组跳马第一名

佛山 邓梓龙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男子乙组鞍马第六名

佛山 刘天择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体操比赛 男子丙组双杠第一名

十、田径（3人）

省二沙中心 孙瑞阳 男 2022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1站） 男子撑竿跳高成绩5米

省二沙中心 梁诺 女 2022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1站） 女子400米成绩55.25

省二沙中心 庞乐怡 女 2022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1站） 女子200米成绩25.20

十一、跳水（2人）

湛江 王紫晴 女 2022年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 女子少年组双人3米跳板第三名

湛江 符诗慧 女 2022年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 女子少年组双人3米跳板第三名

十二、游泳（83人117人次）

东莞 梁城熙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自由泳成绩23.87

东莞 梁城熙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4.74

深圳 欧阳晴朗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D组50米蛙泳成绩35.20

深圳 陈浩霖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29.75

深圳 许家诚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00.44

深圳 许家诚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仰泳成绩2:15.78

深圳 朱文隽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1:56.78

深圳 胡翼鸣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02.11

深圳 罗静怡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2.41

深圳 罗静怡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13.59

肇庆 凌万霖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蛙泳成绩1:10.89

肇庆 杨宇健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0.49



肇庆 潘汝洮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1:07.22

肇庆 潘汝洮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2.49

珠海 宋佳蔚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2.76

珠海 黄睿琛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蛙泳成绩1:09.34

珠海 邓月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1.58

珠海 列家乐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D组50米仰泳成绩31.98

中山 姜嘉欣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2.42

中山 刘展衔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0.04

中山 李倩榆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5.53

中山 叶睿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5.29

中山 谢嘉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仰泳成绩30.13

中山 肖键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蛙泳成绩31.71

中山 陈柳怡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1:06.51

佛山 曾逸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仰泳成绩1:03.04

佛山 曾逸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9.22

佛山 严海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3.21

佛山 严海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自由泳成绩24.07

佛山 孙硕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5.37

佛山 孙硕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01.75

佛山 潘浩楠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仰泳成绩1:02.94

佛山 潘浩楠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仰泳成绩29.27

佛山 傅佳诚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1.84

佛山 傅佳诚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蛙泳成绩1:09.80

佛山 李思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200米蛙泳成绩2:45.20

佛山 谢泓玥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5.49

佛山 汤芷晴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50米蝶泳成绩30.35



佛山 叶颖琪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50米蝶泳成绩29.68

佛山 梁雅贻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1.67

佛山 罗梓鑫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29.34

佛山 尹嘉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9.82

深圳 杨砚愿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4.76

深圳 钟欣达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29.81

深圳 张芮国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00.94

深圳 张芮国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5.23

广州 梁雅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D组200米蛙泳成绩2:47.36

广州 梁雅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D组100米蛙泳成绩1:17.33

广州 冯俊龙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200米蝶泳成绩2:13.52

广州 许许哲希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100米蝶泳成绩1:05.91

广州 许许政希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58.20

广州 许许政希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蝶泳成绩2:11.14

广州 陈韦麟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200米自由泳成绩1:59.82

广州 陈韦麟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29.31

广州 陈韦麟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4×100米混合泳接力第一棒100米仰泳成绩

1:02.99
广州 魏明熙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自由泳成绩24.35

广州 余熠晖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蛙泳成绩1:06.97

广州 余熠晖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蛙泳成绩2:25.68

广州 黄旻焜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仰泳成绩1:00.74

广州 黄旻焜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仰泳成绩2:13.12

广州 岳圆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200米蛙泳成绩2:45.10

广州 岳圆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1.56

广州 黄莉雯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9.72

广州 郑筱娴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9.34



广州 郑筱娴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100米仰泳成绩1:08.28

广州 黄偲予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4×100米自由泳接力第一棒成绩1:02.41

广州 刘铭雅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2.50

广州 刘铭雅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50米仰泳成绩32.12

广州 江家旭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30.13

广州 冯子博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蛙泳成绩31.85

广州 伍一鸣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蛙泳成绩32.37

广州 张书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仰泳成绩30.23

广州 周宸冰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100米仰泳成绩1:08.64

广州 周宸冰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50米仰泳成绩31.32

广州 高扬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蛙泳成绩1:09.58

广州 高扬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2.40

广州 冼海俊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8.96

广州 冼海俊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自由泳成绩24.48

广州 骆均就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蝶泳成绩26.40

广州 骆均就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59.17

广州 吴闻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4.56

广州 吴闻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58.82

广州 文郁鑫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50米蝶泳成绩30.30

广州 文郁鑫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1:07.81

广州 梁俊龙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蛙泳成绩1:08.80

广州 贾素绮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C组50米蛙泳成绩35.88

广州 林新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D组100米蛙泳成绩1:09.89

广州 陈平珊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1.33

广州 叶家炜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0.13

广州 周霆曦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29.96



广州 符皓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100米蛙泳成绩1:09.53

广州 符皓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蛙泳成绩31.05

广州 江子扬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1.56

广州 江子扬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蛙泳成绩1:10.37

广州 常亿山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自由泳成绩2:02.24

广州 骆均能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蝶泳成绩59.14

广州 骆均能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蝶泳成绩26.41

广州 郑鸿儒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蝶泳成绩26.99

广州 陈楷楠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1.75

广州 薛容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5.24

广州 薛容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仰泳成绩2:17.86

广州 阮哲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9.74

广州 梁嘉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蛙泳成绩31.41

广州 梁嘉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蛙泳成绩2:34.52

广州 金正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200米仰泳成绩2:17.72

广州 金正轩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8.99

广州 陈雨果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55.18

广州 陈雨果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9.10

广州 吴宇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蝶泳成绩26.21

广州 梁熙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50米蛙泳成绩32.32

广州 梁熙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B组100米自由泳成绩1:01.60

广州 杨盈盈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女子A组50米仰泳成绩32.20

广州 梁庭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50米蛙泳成绩31.77

广州 梁庭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A组100米蛙泳成绩1:10.63

广州 梁汉鹏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30.19

广州 胡砚喆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29.58



广州 李秋澔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C组50米仰泳成绩30.29

十三、羽毛球（18人）

深圳 许雅雯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混合双打第二名

深圳 杨文锐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混合双打第二名

广州 孔晖祺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广州 徐可然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广州 胡善欣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广州 刘戴茵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广州 王子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广州 吴日煊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广州 蔡萦暄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双打第一名

广州 吕昕宜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双打第一名

广州 钟丹彤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混合双打第一名

广州 莫唯一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混合双打第一名

广州 颜梓滢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团体第一名

广州 凌志良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双打第一名

广州 张耀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双打第一名

广州 周可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男子团体第一名

中山 郭颖琦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双打第二名

中山 林亭均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甲组女子双打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