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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与场地 

2018 年 10月 25日至 27 日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下沙校区西北田径场）举行。 

二、竞赛项目 

（一）学生男子项目 

100 米、200米、400米、800 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110米栏、400 米栏、4×

100 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 

（二）学生女子项目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00 米栏、400 米栏、4×100 米接力、

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 

（三）学生趣味集体项目 

袋鼠跳接力；流水线；阳光伙伴竞跑总决赛；旋风跑。 

（四）教工青年男子项目 

100 米、400米、1500米、4×100米、跳远、铅球 

（五）教工青年女子项目 

100 米、400米、跳远、铅球 

（六）教工中年男子项目 

60 米、跳远、投沙包 

（七）教工中年女子项目 

60 米、跳远、投沙包 

（八）教工老年男子项目 

投沙包 

（九）教工老年女子项目 

投沙包 

（十）教工集体项目 

1、篮球投篮： 参赛人数 6 人，   比赛地点：西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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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跳大绳：  参赛人数 10 人，   比赛地点: 西篮球场 

3、有轨电车：参赛人数 10 人，   比赛地点：西篮球场 

4、流水线：  参赛人数 10 人，   比赛地点：西篮球场 

三、参加办法 

（一）以学院或分工会为单位，本校注册的学生和在职工会会员可通过学院或分工会报名参

加。  

（二）教工分组：40周岁以下为教工青年男子组，40 周岁以上（含）为教工中年男子组，

50 周岁以上（含）为教工老年男子组；35周岁以下为教工青年女子组，35周岁以上（含）

为教工中年女子组；45周岁以上（含）为教工老年女子组。 

（三）每单位个人项目限报 2人，每人限报 2项个人项目（可兼报接力）。 

（四）各单位每项接力限报 1队，每队由 6名运动员组成，每队成员一旦报名，只有 2名运

动员可以作为候补参加随后比赛。候补选手只能从报名名单上登记的运动员中选择，并且接

力顺序必须在比赛前一单元提交给竞赛秘书组。 

（五）每个参赛学院可报 2 支运动队参加袋鼠跳接力、流水线趣味团体项目，每个参赛学院

可报 1支运动队参加旋风跑趣味团体项目。 

（六）阳光伙伴竞跑以上学期预赛前 16名参赛。 

（七）比赛期间，所有学生运动员都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四、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2016-2018田径竞赛规则》。 

（二）径赛分道项目进行预、决赛，按成绩取前 8名参加决赛，参赛人数 8人及以下直接决

赛。 

五、录取名次和记分 

（一）个人名次： 

1．田径单项前八名按 9、7、6、5、4、3、2、1计入团体总分，破校运动会田径最高纪录加

10 分。田径接力项目前八 18、14、12、10、8、6、4、2计入团体总分。 

2．学生趣味集体项目取前八名，按 18、14、12、10、8、6、4、2计入总团体总分。 

3．竞赛项目参赛人数（队）不足录取名次，按报名参赛人数减 1录取。 

（二）团体总分名次： 

1．学生团体总分比赛设总团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前八名； 

2．团体名次按参赛学院运动员在比赛中得分和破纪录加分的总和排列名次，如团体总分相

等，以破校纪录多者名次列前，仍相等，则以获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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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弄虚作假者，取消该参赛运动员名次，并在该单位团体总分中扣除 10分。 

六、奖励 

（一）颁奖仪式 

每个比赛单元的竞赛项目决赛后举行颁奖仪式，获奖运动员须穿着运动服装参加颁奖仪式。 

（二）运动员奖励 

1．个人项目 

第一名  一枚金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第二名  一枚银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第三名  一枚铜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其他名次，每人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2．接力、趣味集体项目 

第一名参赛的接力队员，每人一枚金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第二名参赛的接力队员，每人一枚银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第三名参赛的接力队员，每人一枚铜牌、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其他名次的接力队员，每人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趣味集体项目前三名颁发奖牌，一份集体奖品；其他名次颁发一份证书、一份集体奖品。 

3．团体奖 

前八名参赛学院运动队颁发奖牌。 

4．纪录奖 

学校运动会获校田径最高纪录者，一份纪录证书和奖品。 

（三）体育道德风尚奖 

1．本次比赛共设 8支“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 20 名“体育道德风尚裁判员”； 3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田径之星”；各参赛学院运动队可推荐 1名“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  

2．各参赛学院运动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奖牌，“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 “体育道德

风尚裁判员”，“田径之星”每人一份获奖证书和奖品。 

七、管理信息 

（一）抗议 

按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凡涉及比赛成绩或比赛行为的抗议须在比赛成绩正式宣布 30分钟内

提出，抗议应首先由运动员或代表运动员的其他人以口头方式向裁判长提出。向仲裁提出申

诉也必须在裁判长正式宣布比赛结果 30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并经代表运动员的学院主管领

导签字。所有申诉必须上交给技术信息中心，然后立即转交给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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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号码 

    比赛号码布用 4 个安全别针佩戴在比赛背心上，号码布不得以任何形式剪裁、折叠或

遮挡。参加径赛项目的运动员在进入比赛场地前的检录处领取 1个小号码，小号码固定在运

动员短裤右侧。 

八、技术会议 

技术会议于 2018 年 9月 26 日下午 12:30 分在体育教学部会议室（体育馆训练馆东侧二楼

会议室）召开，参赛学院派运动队领队参加，会议将涉及赛事相关组织事宜。第二次技术会

议于 2018 年 10 月 17日下午 12:30 在体育教学部会议室（体育馆训练馆东侧二楼会议室）

召开。 

九、报名 

（一）为减少径赛兼项冲突，100米与 400米；400米与 1500米；1500米与 5000 米；200

米与 800米；800米与 10000 米项目之间尽量少兼项。 

（二）参加 5000米、10000 米的运动员必须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到校医院体检，否则不准

许参加比赛。 

（三） 各学院学生运动队必须在 2018 年 10月 12 日 12:00 分前将纸质报名表（学院盖章）

送交至体育教学部办公室党琤琤（体育馆副馆东面二楼），联系电话：86915188，并将报名

表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thuier@hdu.edu.cn。各学院体育部负责人必须在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中午 15:30 分到西北田径场主席台下方确认报名结果。 

（四）各学院教工运动队在 2018 年 10 月 12 日 12:00 分前将报名表打印稿（学院盖章）交

工会崔老师，由校工会统一送交体育教学部办公室党琤琤老师，报名表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gh@hdu.edu.cn。 

报名表模板在体育教学部网页下载，逾期概不受理，作弃权处理。 

十、未尽事宜 

本规程解释权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8年 9 月 18日 

  

mailto:zd@hdu.edu.cn
mailto:gh@h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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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 

开幕式议程 

时间：2018年 10月 25日  上午 8:00 

地点：下沙校区西北体育场 

一、开幕式团体操表演 

二、介绍出席领导 

三、宣布杭州电子科大学第 36届田径运动会开幕 

四、升国旗，奏国歌 

五、领导致开幕词 

六、运动员代表宣誓 

七、裁判员代表宣誓 

八、全体运动员退场 

九、开幕式结束，比赛开始。 

 

 

闭幕式（暨冬季阳光乐跑启动仪式）议程 

时  间：2018年 10月 27日  上午 11:15 

地  点：下沙校区西北体育场 

一、介绍出席领导 

二、赛事主管宣布比赛结果 

三、颁奖仪式 

四、领导致闭幕词 

五、宣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闭幕 

六、2018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冬季阳光乐跑启动仪式 

备注：参与闭幕式主席团成员请着运动装出席，带领全体师生绕田径场慢跑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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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 

组 委 会 名 单 

 

主任委员：徐江荣 

副主任委员：薛晓飞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艳   王文虎   王秋兰   卢  峰   严  莹   严  骁   苏  晶 

杜加友   杜伟锦   李  虎   李国冰   何晨玥   何雅丽   沈  莉 

张  云   陆向华   陈  华   陈志平   陈振华   陈新峰   范文琪 

林  浩   罗志增   周  杭   赵乃良   胡晓轩   胡海滨   袁秀川 

夏  涛   夏朝霞   钱  波   高  军   黄核成   章宗森   傅君英 

 

 

主 席 团 名 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艳   王文虎   王兴杰   王建中   王轻鸿   王晓萍   王海稳 

王  强   牛东红   田  野   吕金海   朱泽飞   朱  斌   严  骁 

杜加友   杜伟锦   李  虎   李晓钟   吴立群   吴  卿   吴  铤 

沈  莉   陆向华   陈  华   陈志平   邵根富   林  浩   罗志增 

季振国   周  杭   周  青   郑  宁   赵乃良   胡  华   钱  波 

徐江荣   凌  晨   郭林松   郭继东   唐向宏   程知群   谢书琴 

谢建精   薛晓飞   薛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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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机 构 

 

一、秘书组 

组  长: 杜伟锦 

副组长：林 敏 

二、宣传组 

组  长：严 骁 

副组长：叶 璟 

三、竞赛组 

组  长：毛志强 

副组长：朱玲  李毅军 

四、后勤医疗组 

组  长：王文虎 

副组长：周杭   

五、安保组 

组  长：林浩 

副组长：马化龙 

六、颁奖礼仪组 

组  长：王燕飞 

副组长：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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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裁 委 员 会 名 单 

 

徐江荣     沈  莉     钱  波     陈  华    林  敏 

 

