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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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3人）

清远 陈国臣 男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男子乙组100米成绩10.83

清远 罗国维 男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男子甲组100米成绩10.91

清远 陈家谊 女 2022年全国中学生田径冠军赛 女子甲组200米成绩25.19

二、BMX小轮车（1人）

东莞 韦春梅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自行车（小轮车）比赛 女子甲组泥地竞速越野个人赛第三名

三、棒球（13人）

中山 林梓强 男 2022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组） 冠军组第一名

中山 郭雁沁 男 2022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组） 冠军组第一名

中山 冯佳炜 男 2022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组） 冠军组第一名

中山 蓝嘉亮 男 2022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组） 冠军组第一名

中山 黄嘉乐 男 2022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组） 冠军组第一名

中山 彭智雄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中山 黄春棉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中山 李熙俊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清远 向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王浩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蔡啸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臧钰博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省黄村中心 黄坤豪 男 2022年全国棒球锦标赛 男子第四名

四、高尔夫球（6人）

东莞 赵嘉靖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男子甲组个人第五名



东莞 赵路遥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东莞 薛槿桐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东莞 李健宁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三名

深圳 罗云溢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女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梅州 林诗娴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高尔夫球比赛 女子甲组个人第六名

五、花样游泳（3人）

深圳 邱之韵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花样游泳比赛 甲组自由组合项目第一名

深圳 叶继轩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花样游泳比赛 甲组自由组合项目第一名

深圳 吴必言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花样游泳比赛 甲组自由组合项目第一名

六、击剑（2人）

省二沙中心 赵鑫昊 男 2022年全国击剑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击剑锦标赛 青年组男子重剑个人第三名

省二沙中心 宋玥 女 2022年全国击剑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击剑锦标赛 成年组女子花剑个人第八名

七、举重（7人）

江门 石惜洁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女子乙组55公斤级总成绩170公斤

江门 李兆琨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男子甲组67公斤级总成绩267公斤

佛山 隆嘉乐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男子甲组55公斤级总成绩236公斤

佛山 李萃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女子甲组59公斤级总成绩179公斤

惠州 黄志强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男子甲组61公斤级总成绩245公斤

河源 陈永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男子甲组55公斤级总成绩225公斤

河源 杨丽芳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举重比赛 女子甲组45公斤级总成绩150公斤

八、篮球（23人）

东莞 黄明依 男 2021-2022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 男子组第六名

东莞 杨然超 男 2021-2022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 男子组第六名

深圳 田家业 男 2021-2022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南区赛 男子组第三名

深圳 王梓权 男 2021-2022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南区赛 男子组第三名

东莞 周轩宇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邬锦涵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郝栢祺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程嘉宇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李奕臻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张文浩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杨溢 男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男子第四名

东莞 何九兴 男 2021-2022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南区赛 男子组第五名

深圳 马宁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篮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韩姗思彤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篮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柏跞珂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篮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宫睿聪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篮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张玮玮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李馨悦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曾玥滢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洪若可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刘美彤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陈茂姿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深圳 苏梦妍 女 2022全国U17青少年篮球联赛前十六强决赛 女子第三名

九、垒球（1人）

中山 陈玉姗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四名

十、排球（32人）

深圳 林佳都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五名

深圳 张志远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五名

江门 彭靖雯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四名

江门 丁然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四名

江门 蓝倩怡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四名



江门 刘玉琦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四名

东莞 陈今杰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七名

东莞 钟文杰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七名

东莞 沈越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王文威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张启楠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彭俊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金宇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王铭达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东莞 罗杰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省二沙中心 费玥 女 2022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 女子第十二名

中山 瞿新怡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五名

中山 何芷慧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五名

佛山 李绮琳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佛山 高文静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佛山 郭泳彤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阳江 袁世旭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六名

阳江 钟梓图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六名

惠州 张伊蕾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惠州 徐妍妍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珠海 彭冲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珠海 林琪袁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排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珠海 黄宇洲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三名

珠海 揭林荣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三名

珠海 康赟 男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男子组第三名

珠海 周海英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七名



珠海 莫家欣 女 2022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高中女子组第七名

十一、攀岩（1人）

中山 李美妮 女 2022年第六届全国少年锦标赛（U13组） U13女子速度第一名

十二、皮划艇静水（9人）

东莞 张天赐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1000米双人划艇第一名

东莞 闫家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200米单人划艇第二名

东莞 丁宇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1000米双人皮艇第三名

东莞 刘思远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乙组1000米单人划艇第一名

深圳 牟军瑶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女子甲组500米单人划艇第一名

深圳 邱满艳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女子乙组500米双人皮艇第一名

惠州 陈宇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1000米双人划艇第三名

惠州 曹阔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1000米双人划艇第三名

惠州 马长金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皮划艇比赛 男子甲组200米单人皮艇第三名

十三、乒乓球（2人）

东莞 蔡柱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甲组混合双打第二名

东莞 郑巧恩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双打第二名

十四、曲棍球（5人）

深圳 张宇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曲棍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谭如仕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曲棍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陈涛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曲棍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张佳良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曲棍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深圳 陈杰霖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曲棍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十五、拳击（4人）