裁  判  员  名  单 

赛事主管:毛志强 

检录裁判长： 施鹏飞   杨小鲁 

检录裁判员:  李昌盛、浦鑫辉、张晶凯、朱俯君、曹可兴、陈昌明、丁  海、冯程鑫、 

林  强、倪子安 

径赛裁判长：于永生 

发令员：陈传令 

助理发令员：任存款、王翔昊、李思远 

召回发令员：兰雯婷、郑飘雨、周思含 

计时主裁判：计营  

计时裁判员： 付礼鸿、洪铿竣、华泽波、黄琪琛、李金龙、李  帅、张冠军、刘人可、 

刘  渝、路绍尧、吕果霖、沈宏杰、王瀚博、陈禹杰、冯家豪、叶炜昕 

终点主裁判：董晓波 

终点裁判员：崔鹏翔、王鹏耀、王夕霖、熊浩男、张笑晗、徐航宁、徐进、徐小龙 

终点记录员: 吴瑞宏、张  恬、赵晨琳 

终点摄影主裁判：程  磊  董加贝   

终点摄影裁判员：王  珂  费秦军 

检查主裁判：杨超 

检查裁判员：吴念哲、徐惠佳、陈昱琦、徐际翔、童家臻、沈泓钰、蔡琪旖、陈佳文、 

雷心晴 

田赛裁判长：朱玲 

跳部 A 组主裁判（跳远、三级跳远）：宗红利 

跳部 A组裁判员:赵越博、周泽昊、毛佳豪、马翔龙、陈杰、蔡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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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部 B 组主裁判（跳高、教工跳远））：朱汉义 

跳部 B组裁判员:何洁鑫、黄嘉龙、金豪杰、康孜俊、孔旭凡、王  腾 

掷部 A 组主裁判（标枪、铁饼）：安东 

掷部 A组裁判员:洪廷锋、高文广、章胜炎、骆一凡、孔潮、贺祉凯  

掷部 B 组主裁判（铅球、教工铅球）：陈雯妍 

掷部 B组裁判员:项昀、李婧怡、董韶琦、周佳仪、李发瑞、戴仙龙 

技术信息中心主裁判：童慧儿 、吕亚崙 

技术信息中心裁判员: 迪丽努尔·阿西木、李天、黄添添、张安妮、傅锦慧、王馨雨、应汝

佳、管梦瑶、陈静知、周嘉坤 

趣味竞赛裁判长：李毅军 

趣味竞赛主裁判：华红光  沈雷 

趣味竞赛裁判员:王建成、贺  俊、潘  斌、张书哲、叶浩然、赵苡辰、陈开元、李泽鹏、

徐  杰、王嘉楠、徐何斌、周正锋、邓玉龙、蒋林杰、朱育锋、廖元杰、

顾崇晓、裘  星  田海军、程素祯、邓  超、许鑫宇、杨  毅、黄林超、

胡雯然 

场地器材主裁判：徐文祥  汪国荣  林阴良  姜谦虚 

场地器材裁判员:叶佳宝、叶哲威、杨振威、王才焕、林炜鑫、王  鑫、党海峰、谢杨烽、

赵崇尚、吴逸苕 

赛后控制中心主裁判：党琤琤           

赛后控制中心裁判员：徐若凡、徐乔丹、许方浩、樊龙飞、林程湧、杨新煌、王凌超、 

庄世正 

显示屏主管：章加强 

显示屏操作员：武 畅 

颁奖礼仪主管：王燕飞、杨婕、马艳红、张佳佳 

颁奖礼仪成员：李小树、陈 晨、戴鑫豪、田时齐、杨航、张全斌、李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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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名单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 

团  长: 王叶 

领  队: 尹建尉 

教  练: 王杨杨 

 男子学生组: 

         1716 胡威      1717 孙奥尼    1718 张能      1719 噶玛欧珠  1720 王雁冰     

         1721 燕佼龙    1722 李千驹    1723 倪淳弍    1724 谢跃玮    1725 陈佳乐     

         1726 高德源    1727 方智成    1728 甄轶同    1729 张煜      1730 王杨杨     

         1731 张龙      1732 江正宇    1733 房晋宏    1734 朱剑波    1735 马一涛     

         1736 黄磊      1737 李雁南    1738 郑子渊    1739 杨熠曦    1740 诸威       

         1741 汤睿      1742 孙远      1743 材环一队  1744 材环二队   

 女子学生组: 

         1701 卢莱雅    1702 张慧      1703 金思佳    1704 梁瑞粉    1705 杨佳晨     

         1706 金怡      1707 任佳颖    1708 王桥      1709 吴佳琳    1710 桂培培     

         1711 欧阳一凡  1712 吴梦瑶    1713 蓝紫怡    1714 陈玉洁    1715 张蕾       

机械工程学院 

团  长: 谷山川 

领  队: 赵钰杰 

教  练: 谷山川 

 男子学生组: 

         0001 邹俊龙    0002 叶一航    0003 周杰成    0004 万鑫      0005 别一鹏     

         0006 姚一朔    0007 梁承汉    0008 张俞风    0009 郑文涛    0010 黄才柽     

         0011 潘云飞    0012 郑皓天    0013 黄钊      0014 孟健      0015 钟喆       

         0016 黄显乐    0017 卢子杰    0018 廖庭发    0019 吕庆硕    0020 王罗文     

         0021 杨明飞    0022 于洪淇    0023 潘俊宇    0024 陈增      0025 任小伟     

         0026 袁子寒    0028 陆程炜    0029 俞新辉    0030 王迪      0049 机械学院   

 女子学生组: 

         0031 王悦瑾    0032 张靓哲    0033 杨智惠    0034 张祎      0035 董相欣     

         0036 蒋露      0037 宋雨欣    0038 张黎平    0039 刘瑞琪    0040 李旭媛     

         0041 彭洁      0042 卢蝶      0043 叶瑶瑶    0044 王嘉卉    0045 纪涵       

         0046 周思含    0047 罗佳      0048 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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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 

团  长: 汪瑾斌 

领  队: 杜晗 

教  练: 钱哲炜 

 男子学生组: 

         0222 陈宇涛    0223 吴正鑫    0224 周炳鑫    0225 赵英雷    0226 赵子涵     

         0227 李沅傧    0228 陈嘉哲    0229 徐晨广    0230 包涵      0231 彭浩宾     

         0232 吕泽航    0233 杨启      0234 方钊昊    0235 许林涛    0236 叶放       

         0237 赵禹舟    0238 张亚辰    0239 倪晨泽    0240 黄豪      0241 范天晟     

         0242 胡勇      0243 高正榆    0244 钱坤      0245 会计一队  0246 会计二队   

         0247 会计三队   

 女子学生组: 

         0201 王洁      0202 李铮      0203 倪敏琰    0204 朱玉帛    0205 马明       

         0206 林佩      0207 赵心怡    0208 沈晨云    0209 王嘉悦    0210 张幼腾     

         0211 姚史绮    0212 张洪铟    0213 陈扬      0214 连海妹    0215 虞雪       

         0216 陈月雅    0217 吴佳颖    0218 吴意含    0219 胡希冉    0220 张熠婕     

         0221 张珂欣     

管理学院 

团  长:李风啸 

领  队:姚炳辉 

教  练:岳廷逸 

 男子学生组: 

         0301 崔翰林    0302 温学鹏    0304 张浩      0305 沈飞洋    0314 姚哲鑫     

         0315 张依轩    0318 李浩洋    0319 冯丞毅    0320 费松      0323 沈杨旻     

         0324 林宸锋    0327 李泽鹏    0328 陆炜      0330 林智超    0331 张再滨     

         0332 冉胜华    0333 葛云阳    0338 刘嘉龙    0339 周培旭    0341 努尔艾力·依比布拉 

         0343 胡晓天    0344 何广      0345 郑义斌    0348 张任飞    0349 张思念     

         0350 徐华清    0351 陈东杰    0353 沈浩辉    0354 管理1队   0355 管理2队    

 女子学生组: 

         0303 李怡宁    0306 刘嘉敏    0307 李俊科    0308 邱昱嘉    0309 倪倩芸     

         0310 余婉婷    0311 郭沁雨    0312 叶榕      0313 何杰冰    0316 汪静       

         0317 汪俊丽    0321 李思晴    0322 李河霖    0325 汪涵      0326 李雅婷     

         0329 李佳      0334 黄诗妤    0335 李雪      0336 瞿一涵    0337 金雅婷     

         0342 夏一华    0346 唐青宇    0347 黄莹      0352 钱雨丹     



12 

 

电子信息学院 

团  长: 张彦飞 

领  队: 范力宁 

教  练: 朱玉祥 

 男子学生组: 

         0401 雷明科    0402 董文辉    0403 方德宸    0404 周群富    0405 任家前     

         0406 李通      0407 吴瑞宏    0408 何英豪    0409 潘建宇    0410 林程湧     

         0411 刘人彰    0412 周昊      0413 林程湧    0414 杨钧凯    0415 马飞繁     

         0416 李沐春    0417 朱贵华    0418 苏雨旭    0419 段晨宇    0420 刘人彰     

         0421 周昊      0422 徐乔丹    0423 朱玉祥    0424 罗正扬    0425 丁炫文     

         0426 王瀚霆    0427 袁瀚林    0436 电子一队   

 女子学生组: 

         0428 吴慧洁    0429 蔡元靖    0430 俞沛洁    0431 丁欣怡    0432 庄梦园     

         0433 裘琪玮    0434 白洳铟    0435 曹嘉曦    0438 何芸倩    0439 胡欣蝶     

通信工程学院 

团  长: 郝晓斌 

领  队: 林初阳 

教  练: 林初阳 

 男子学生组: 

         0621 章奕      0622 项施通    0623 董阳光    0624 杨文豪    0625 杨欣翰     

         0626 钱程      0627 罗威      0628 黄安      0629 闫铎文    0630 顾怀义     

         0631 崔超      0632 王盖      0633 潘晨旸    0634 史加奥    0635 康迪       

         0636 马浩      0637 戴杨峰    0638 姚文韬    0639 徐佳乐    0640 许庆康     

         0641 李幸      0642 冯午      0644 苏中庆    0645 张书哲    0646 陶仁勇     

         0647 高晟哲    0648 张航      0649 通信一队  0650 通信二队   

女子学生组: 

         0601 张敏洁    0602 陈佳雯    0603 徐瑗蔓    0604 蔡文欣    0605 肖亚莉     

         0606 兰馨      0607 侯宸      0608 裘睿      0609 李雪纯    0610 晏迪       

         0611 黄于津    0612 金佳雯    0613 周杰婷    0614 袁丁      0615 赵丽娜     

         0616 吕晓燕    0617 叶慧鑫    0618 李紫薇    0619 李莹娜    0620 许懿宁     

理学院 

团  长: 郭聪 

领  队: 高博然 

教  练: 孙  飒 

 男子学生组: 

         0706 何泽奇    0707 王威      0708 徐铭涵    0709 梁皓      0710 钟子良     

         0711 占建明    0712 王康乐    0713 郭浩杰    0714 王崴涛    0715 张景泽     

         0716 刘哲      0717 徐振刚    0718 琚伟      0719 庞显阔    0720 郑天昱     

         0721 岳周拉    0722 盛慧康    0723 孙飒      0724 理学院一队0725 理学院二队 

 女子学生组: 

         0701 瞿蕊      0702 陈璐赟    0703 黄雅史    0704 程萌      0705 梁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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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团  长: 高军 

领  队: 左智莹 

教  练: 郑泽涛 

 男子学生组: 

         1526 单小航    1527 陈潇      1528 雷靖云    1529 吴晨鸣    1530 郭晟       

         1531 汤语纵    1532 叶嘉鹏    1533 林漱龙    1534 刘峰林    1535 米拉迪力   

         1536 钱管贲    1537 李来胜    1538 林柏荣    1539 黄庆      1540 吴敏杰     

         1541 周源      1542 胡景瑗    1543 王震      1544 李玉玺    1545 黄仕丹     

         1546 蒋文毅    1547 徐经煜    1548 经济一队  1549 经济二队  1550 经济三队   

 女子学生组: 

         1501 黄嘉欣    1502 廖望      1503 施嘉宁    1504 伟色      1505 赵雅       

         1506 徐嘉遥    1507 林雅鸿    1508 郑俊霞    1509 吴亦菲    1510 朱思倩     

         1511 庄梦梅    1512 胡慧翠    1513 相诗雨    1514 谢润雨    1515 谢菲       

         1516 李雪      1517 徐晓颜    1518 王滢      1519 薛蕊      1520 张晗霄     

         1521 郑卓然    1522 沈梦琪    1523 柳蒙萌    1524 林露      1525 虞蕓绮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团  长: 陈南松 

领  队: 林  杰 

教  练: 苗子羿 

 男子学生组: 

         2714 谢政      2715 陈奕仰    2716 李嘉明    2717 王淳洋    2718 陈哲       

         2719 潘彬民    2720 石浪      2721 李世阳    2722 曾建伟    2723 毛泓珺     

         2724 路张辉    2725 陈琳      2726 林统      2727 邢帆      2728 苏展       

         2729 史浩然    2730 周沐柏岑  2731 俞俊哲    2732 吴炳金    2733 吴展吉     

         2734 韩霆锋    2735 徐瀚文    2736 夏帅凡    2737 吴嘉豪    2738 卓家伟     

         2739 汤凯迪    2740 网安一队  2741 网安二队   

 女子学生组: 

         2701 黄萍萍    2702 丰雨薇    2703 伍雨琛    2704 李欣悦    2705 邢盛开     

         2706 吴舒琪    2707 厉晨琪    2708 畅世卉    2709 朱秋恒    2710 曹娓萱     

         2711 彭红利    2712 刘雨杰    2713 刘彩宁    2742 周凡驭     

自动化学院 

团  长: 方嫦青 

领  队: 湛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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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练: 邹宇昊 

 男子学生组: 

         0101 孙景荣    0102 何明富    0103 冯小龙    0104 林铤      0105 赵志强     

         0106 王蕴宁    0107 李杨杨    0108 石佳玥    0109 李博阳    0110 曾磊       

         0111 苏顺涛    0112 王炎烁    0113 张扬      0114 韩林岐    0115 黄浩轩     

         0116 周大发    0117 孙铭泽    0118 许承      0119 陈炜      0120 姚远       

         0121 林雨佳    0141 李国宇    0142 自动化一队0143 自动化二队0144 赵崇尚     

 女子学生组: 

         0122 陈会      0123 陈谢冰    0124 潘虹羽    0125 朱晨薇    0126 柏雨露     

         0127 章敬艳    0128 叶亦舟    0129 葛弈麟    0130 曹子京    0131 叶丽红     

         0132 高芊芊    0133 张仟瑜    0134 史欣琰    0135 何佳琪    0136 刘诗慧     

         0137 毛思远    0138 黄真治    0139 李奕霏    0140 张雅可     

卓越学院 

团  长: 陈志平 

领  队: 葛明珠 

教  练: 肖鸿杰 

 男子学生组: 

         2113 王天辰    2114 游镇僖    2115 康杰      2116 王杰辉    2117 季书翔     

         2118 颜智超    2119 陆鹤鸣    2120 吉兴龙    2121 蒋东明    2122 吴宇轩     

         2123 方启迪    2124 徐顺鑫    2125 高哲烽    2126 李珏      2127 蔡伟龙     

         2128 孙镜淳    2129 杨景瑞    2130 应林冲    2131 郭铭健    2132 蔡施宇     

         2133 王硕      2134 张致远    2135 卓越学院一队2136 卓越学院二队 

 女子学生组: 

         2101 卓思琳    2102 袁梦娇    2103 陈晨      2104 王诣峤    2105 沈可欣     

         2106 张新宇    2107 陈陶然    2108 黄逸飞    2109 王璐瑶    2110 庄璐瑶     

         2111 徐蕾      2112 刘美辰    2137 韩梦       

计算机学院 

团  长: 黎远波 

领  队: 徐丹晨 

教  练: 徐沛然 

 男子学生组: 

         0501 姜浩      0502 胡凯源    0503 胡炜引    0504 黄运杰    0505 兰雷雷     

         0506 单华清    0507 陈都      0508 陆春键    0509 陈文彬    0510 李腾龙     

         0511 徐家伟    0512 周天航    0513 俞皓      0514 汪品高    0522 张亦驰     

         0523 袁子昂    0524 郑伊杰    0528 李泽林    0529 李佳晖    0533 计算机一队 

         0534 计算机二队 

 女子学生组: 

         0515 赵阳      0516 张瑜      0517 鲍颖哲    0518 曾楚鸽    0519 石聪       

         0520 高杭      0521 李东倪    0525 王前      0526 吕雯琪    0527 杨桂珍     

         0530 郑思雅    0531 张雯君    0532 程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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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 

团  长: 史维 

领  队: 刘杰 

教  练: 刘杰 

 男子学生组: 

         6901 KHALIKOV Kaisar      6902 KHASSANOV Bereke        6907 KHVAN Timofey 

         6908 MENGKOBILOV Adkham   6909 ULYKBEKOV Alibek 

         6910 BATT Mukhammad Ali   6911 MOSHARAF Md Parvej      6912 HANIF Md Abu 

         6913 DOSSOV Eldar         6914 SHAKHMANOV Daryn        6921 LI Kirill   

         6915 KALIYEV Sultan       6916 IZBASSAR Begarys        6919 SEROBABA Danil                                    

6920 KHAZYROV Artem       6922 UTEGEN Rakhat           6925 KURAMETOV Temirlan 

         6926 ISLAM Foukhrul       6929 KONKIN Evgenii          6930 YUSUPOV Ramazan          

6932 SAMADOV Salim        6933 ABDURAKHMANOV Abdurau   6934 SUHANOV Chary         

6936 ZYRYANOV Sergey      6937 YEGOROV Ilya            6938 ZHUMAKESHOV Alibi     

6939 BAKTYBAYEV Sunggat   6942 NURIMANOV Nuridin       6943 国教学院   

 女子学生组: 

         6903 KAZANGAPOVA Dayana   6904 ZAKHAROVA Iana          6905 NASREDINOVA Nar giz 

         6906 KONAY Aizhan         6917 KURMANGALI Zhanerke 

         6918 TEMERGALEYEVA Alina  6923 ZHUMAKAN Banu           6924 YEGAY Yelena 

         6927 GOKOVA Marjina       6928 DZHUMALIYEVA Sahyjemal 

         6931 ANNAMYRADOVA Annagul 6935 KYSTAUBAYEVA Aliya      6940 IRZHANOVA Elmira 

         6941 AGAPOVA  Aleksandra 

生命信息与仪器工程学院 

团  长: 沈蔡娴 

领  队: 林佳慧 

教  练: 李  俊 

 男子学生组: 

         1601 余一帆    1602 虞超恩    1603 张家旭    1604 郑力豪    1605 杨航       

         1606 邵铭塬    1607 李建波    1608 唐艾伦    1609 何耀      1610 谢皓凌     

         1612 吴佳德    1613 罗旭声    1614 周国藩    1615 刘骏熠    1616 张少杰     

         1617 文烈      1618 李嘉台    1633 生仪一队  1634 生仪二队   

 女子学生组: 

         1619 孟凡颖    1620 陈庆梅    1621 陈若楠    1622 吕康迪    1623 滕曼       

         1624 朱依杰    1625 林佳慧    1626 厉俏炜    1627 吕佳乐    1628 陈子璇     

         1629 黄晶      1630 李鸿琳    1631 蒋心莹    1632 康海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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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团  长: 窦  琳 

领  队: 何威俊 

教  练: 汪俊丽 

 男子学生组: 

         0801 骆涵      0802 赵腾飞    0803 门中秀    0807 刘祖扬    0808 麦廷峰     

         0809 孙牛达    0810 徐晖轩    0811 谢亚群    0812 高毅      0816 赵玉龙     

         0819 外国语一队0822 杨红成    0824 艾长皓    0825 刘章鹏     

 女子学生组: 