深圳 卓楚林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 男子甲组52KG级第一名

清远 房文彬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 男子甲组54KG级第一名

东莞 钟莉莉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 女子甲组54-57KG第一名



肇庆 徐小欣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 女子甲组48-51KG第一名

十六、柔道（2人）

清远 吴颖琪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 女子甲组78KG第一名

肇庆 韩永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 男子甲组81KG第一名

十七、赛艇（7人）

深圳 王雪健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男子甲组轻量级2KM双人双桨第二名

深圳 刘振熙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男子甲组轻量级2KM双人双桨第二名

东莞 轩丹丹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女子甲组公开级2KM双人单桨第一名

东莞 席超玉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女子甲组公开级2KM双人单桨第一名

肇庆 张皓研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男子甲组轻量级2KM双人双桨第一名

肇庆 李啟彬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男子甲组轻量级2KM单人双桨第一名

肇庆 董雪莹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赛艇比赛 女子甲组轻量级2KM双人双桨第二名

十八、射击（9人）

清远 阳宇宸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乙组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五名成绩614.9环

清远 李佳硕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甲组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七名成绩619.4环

东莞 梁文昭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男子甲组10米气手枪个人（60发）第七名成绩567环

东莞 桂旅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男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六名成绩614环

东莞 陈梓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男子乙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三名成绩616.5环

东莞 陈武淦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男子乙组25米手枪速射个人（60发）第一名成绩576环

东莞 钟海立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六名成绩618.9环

东莞 莫恩彤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女子甲组10米气步枪个人（60发）第八名成绩619.1环

东莞 冯晓佳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击（步手枪）比赛 女子乙组10米气手枪个人（60发）第一名成绩568环

十九、射箭（1人）

清远 张栋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比赛 甲组男子反曲弓70米个人排名赛（72支箭）成绩636环

二十、手球（18人）

深圳 郭思恒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三名



深圳 蔡熙熙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三名

深圳 张露文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江津津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曲菁熠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屠梦婷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张嘉豪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朱英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唐日伟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罗智勇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陈敏怡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清远 黄坚苹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清远 邓颖芝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二名

东莞 李文豹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东莞 孟享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东莞 魏子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男子手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二名

东莞 商继文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三名

东莞 周子靥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比赛 女子甲组第三名

二十一、摔跤（2人）

深圳 谢聪宝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 男子甲组自由式57KG第一名

清远 黎欣萍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摔跤比赛 女子甲组自由式65KG第一名

二十二、水球（29人）

深圳 钱嘉奕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五名

深圳 王轩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五名

深圳 许宇轩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五名

深圳 姚翔瀚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五名

深圳 李和谦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五名



深圳 赖晓东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丁帅涵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徐达锐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万岸鑫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深圳 李狄衡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一名

清远 周昱翔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六名

清远 郭嘉乐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六名

佛山 邓浩泽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彭楠粤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杨庆宇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庞嘉杰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李想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沈心胤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李林华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三名

佛山 李鸿基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三名

佛山 梁勇周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三名

佛山 黄灏言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三名

珠海 杨孝伟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七名

珠海 章浩研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七名

珠海 赖小川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七名

珠海 蔡国铭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七名

珠海 何成杰 男 2022年全国U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男子青年组第七名

珠海 杜佰轩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五名

珠海 梁景然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 男子甲组第五名

二十三、跆拳道（11人）

中山 党聚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跆拳道比赛 女子甲组+62KG第一名



清远 莫禅德 男 2022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乙组） 男子乙组55KG第二名

清远 邱恒成 男 2022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乙组） 男子乙组59KG第一名

清远 王永康 男 2022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乙组） 男子乙组63KG第一名

清远 黄思琪 女 2022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乙组） 女子乙组52KG第一名

清远 陈姝瑾 女 2022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乙组） 女子乙组55KG第二名

惠州 梁佳林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跆拳道比赛 男子甲组63KG第二名

惠州 郑琳芝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跆拳道比赛 女子甲组49KG第二名

省体校 杨思彤 女 2022年全国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女子59kg第一名

佛山 伍雪婷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跆拳道比赛 女子甲组62KG第二名

梅州 张楚玲 女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跆拳道比赛 女子甲组53KG第一名

二十四、跳水（10人）

中山 梁瑞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跳台第三名

中山 胡文杰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跳台第三名

中山 王湘粤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跳台第三名

中山 孙永前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3米跳板第二名

中山 陈华钱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3米跳板第二名

东莞 方荣欣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跳台第二名

东莞 丁扬 男 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男子甲组双人跳台第二名

肇庆 刘涵菲 女 2022年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 女子少年组3米跳板第六名

肇庆 王晨琳 女 2022年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 女子少年组1米跳板第八名

肇庆 符智翔 男 2022年全国少年儿童跳水锦标赛 男子少年组3米跳板第五名

二十五、网球（1人）

深圳 钟健飞 男 第九届中国中学生网球锦标赛 初中组男子双打第二名

二十六、游泳（1人）

惠州 李佳艺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男子B组50米仰泳成绩30.24

二十七、羽毛球（5人）



东莞 张力丹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东莞 宋明峰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东莞 李铸衡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东莞 袁祖豪 男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男子甲组团体第二名

东莞 刘若涵 女 2022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女子甲组单打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