         0804 周梦莎    0805 杨恩赐    0806 周红艳    0813 陈雪婷    0814 高沁琳     

         0815 吴君怡    0817 魏如华    0818 范露露    0820 徐陈焰    0821 胡笠       

         0823 杨佳灵    0826 范志珍    0827 李颖      0828 李娜      0829 汪俊丽     

继续教育学院 

团  长: 袁秀川 

领  队: 郭小明 

教  练: 王 磊 

 男子学生组: 

         1001 傅烈炯    1002 马小飞    1003 余利良    1004 董鑫汉    1005 宋林坚     

         1006 林宇涯    1007 陈康乐    1008 许伟      1009 朱强成    1010 张龙       

         1011 梅航硕    1012 邬成琪    1013 徐鹏      1014 常德成    1015 王强       

         1016 吴浩楠    1017 石以诺    1018 黄正沁    1019 杨㷕益    1037 继教一队   

         1038 继教二队   

 女子学生组: 

         1020 徐思怡    1021 唐宇蒙    1022 龚彦艳    1023 李海萍    1024 周袁丹     

         1025 夏和平    1026 孙云焰    1027 林暄怡    1028 王继良    1029 朱依洛     

         1030 冉朝会    1031 周晓芳    1032 陈祁娜    1033 金佳艺    1034 潘文露     

         1035 朱于婷    1036 夏佳妮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 

团  长: 李赫 

领  队: 郑光耀 

教  练: 宋浩川 

 男子学生组: 

         1201 罗盛龙    1202 夏健潇    1203 涂裕哲    1204 黄子安    1205 申长生     

         1206 廖原      1207 金子靖    1208 赵广琦    1209 王子瑞    1210 沈凯伦     

         1211 沈波      1212 王越豪    1213 闫文龙    1214 鲁峥楠    1215 周小龙     

         1216 佟林铮    1217 叶浩      1218 赵昌河    1219 黄广裕    1220 韩浩浩     

         1236 数艺一队  1237 数艺二队  1239 徐启迪    1240 刘忠沛    1241 蔡元浩     

 女子学生组: 

         1221 赵茜茜    1222 孙于卓然  1223 林曦      1224 上官杨帆  1225 陈如栩     

         1226 钟逸璇    1227 宫慧珊    1228 林心怡    1229 应珑珑    1230 倪小梦     

         1231 李沐仪    1232 吕龙雨    1233 周梦      1234 朱妍      1235 刘洁       

         1238 曹梦      1242 杨邦洁    1243 徐依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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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法学院 

团  长: 杨昌天 

领  队: 李国麟 

教  练: 于非弘 

 男子学生组: 

         1115 朱孔涛    1116 其米      1117 贾志鹏    1118 陈睿谦    1119 加央桑珠   

         1120 姜新尧    1121 方龙喜    1122 海衣沙尔  1123 郝世超    1124 罗智健     

         1125 孔奇      1126 周宇恒    1127 于非弘    1128 贾帆      1129 麦吾兰江   

         1130 马文鼎    1131 何涛      1132 人文一队  1133 人文二队   

 女子学生组: 

         1101 吴连香    1102 宋家阅    1103 叶宜宁    1104 游妍      1105 黄倩       

         1106 王子雯    1107 黄钱美    1108 张露      1109 赵婧宇    1110 孙珑瑜     

         1111 王静瑜    1112 赵妍      1113 陈雅诗    1114 蔡可晔     

 

 

会计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0276 周贞云    0277 会计学院分工会 

 女子教青组: 

         0275 吴舒涵     

 女子教老组: 

         0271 谢书琴    0272 孟晓俊    0273 祝素月    0274 朱玉红     

通信工程学院分工会 

团  长: 罗美华 

领  队: 姚英彪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0673 郝晓斌    0674 胡清泉    0677 欧军      0679 滕旭阳    0680 邸晓飞     

         0681 仇兆炀    0682 通信工程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0678 居建林     

 女子教青组: 

         0672 曹淼      0675 翟彦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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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教中组: 

         0671 何雅丽    0676 周雪芳     

计算机学院分工会 

团  长: 张建海 

领  队: 张林达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0583 葛瑞泉    0584 计算机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0574 宫兆喆    0576 张善卿    0577 陆剑锋    0580 张建海    0581 张林达     

 男子教老组: 

         0575 周其力     

 女子教青组: 

         0571 赵一帆     

 女子教中组: 

         0572 吴燕萍    0573 唐义祥    0578 傅婷婷    0579 田晓      0582 刘媛       

管理学院分工会 

团  长: 沈运红 

领  队: 郑登攀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0371 张振宇    0374 管理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0373 冯军政     

 女子教青组: 

         0372 崔剑       

机关分工会 

团  长: 鲁剑伟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3302 张勤业    3303 单年虎    3309 王恋杰    3318 占天锡    3326 于晓航     

         3334 机关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3304 黄宝玉    3305 常会强    3310 李德帮    3311 吴东伟    3316 刘国友     

         3317 杨志勇    3327 李大鎏    3328 李文钧     

 男子教老组: 

         3301 程发祥    3307 陈忠义    3313 张勤山    3314 马天保    3322 谢双来     

 女子教青组: 

         3320 刘永梅    3321 柴新红    3329 连梦露    3333 雷哲超     

 女子教中组: 

         3306 郝小丽    3312 彭相辉    3315 郑红霞    3319 韩春顺    3331 裘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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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 黄霞       

 女子教老组: 

         3308 寿锡英    3323 杨蓉      3324 蔡题      3325 张熙      3330 秦燕娟     

教辅综合分工会 

团  长: 赵晓东 

领  队: 赵晓东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3385 教辅综合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3374 许建辉    3375 张晓泉     

 男子教老组: 

         3373 陈临强     

 女子教青组: 

         3384 寿欣       

 女子教中组: 

         3377 张霄燕    3378 叶珊      3379 邱月皎    3380 汪年春    3383 鲁颖       

 女子教老组: 

         3371 陈天佳    3372 王玉娟    3376 王红军    3381 杨晓梅    3382 任俊洁     

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1771 张怀伟    1772 杨得鑫    1773 林葆      1774 张栋      1780 材环学院分工会 

 女子教青组: 

         1775 董玉伟    1776 杜佳       

 女子教中组: 

         1777 丁严艳    1778 周溶冰     

 女子教老组: 

         1779 吴卫红     

继续教育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郑明娜 

领  队:  

教  练:  

 女子教中组: 

         1080 郑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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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综合分工会 

团  长: 田野 

领  队: 姚丽丽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7701 联合综合分工会   

生命信息与仪器工程学院分工会 

团  长: 杨勇 

领  队: 樊凯 

教  练: 魏凯华 

 男子教青组: 

         1172 生仪学院分工会 

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分工会 

团  长: 张显斗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1181 杜鹏      1182 数媒学院分工会   

经济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都红雯 

领  队: 刘干 

教  练: 张辽、马良、李甫伟、薛洁 

 男子教青组: 

         15701 张辽      15702 章辉      15703 马良      15710 李甫伟   15715 经济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15704 周亚雄    15713 文绪武     

 女子教青组: 

         15707 陈方圆    15709 张倩雅    15714 郭爱美     

 女子教中组: 

         15705 薛洁      15706 周慧      15708 田靓      15711 高蓉    15712 修凤丽     

理学院分工会 

团  长: 肖建斌 

领  队: 汪仁泰 

教  练: 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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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教青组: 

         0771 管俊彪    0772 陈中明    0773 梁宏      0774 葛力      0776 孙伟刚     

         0777 蔡文涛    0778 刘苏雨    0779 李源      0780 理学院分工会 

 女子教青组: 

         0775 郭聪       

马克思学院分工会 

团  长: 赵杰艺 

领  队: 陈文干 

教  练: 陈文干 

 男子教青组: 

         8602 范江涛    8606 王双      8608 马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8601 赵杰艺    8604 陈文干     

 男子教老组: 

         8603 张永忠     

 女子教青组: 

         8605 杨乐      8607 孔洁       

人文与法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郑海味 

领  队: 刘晓峰 

教  练: 王丹丹 

 男子教青组: 

         1171 杨昌天    1190 杨昌天    1192 刘掌才    1193 齐童巍    1194 人文与法学院分工会 

 女子教青组: 

         1191 王丹丹     

图书馆分工会 

团  长: 陈琳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8304 图书馆分工会     

 男子教老组: 

         8303 徐建春     

 女子教老组: 

         8301 杨淑君    8302 高献华     

文一公司分工会 

团  长: 李中昌 

领  队: 王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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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练: 许建立、林小惠、金琳 

 男子教青组: 

         2204 王术海    2218 马万程    2219 贾兴亮    2220 冯周洋    2223 郑建博     

         2224 余雪龙    2225 陈健      2226 丁成杰    2227 潘杰      2245 文一公司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2232 徐建科    2233 陈健      2234 吴洪建    2235 蒋荣成     

 男子教老组: 

         2201 李中昌    2221 朱龙鸣    2222 唐兴昌    2242 饶国林    2243 潘升明     

         2244 刘健       

 女子教青组: 

         2202 杨俊      2203 李娟      2205 赵晗池    2206 陈楚      2207 楼佳萍     

         2210 程春丽    2228 张锦韩    2229 项洁      2230 李晨红    2231 肖茜茜     

 女子教中组: 

         2208 戴小珍    2209 刘素娟    2211 金燕      2212 林小惠    2213 陈德端     

         2214 胡礼凤    2215 郭丽娟    2216 张怡      2217 黄连珠    2236 罗晓英     

         2237 刘秀梅    2238 汪建慧    2239 邓志碧    2240 吴华燕     

 女子教老组: 

         2241 潘春云     

电子信息学院分工会 

团  长: 郑梁 

领  队: 胡冀 

教  练: 胡冀 

 男子教青组: 

         0475 李海      0477 朱礼尧    0478 潘玉剑    0479 赵巨峰    0482 崔光芒     

         0483 刘兵      0486 黄汐威    0487 蔡佳林    0493 电子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0476 孔庆鹏    0481 徐军明     

 女子教青组: 

         0480 邓江峡    0484 于长秋    0488 王晓媛    0490 刘艳      0491 金华燕     

         0492 曹文慧     

 女子教中组: 

         0474 王卉      0485 张蓓蓓    0489 公晓丽     

 女子教老组: 

         0472 刘顺兰    0473 尹平       

自动化学院分工会 

团  长: 朱亚萍 

领  队: 倪红霞 

教  练: 马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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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教青组: 

         0191 王晨      0192 宋晓宇    0195 自动化学院分工会 

 女子教青组: 

         0193 魏萍      0194 于海英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分工会 

领  队: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2751 徐诚      2752 网络安全学院分工会   

外国语学院分工会 

团  长: 吴一桥 

领  队: 骆汉卫 

教  练:  

 男子教青组: 

         0874 杨华华    0879 外国语学院分工会 

 男子教中组: 

         0871 姜龙      0872 郭已晓    0873 曾庆勇     

 女子教青组: 

         0877 罗一丽    0878 王韵秋     

 女子教中组: 

         0875 李碧莲    0876 项凝霜     

机械工程学院分工会 

团  长: 毛洁 

领  队: 毛洁 

教  练: 郎旭 

 男子教青组: 

         0071 刘海强    0072 陈慧鹏    0073 申屠巍    0074 杨肖      0075 吕永桂     

         0076 何海斌    0077 Rayan     0078 机械学院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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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赛 日 程 

 

第一单元(2018年 10月 25 日上午) 

径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下一赛次录取原则     

  1    9:10     女子学生组 100米预赛             31    4       按成绩取前 8 名                                    

  2    9:30     男子学生组 100米预赛             36    5       按成绩取前 8 名                                    

  3    9:55     女子学生组 400米预赛             22    3       按成绩取前 8 名                                    

  4   10:10     男子学生组 400米预赛             31    4       按成绩取前 8 名                                    

  5   10:30     女子学生组 100米栏预赛           13    2       按成绩取前 8 名                                

  6   10:40     男子学生组 110米栏预赛           17    3       按成绩取前 8 名                                    

                                                   

田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9:30     男子学生组标枪决赛              31    1       按成绩取前 8名                                                  

  2    9:30     女子学生组铅球决赛              36    1       按成绩取前 8名                                                 

  3    9:30     女子学生组跳远决赛              32    1       按成绩取前 8名                                                  

  4    9:30     女子学生组跳高决赛              24    1       按成绩取前 8名                                                  

  5    9:30     教工组有轨电车决赛              20    1       按成绩取前 8名                                                  

  6    10:30    教工组篮球投篮决赛              20    1       按成绩取前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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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2017 年 10月 25 日下午) 

径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13:30     女子学生组 1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2   13:35     男子学生组 1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3   13:40     女子学生组 4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4   13:46     男子学生组 4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5   13:52     女子学生组 5000米决赛            22    1         按成绩取前 8名                                               

  6   14:22     男子学生组 5000米决赛            32    1         按成绩取前 8名                                               

  7   14:52     女子学生组 100米栏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8   14:57     男子学生组 110米栏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9   15:02     女子教青组 100米决赛             13    2         按成绩取前 8名                                               

 10   15:44     男子教青组 100米决赛             15    2         按成绩取前 8名                                                                                         

田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13:30     男子学生组铅球决赛              31     1          按成绩取前 8名                                              

  2   13:30     男子学生组跳远决赛              36     1          按成绩取前 8名                                        

  3   13:30     女子学生组标枪决赛              25     1          按成绩取前 8名                                              

  4   13:30     女子教青组跳远决赛              16     1          按成绩取前 8名                                              

  5   13:30     女子教中组跳远决赛              13     1          按成绩取前 8名                                              

  6   13:30     教工组跳大绳决赛                21     1          按成绩取前 8名                                              

  7   14:30     教工组流水线决赛                20     1          按成绩取前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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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2017 年 10月 26 日上午) 

径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下一赛次录取原则     

 1   8:00     女子学生组 400 米栏预赛              11    2       按成绩取前 8 名                                 

2   8:12     女子学生组 200 米预赛                32    4       按成绩取前 8 名                                    

 3   8:27     男子学生组 200 米预赛                35    5       按成绩取前 8 名                                    

 4   8:52     女子学生组 800 米决赛                31    4                                                      

 5   9:24     男子学生组 800 米决赛                35    5                                                   

6   9:56     女子学生组 4X100米接力预赛          17    3       按成绩取前 8 名                                    

 7   10:11    男子学生组 4X100米接力预赛          18    3       按成绩取前 8 名                                 

 8   10:26    女子教青组 400 米决赛                9     2                                                     

9   10:31    男子教青组 400 米决赛                8     1                                                      

 

田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8:00     男子学生组铁饼决赛              26      1          按成绩取前 8名                                              

  2    8:00     男子学生组三级跳远决赛          29      1          按成绩取前 8名                                              

  3    8:00     男子学生组跳高决赛              29      1          按成绩取前 8名                                              

  4    8:00     女子教青组铅球决赛              15      1          按成绩取前 8名                                              

  5    8:00     男子教青组铅球决赛              20      1          按成绩取前 8名                                              

  6   10:00     学生混合组袋鼠跳接力决赛        9       1          按成绩取前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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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2017 年 10月 26 日下午) 

径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13:30     女子学生组 400米栏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2   13:36     男子学生组 400米栏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3   13:54     女子学生组 2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4   13:59     男子学生组 20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5   14:04     男子学生组 10000 米决赛           30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6   15:04     女子教中组 60米决赛              12    2       按成绩取前 8名                                                

  7   15:09     男子教中组 60米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8   15:25     男子教青组 1500米决赛            11    1       按成绩取前 8名 

9   15:40     女子学生组 4X100米接力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10  15:45     男子学生组 4X100 米接力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11  15:50     男子教青组 4X100 米接力决赛       6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田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13:30     女子学生组铁饼决赛              15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2   13:30     女子学生组三级跳远决赛          13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3   13:30     男子教中组跳远决赛              8     1        按成绩取前 8名                                                

  4   13:30     男子教青组跳远决赛              15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5   14:30     男子教中组投沙包决赛            34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6   14:00     女子教中组投沙包决赛            21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7   14:30     男子教老组组投沙包决赛          14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8   15:00     女子教老组投沙包决赛            20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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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2017 年 10月 27 日上午) 

径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8:00     女子学生组 1500米决赛            26    2         按成绩取前 8名                                               

2    8:20     男子学生组 1500米决赛            32    2         按成绩取前 8名                                          

  3    8:40     女子学生组 4X400 米接力决赛       13    2         按成绩取前 8名                                                 

  4    8:50     男子学生组 4X400 米接力决赛       17    3         按成绩取前 8名                                                  

   

           

 

田   赛 

序号  比赛时间  项目名称                        人数  组数         录取原则    

  1   8:00     学生组流水线决赛                   31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2   9:00     学生组阳光伙伴竞跑决赛             17    1      按成绩取前 8 名 

 3   10:00    学生组旋风跑决赛                   17    1      按成绩取前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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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赛 分 组 表 

2018年10月25日 上午  

径    赛 

1 .女子学生组100米预赛 31人 共4组        2018年10月25日   09:1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23         0321         0519         1623         0429         0814         1501         0601      

   陈谢冰       李思晴        石聪         滕曼        蔡元靖       高沁琳       黄嘉欣       张敏洁     

 自动化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生仪学院     电子学院      外国语      经济学院     通信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35         1701         1227         1020         0322         2702         0201         1101      

   董相欣       卢莱雅       宫慧珊       徐思怡       李河霖       丰雨薇        王洁        吴连香     

  机械学院     材环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管理学院     网安学院     会计学院     人文与法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22         0813         0520         0438         0602         0704         1502         6905      

  陈会        陈雪婷        高杭        何芸倩       陈佳雯        程萌         廖望     NASREDINOVA Nargiz 

 自动化学院     外国语     计算机学院    电子学院     通信学院      理学院      经济学院     国教学院    

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021         1702         1102         1226         2701         0202         0033      

                唐宇蒙        张慧        宋家阅       钟逸璇       黄萍萍        李铮        杨智惠     

               继教学院     材环学院     人文与法     数艺学院     网安学院     会计学院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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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子学生组100米预赛 36人 共5组        2018年10月25日   09:3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6916         2122         1202         1001         0801         0528         1606         0101      

IZBASSAR Begarys   吴宇轩       夏健潇       傅烈炯        骆涵        李泽林       邵铭塬       孙景荣     

  国教学院     卓越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外国语     计算机学院    生仪学院    自动化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320         0423         2715         1716         0002         0222         1115      

                 费松        朱玉祥       陈奕仰        胡威        叶一航       陈宇涛       朱孔涛     

               管理学院     电子学院     网安学院     材环学院     机械学院     会计学院     人文与法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21         0507         6915         0102         0622         0708         1527      

                蒋东明        陈都     KALIYEV Sultan   何明富       项施通       徐铭涵        陈潇      

               卓越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自动化学院    通信学院      理学院      经济学院    

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07         1717         0808         1201         1116         2714         1002      

                李建波       孙奥尼       麦廷峰       罗盛龙        其米         谢政        马小飞     

               生仪学院     材环学院      外国语      数艺学院     人文与法     网安学院     继教学院    

第5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304         0716         1526         0223         0001         0621         0401      

                 张浩         刘哲        单小航       吴正鑫       邹俊龙        章奕        雷明科     

               管理学院      理学院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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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子学生组400米预赛 22人 共3组        2018年10月25日   09:55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306         0205         6923         2710         0125         1024         0036         0607      

   刘嘉敏        马明     ZHUMAKAN Banu   曹娓萱       朱晨薇       周袁丹        蒋露         侯宸      

  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国教学院     网安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继教学院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27         1506         6924         2104         1025         1230         0126      

                 李颖        徐嘉遥    YEGAY Yelena    王诣峤       夏和平       倪小梦       柏雨露     

                外国语      经济学院     国教学院     卓越学院     继教学院     数艺学院    自动化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608         1703         0430         0037         1505         0201         0307      

                 裘睿        金思佳       俞沛洁       宋雨欣        赵雅         王洁        李俊科     

               通信学院     材环学院     电子学院     机械学院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4 .男子学生组400米预赛 31人 共4组        2018年10月25日   10:1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19         1004         6926         2718         0104         1204         0529         0812      

   陆鹤鸣       董鑫汉    ISLAM Foukhrul    陈哲         林铤        黄子安       李佳晖        高毅      

  卓越学院     继教学院     国教学院     网安学院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计算机学院     外国语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31         0331         0628         0010         0422         0713         0224         1719      

   汤语纵       张再滨        黄安        黄才柽       徐乔丹       郭浩杰       周炳鑫      噶玛欧珠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机械学院     电子学院      理学院      会计学院     材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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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205         2717         2118        1003         0509         0105         1720         6925        

申长生       王淳洋       颜智超       余利良       陈文彬       赵志强       王雁冰    KURAMETOV Temirlan 

  数艺学院     网安学院     卓越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自动化学院    材环学院     国教学院    

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427         1530         0328         0721         0228         0008         0623      

                袁瀚林        郭晟         陆炜        岳周拉       陈嘉哲       张俞风       董阳光     

               电子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理学院      会计学院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5 .女子学生组100米栏预赛 13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5日   10:3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17         0131         1026         2701         0604         2105         0202      

                魏如华       叶丽红       孙云焰       黄萍萍       蔡文欣       沈可欣        李铮      

                外国语     自动化学院    继教学院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卓越学院     会计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708         2704         0303         0130         1626         0210                   

                 王桥        李欣悦       李怡宁       曹子京       厉俏炜       张幼腾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管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生仪学院     会计学院                 

6 .男子学生组110米栏预赛 17人 共3组        2018年10月25日   10:4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728         0103         1206         0801         0019         6934                   

                甄轶同       冯小龙        廖原         骆涵        吕庆硕    SUHANOV Chary              

               材环学院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外国语      机械学院     国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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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502         1006         0410         0111         1527         1608                   

                胡凯源       林宇涯       林程湧       苏顺涛        陈潇        唐艾伦                  

              计算机学院    继教学院     电子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济学院     生仪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006         0632         0319         1727         1538                   

                             姚一朔        王盖        冯丞毅       方智成       林柏荣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     材环学院     经济学院                 

 

田    赛 

1 .男子学生组标枪决赛 29人         2018年10月25日   09:1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12         6911         1742         0505         1543         0024         1122         1613      

   吴佳德    MOSHARAF Md Parvej  孙远        兰雷雷        王震         陈增       海衣沙尔      罗旭声     

  生仪学院     国教学院     材环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人文与法     生仪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641         2738         2133         0343         0120         0119         2737         1219      

    李幸        卓家伟        王硕        胡晓天        姚远         陈炜        吴嘉豪       黄广裕     

  通信学院     网安学院     卓越学院     管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学院    网安学院     数艺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0237         0412         0345         0503         6912         0411         0236         1544      

   赵禹舟        周昊        郑义斌       胡炜引    HANIF Md Abu    刘人彰        叶放        李玉玺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电子学院     会计学院     经济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1123         0028         0640         1741         0722                                             

   郝世超       陆程炜       许庆康        汤睿        盛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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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与法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材环学院      理学院                                            

2 .女子学生组铅球决赛 29人         2018年10月25日   09:1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14         1036         2712         1628         2103         2112         0617         0218      

   蔡可晔       夏佳妮       刘雨杰       陈子璇        陈晨        刘美辰       叶慧鑫       吴意含     

  人文与法     继教学院     网安学院     生仪学院     卓越学院     卓越学院     通信学院     会计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221         0136         0804         0137         1233         1517         0046         6941      

   赵茜茜       刘诗慧       周梦莎       毛思远        周梦        徐晓颜       周思含    AGAPOVA 

Aleksandra 

  数艺学院    自动化学院     外国语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国教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0435         1714         0047         0312         1035         0219         0434         6940      

   曹嘉曦       陈玉洁        罗佳         叶榕        朱于婷       胡希冉       白洳铟    IRZHANOVA Elmira 

  电子学院     材环学院     机械学院     管理学院     继教学院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国教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1518         0342         0616         1113         1702                                             

    王滢        夏一华       吕晓燕       陈雅诗        张慧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人文与法     材环学院                                           

3 .女子学生组跳高决赛 22人         2018年10月25日   09:1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11         0303         1626         0618         0132         0133         1627         1030      

  欧阳一凡      李怡宁       厉俏炜       李紫薇       高芊芊       张仟瑜       吕佳乐       冉朝会     

  材环学院     管理学院     生仪学院     通信学院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生仪学院     继教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352         0214         1029         1522         0527         0814         2110         1225      

   钱雨丹       连海妹       朱依洛       沈梦琪       杨桂珍       高沁琳       庄璐瑶       陈如栩     

  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继教学院     经济学院    计算机学院     外国语      卓越学院     数艺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0617         0213         0048         1224         0702         0431                                

   叶慧鑫        陈扬        陈文静      上官杨帆      陈璐赟       丁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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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学院     会计学院     机械学院     数艺学院      理学院      电子学院                              

4 .女子学生组跳远决赛 35人         2018年10月25日   09:1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43         1701         0530         1031         1228         0429         1514         0042      

   叶瑶瑶       卢莱雅       郑思雅       周晓芳       林心怡       蔡元靖       谢润雨        卢蝶      

  机械学院     材环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继教学院     数艺学院     电子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826         0820         0219         2742         0817         2137         0134         2108      

   范志珍       徐陈焰       胡希冉       周凡驭       魏如华        韩梦        史欣琰       黄逸飞     

   外国语       外国语      会计学院     网安学院      外国语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卓越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625         0432         0705         0132         0805         1111         0515         0220      

   林佳慧       庄梦园       梁元玲       高芊芊       杨恩赐       王静瑜        赵阳        张熠婕     

  生仪学院     电子学院      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外国语      人文与法    计算机学院    会计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6935         1104         1630         0612         0310         0619         1226         0701      

KYSTAUBAYEVA Aliya    游妍        李鸿琳       金佳雯       余婉婷       李莹娜       钟逸璇        瞿蕊      

  国教学院     人文与法     生仪学院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数艺学院      理学院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1032         1523         1708                                                                       

   陈祁娜       柳蒙萌        王桥                                                                       

  继教学院     经济学院     材环学院                                                                     

5 .教工组有轨电车决赛 21人        2018年10月25日  9: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79         7701         0682         1182         1780         0780         1194         0493      

外国语分工会   联合综合    通信分工会    数媒学院    材环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电子学院    

外国语分工会   联合综合    通信分工会   数媒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电子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8608         2245         8304         15715        0195         1172         0584         0078      

 马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图书馆     经济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生仪分工会   计算机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马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图书馆     经济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生仪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0277         3334         2752         0374         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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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分工会    集体项目     网安学院    管理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网安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6 . 教工组篮球投篮决赛 21人         2018年10月25日   10: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95         8608         1194         2245         0682         1780         0374         8304      

自动化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人文与法学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图书馆     

自动化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图书馆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182         2752         3385         0078         0493         1172         0584         7701      

  数媒学院     网安学院   教辅综合分工会机械工程学院   电子学院    生仪分工会   计算机学院    联合综合    

 数媒分工会   网安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电子工会    生仪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联合综合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15715        0780         0879         0277         3334                                             

 经济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2018年10月25日 下午  

径    赛 

1 .女子学生组1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2 .男子学生组1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5 

3 .女子学生组4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3:40 

4 .男子学生组4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3:45 

5 .女子学生组5000米决赛 22人      2018年10月25日   13:5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1         1509         2705         0317         0316         6928         1109         0208      

   卓思琳       吴亦菲       邢盛开       汪俊丽        汪静     DZHUMALIYEVA Sahyjemal   赵婧宇    沈晨云     

  卓越学院     经济学院     网安学院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国教学院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222         0140         0516         1620         2706         0041         1103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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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于卓然      张雅可        张瑜        陈庆梅       吴舒琪        彭洁        叶宜宁        袁丁      

  数艺学院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生仪学院     网安学院     机械学院     人文与法     通信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1229         0209         6927         0615         1619         1510                                

   应珑珑       王嘉悦    GOKOVA Marjina   赵丽娜       孟凡颖       朱思倩                               

  数艺学院     会计学院     国教学院     通信学院     生仪学院     经济学院                              

6 .男子学生组5000米决赛 32人        2018年10月25日   14: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718         0008         1119         0107         2113         0504         0318         1537      

    琚伟        张俞风      加央桑珠      李杨杨       王天辰       黄运杰       李浩洋       李来胜     

   理学院      机械学院     人文与法    自动化学院    卓越学院    计算机学院    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232         0301         0407         6929         2115         0109         0406         6930      

   吕泽航       崔翰林       吴瑞宏    KONKIN Evgenii    康杰        李博阳        李通     YUSUPOV Ramazan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电子学院     国教学院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电子学院     国教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536         0803         1724         2723         0720         0018         0637         1122      

   钱管贲       门中秀       谢跃玮       毛泓珺       郑天昱       廖庭发       戴杨峰      海衣沙尔    

  经济学院      外国语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理学院      机械学院     通信学院     人文与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2724         0638         1009         1602         0233         1603         1010         0506      

   路张辉       姚文韬       朱强成       虞超恩        杨启        张家旭        张龙        单华清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继教学院     生仪学院     会计学院     生仪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7 .女子学生组100米栏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5:10 

8 .男子学生组110米栏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5日   15:15 

9 .女子教青组100米决赛 13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5日   15:2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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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         8605         8607         2228         15709        0775         2202      

                 杜佳         杨乐         孔洁        张锦韩       张倩雅        郭聪         杨俊      

              材环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877         2229         1191         0878         0275         0672                   

                罗一丽        项洁        王丹丹       王韵秋       吴舒涵        曹淼                   

             外国语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外国语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10.男子教青组100米决赛 15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5日   15:3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276         1190         0191         0874         1171         0483         0371         0486      

   周贞云       杨昌天        王晨        杨华华       杨昌天        刘兵        张振宇       黄汐威     

 会计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自动化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电子工会    管理分工会    电子工会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8602         0681         2223         15710        0073         0487         1181      

                范江涛       仇兆炀       郑建博       李甫伟       申屠巍       蔡佳林        杜鹏      

              马院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电子工会    数媒分工会   

 

田    赛 

1 .男子学生组铅球决赛 31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25         1218         1129         0722         1011         0523         0314         1541      

   任小伟       赵昌河      麦吾兰江      盛慧康       梅航硕       袁子昂       姚哲鑫        周源      

  机械学院     数艺学院     人文与法      理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026         0713         2134         0118         0116         0426         0341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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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子寒       郭浩杰       张致远        许承        周大发       王瀚霆    努尔艾力·依比布拉   邬成琪     

  机械学院      理学院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电子学院     管理学院     继教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2133         1130         1542         1610         0239         1740         1217         0238      

    王硕        马文鼎       胡景瑗       谢皓凌       倪晨泽        诸威         叶浩        张亚辰     

  卓越学院     人文与法     经济学院     生仪学院     会计学院     材环学院     数艺学院     会计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0642         2736         1738         2735         0512         6942         0646                   

    冯午        夏帅凡       郑子渊       徐瀚文       周天航    NURIMANOV Nuridin   陶仁勇                  

  通信学院     网安学院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通信学院                 

2 .男子学生组跳远决赛 37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24         0513         0020         1545         0626         0802         0648         0715      

   罗智健        俞皓        王罗文       黄仕丹        钱程        赵腾飞        张航        张景泽     

  人文与法    计算机学院    机械学院     经济学院     通信学院      外国语      通信学院      理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536         0240         0822         0418         1738         2732         0505         6937      

   钱管贲        黄豪        杨红成       苏雨旭       郑子渊       吴炳金       兰雷雷    YEGOROV Ilya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外国语      电子学院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729         6936         1018         1213         0349         0709         2731         2116      

    张煜     ZYRYANOV Sergey   黄正沁       闫文龙       张思念        梁皓        俞俊哲       王杰辉     

  材环学院     国教学院     继教学院     数艺学院     管理学院      理学院      网安学院     卓越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0114         1017          0327         2129         0241         1608         1214         1609      

   韩林岐       石以诺       李泽鹏       杨景瑞       范天晟       唐艾伦       鲁峥楠        何耀      

 自动化学院    继教学院    管理学院     卓越学院     会计学院     生仪学院     数艺学院     生仪学院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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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7         0113        0021         1117                                                     

   朱贵华        张扬        杨明飞       贾志鹏                                                   

  电子学院    自动化学院     机械学院     人文与法                                              

3 .女子学生组标枪决赛 25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712         0620         1622         1715         0347         0346         0216         0044      

   刘雨杰       许懿宁       吕康迪        张蕾         黄莹        唐青宇       陈月雅       王嘉卉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生仪学院     材环学院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机械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629         0608         2713         1520         2106         1713         1035         1112      

    黄晶         裘睿        刘彩宁       张晗霄       张新宇       蓝紫怡       朱于婷        赵妍      

  生仪学院     通信学院     网安学院     经济学院     卓越学院     材环学院     继教学院     人文与法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235         2111         0215         0433         0823         0045         1521         0131      

    刘洁         徐蕾         虞雪        裘琪玮       杨佳灵        纪涵        郑卓然       叶丽红     

  数艺学院     卓越学院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外国语      机械学院     经济学院    自动化学院   

   二十五                                                                                                

    1020                                                                                                 

   徐思怡                                                                                                

  继教学院                                                                                               

4 .女子教中组跳远决赛 13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060         1778         15712        2236         2215         2212         2239         2216      

   郑明娜       周溶冰       修凤丽       罗晓英       郭丽娟       林小惠       邓志碧        张怡      

继续教育学院  材环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2238         2240         1080         0474         2211                                             

   汪建慧       吴华燕       郑明娜        王卉         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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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继教分工会    电子工会    文一分工会                                          

5 .女子教青组跳远决赛 16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06         0675         15707        1775         3329         2207         2205         2229      

    陈楚        翟彦蓉       陈方圆       董玉伟       连梦露       楼佳萍       赵晗池        项洁      

 文一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372         8605         2203         0484         0571         0488         0877         3384      

    崔剑         杨乐         李娟        于长秋       赵一帆       王晓媛       罗一丽        寿欣      

 管理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电子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6 .男子教青组跳大绳决赛 21人         2018年10月25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493         15715        0195         2245         0879         3385         1182         0682      

  电子学院    经济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数媒学院    通信分工会   

  电子工会    经济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数媒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780         3334         8304         2752         1172         1194         1780         0078      

理学院分工会   集体项目      图书馆      网安学院    生仪分工会  人文与法学院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机械工程学

院  

理学院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图书馆     网安分工会   生仪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0584         7701         0277         8608         0374                                             

 计算机学院    联合综合    会计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联合综合    会计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7.男子教青组流水线决赛 20人        2018年10月25日   14: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72         0879         0277         7701         0493         0374         1780         3334      

 生仪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联合综合     电子学院    管理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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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仪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联合综合     电子工会    管理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584         0682         0195         3385         1182         15715        2752         0780      

 计算机学院   通信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数媒学院    经济分工会    网安学院   理学院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数媒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网安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1194         0078         8304         8608                                                          

人文与法分工会机械工程学院    图书馆     马院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图书馆     马院分工会                                                       

 

2018年10月26日 上午  

径    赛 

1 .女子学生组400米栏预赛 11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6日   08:0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125         1222         0212         1026         1506         0047                   

                朱晨薇      孙于卓然      张洪铟       孙云焰       徐嘉遥        罗佳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会计学院     继教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211         1709         0123         1511         1223                   

                             姚史绮       吴佳琳       陈谢冰       庄梦梅        林曦                   

                            会计学院     材环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济学院     数艺学院                 

2 .女子学生组200米预赛 19人 共3组        2018年10月26日   08:12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806         0204         0325         0532         1023         2703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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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红艳       朱玉帛        汪涵        程明露       李海萍       伍雨琛        蒋露      

                外国语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继教学院     网安学院     机械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6904         0124         0520         1022         0606         1504                   

             ZAKHAROVA Iana   潘虹羽        高杭        龚彦艳        兰馨         伟色                   

               国教学院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继教学院     通信学院     经济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0326         1703         1503         0203         2704         0428                   

                李雅婷       金思佳       施嘉宁       倪敏琰       李欣悦       吴慧洁                  

               管理学院     材环学院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网安学院     电子学院                 

3 .男子学生组200米预赛 36人 共5组        2018年10月26日   08:27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06         0401         1126         2715         0225         1201         0323         1719      

   姚一朔       雷明科       周宇恒       陈奕仰       赵英雷       罗盛龙       沈杨旻      噶玛欧珠    

  机械学院     电子学院     人文与法     网安学院     会计学院     数艺学院     管理学院     材环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626         1528         6921         2120         0103         0508         0716      

                 钱程        雷靖云      LI Kirill     吉兴龙       冯小龙       陆春键        刘哲      

               通信学院     经济学院     国教学院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25         1618         2716         1202         1003         1718         0808      

                 孔奇        李嘉台       李嘉明       夏健潇       余利良        张能        麦廷峰     

               人文与法     生仪学院     网安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材环学院      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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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224         0423         0627         0007         1529         0714         0324      

                周炳鑫       朱玉祥        罗威        梁承汉       吴晨鸣       王崴涛       林宸锋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通信学院     机械学院     经济学院      理学院      管理学院    

第5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6922         0101         0507         1001         0824         1607         2128      

             UTEGEN Rakhat   孙景荣        陈都        傅烈炯       艾长皓       李建波       孙镜淳     

               国教学院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继教学院      外国语      生仪学院     卓越学院    

4 .女子学生组800米决赛 27人 共4组        2018年10月26日   08:52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39         0206         0208         6931         1101         1232         1028      

                刘瑞琪        林佩        沈晨云    ANNAMYRADOVA Annagul   吴连香       吕龙雨       王继良     

               机械学院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国教学院     人文与法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31         1027         0815         0307         0611         0610         0516      

                蒋心莹       林暄怡       吴君怡       李俊科       黄于津        晏迪         张瑜      

               生仪学院     继教学院      外国语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通信学院    计算机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518         0311         1704         1106         0127         1231         1705      

                曾楚鸽       郭沁雨       梁瑞粉       王子雯       章敬艳       李沐仪       杨佳晨     

              计算机学院    管理学院     材环学院     人文与法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材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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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632         1505         0122         0038         1507         0818                   

                康海萌        赵雅         陈会        张黎平       林雅鸿       范露露                  

               生仪学院     经济学院    自动化学院    机械学院     经济学院      外国语                  

5 .男子学生组800米决赛 32人 共4组        2018年10月26日   09:24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06         1208         0229         1005         0012         1006         1614         0013      

   王蕴宁       赵广琦       徐晨广       宋林坚       郑皓天       林宇涯       周国藩        黄钊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会计学院     继教学院     机械学院     继教学院     生仪学院     机械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20         0402         0723         6933         0222         0314         0501         2721      

   姜新尧       董文辉        孙飒     ABDURAKHMANOV Abdurauf   陈宇涛       姚哲鑫        姜浩        李世

阳     

  人文与法     电子学院      理学院      国教学院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网安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633         2117         1721         6932         1615         2722         0403         1533      

   潘晨旸       季书翔       燕佼龙    SAMADOV Salim   刘骏熠       曾建伟       方德宸       林漱龙     

  通信学院     卓越学院     材环学院     国教学院     生仪学院     网安学院     电子学院     经济学院    

第4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707         1121         0503         0634         0315         1207         0108         1532      

    王威        方龙喜       胡炜引       史加奥       张依轩       金子靖       石佳玥       叶嘉鹏     

   理学院      人文与法    计算机学院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     数艺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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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子学生组4X100米接力预赛 17队 共3组        2018年10月26日   09:56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人文与法     材环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卓越学院     通信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生仪学院     电子学院     继教学院     会计学院    自动化学院     外国语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管理学院     网安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数艺学院                 

7 .男子学生组4X100米接力预赛 18队 共3组        2018年10月26日   10:11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国教学院     数艺学院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继教学院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通信学院     电子学院     卓越学院                 

第3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生仪学院     经济学院      外国语     自动化学院    机械学院     管理学院                 

8 .女子教青组4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0:26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94         3333         0775         3384         0372         0480         0878         2210      

   于海英       雷哲超        郭聪         寿欣         崔剑        邓江峡       王韵秋       程春丽     

自动化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电子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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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男子教青组400米决赛 9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6日   10:31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1192         2218         0071         0192         0677                   

                             刘掌才       马万程       刘海强       宋晓宇        欧军                   

                          人文与法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0674         2751         1181         0371                                

                             胡清泉        徐诚         杜鹏        张振宇                               

                           通信分工会   网安分工会   数媒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田    赛 

1 .男子学生组铁饼决赛 26人         2018年10月26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616         2134         1013         0512         6938         0024         6939         0343      

   张少杰       张致远        徐鹏        周天航    ZHUMAKESHOV Alibi    陈增     BAKTYBAYEV Sunggat   胡晓天     

  生仪学院     卓越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国教学院     机械学院     国教学院     管理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014         1741         0646         2739         0116         0236         0344         0421      

   常德成        汤睿        陶仁勇       汤凯迪       周大发        叶放         何广         周昊      

  继教学院     材环学院     通信学院     网安学院    自动化学院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电子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541         1617         0237         0420         0117         1542         0025         0511      

    周源         文烈        赵禹舟       刘人彰       孙铭泽       胡景瑗       任小伟       徐家伟     

  经济学院     生仪学院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计算机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0647         1217                                                                                    

   高晟哲        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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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学院     数艺学院                                                                                  

2 .男子学生组三级跳远决赛 29人         2018年10月26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6901         0240         0528         0030         1213         1215         1739         1727      

KHALIKOV Kaisar    黄豪        李泽林        王迪        闫文龙       周小龙       杨熠曦       方智成     

  国教学院     会计学院    计算机学院    机械学院     数艺学院     数艺学院     材环学院     材环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414         1547         0350         1216         0632         1015         2130         1613      

   杨钧凯       徐经煜       徐华清       佟林铮        王盖         王强        应林冲       罗旭声     

  电子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数艺学院     通信学院     继教学院     卓越学院     生仪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0115         0114         0719         2129         0413         2731         1016         0029      

   黄浩轩       韩林岐       庞显阔       杨景瑞       林程湧       俞俊哲       吴浩楠       俞新辉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学院     理学院      卓越学院     电子学院     网安学院     继教学院     机械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0351         6902         0513         2734         0648                                             

   陈东杰    KHASSANOV Bereke    俞皓        韩霆锋        张航                                             

  管理学院     国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3 .男子学生组跳高决赛 29人         2018年10月26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32         0112         1019         2131         2733         0822         0330         1126      

   蔡施宇       王炎烁       杨㷕益       郭铭健       吴展吉       杨红成       林智超       周宇恒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继教学院     卓越学院     网安学院      外国语      管理学院     人文与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348         0711         0522         0524         0710         0415         1610         1546      

   张任飞       占建明       张亦驰       郑伊杰       钟子良       马飞繁       谢皓凌       蒋文毅     

  管理学院      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电子学院     生仪学院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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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018         0416         0645         0803         0802         0644         0022         1117      

   黄正沁       李沐春       张书哲       门中秀       赵腾飞       苏中庆       于洪淇       贾志鹏     

  继教学院     电子学院     通信学院      外国语       外国语      通信学院     机械学院     人文与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1737         0023         2730         1736         0235                                             

   李雁南       潘俊宇      周沐柏岑       黄磊        许林涛                                            

  材环学院     机械学院     网安学院     材环学院     会计学院                                           

4 .女子教青组铅球决赛 14人         2018年10月26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490         2230         2202         0193         2205         0484         2207         2231      

    刘艳        李晨红        杨俊         魏萍        赵晗池       于长秋       楼佳萍       肖茜茜     

  电子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15714        2206         0492         1191         0491         0275                                

   郭爱美        陈楚        曹文慧       王丹丹       金华燕       吴舒涵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电子工会    会计分工会                             

5 .男子教青组铅球决赛 20人         2018年10月26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309         15702        1171         2226         2204         0482         0478         1774      

   王恋杰        章辉        杨昌天       丁成杰       王术海       崔光芒       潘玉剑        张栋      

 机关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电子工会    材环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371         0077         2751         2227         0477         2220         1773         0479      

   张振宇        Rayan        徐诚         潘杰        朱礼尧       冯周洋        林葆        赵巨峰     

 管理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网安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文一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电子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1190         0076         2225         0771                                                          

   杨昌天       何海斌        陈健        管俊彪                                                         

人文与法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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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生组袋鼠跳接力决赛 29人        2018年10月26日   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32         0246         0819         1633         0533         0142         2135         0143      

  人文一队     会计二队    外国语一队    生仪一队    计算机一队   自动化一队  卓越学院一队  自动化二队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外国语      生仪学院    计算机学院   自动化学院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549         0650         0436         2740         1237         0649         0354         0355      

  经济二队     通信二队     电子一队     网安一队     数艺二队     通信一队      管理1队      管理2队    

  经济学院     通信学院     电子学院     网安学院     数艺学院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1037         1548         1133         1038         0725         1236         0049         0724      

  继教一队     经济一队     人文二队     继教二队    理学院二队    数艺一队     机械学院    理学院一队   

  继教学院     经济学院     人文与法     继教学院      理学院      数艺学院     机械学院      理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0534         1743         2741         0245         6943                                             

 计算机二队    材环一队     网安二队     会计一队     国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材环学院     网安学院     会计学院     国教学院                  

 

2018年10月26日 下午  

径    赛 

1 .女子学生组400米栏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2 .男子学生组400米栏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6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29         0104         1602         0327         0305         0144         1730         0502      

    张煜         林铤        虞超恩       李泽鹏       沈飞洋       赵崇尚       王杨杨       胡凯源     

  材环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生仪学院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材环学院    计算机学院   

3 .女子学生组2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3:42 

4 .男子学生组20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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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男子学生组10000米决赛 30人     2018年10月26日   13:5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35         0017         0109         2113         0504         0506         0712         1127      

  米拉迪力      卢子杰       李博阳       王天辰       黄运杰       单华清       王康乐       于非弘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自动化学院    卓越学院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学院     理学院      人文与法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2114         1220         0110         1601         0234         2725         0408         0233      

   游镇僖       韩浩浩        曾磊        余一帆       方钊昊        陈琳        何英豪        杨启      

  卓越学院     数艺学院    自动化学院    生仪学院     会计学院     网安学院     电子学院     会计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0637         1010         1128         2726         1210         0302         0639         1725      

   戴杨峰        张龙         贾帆         林统        沈凯伦       温学鹏       徐佳乐       陈佳乐     

  通信学院     继教学院     人文与法     网安学院     数艺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材环学院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0016         0409         1726         6913         0301         6914                                

   黄显乐       潘建宇       高德源    DOSSOV Eldar    崔翰林    SHAKHMANOV Daryn                           

  机械学院     电子学院     材环学院     国教学院     管理学院     国教学院                              

6 .女子教中组60米决赛 16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6日   14:52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09         2240         0671         2236         2208         15711        2212         0474      

   刘素娟       吴华燕       何雅丽       罗晓英       戴小珍        高蓉        林小惠        王卉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77         2237         2239         15706        2238         15705        3383         15712     

   丁严艳       刘秀梅       邓志碧        周慧        汪建慧        薛洁         鲁颖        修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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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环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7 .男子教中组60米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5:0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713        3375         8604         0476         0481         8601         15704        2232      

   文绪武       张晓泉       陈文干       孔庆鹏       徐军明       赵杰艺       周亚雄       徐建科     

 经济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电子工会     电子工会    马院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8 .男子教青组1500米决赛 11人        2018年10月26日   15:0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371         3326         1772         2218         2223         2219         0773         1771      

   张振宇       于晓航       杨得鑫       马万程       郑建博       贾兴亮        梁宏        张怀伟     

 管理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0192         0583         0475                                                                       

   宋晓宇       葛瑞泉        李海                                                                       

自动化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电子工会                                                                     

9 .女子学生组4X100米接力决赛 8队        2018年10月26日   15:17 

10.男子学生组4X100米接力决赛 8队        2018年10月26日   15:22 

11.男子教青组4X100米接力决赛 6队        2018年10月26日   15:2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通信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自动化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田    赛 

1 .女子学生组铁饼决赛 15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106         1234         0313         1021         0517         1519         0616         2713      

   张新宇        朱妍        何杰冰       唐宇蒙       鲍颖哲        薛蕊        吕晓燕       刘彩宁     

  卓越学院     数艺学院     管理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经济学院     通信学院     网安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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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7         1518         1034         0215         0515         2109         0136                   

   吴佳颖        王滢        潘文露        虞雪         赵阳        王璐瑶       刘诗慧                  

  会计学院     经济学院     继教学院     会计学院    计算机学院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2 .女子学生组三级跳远决赛 13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10         0221         1524         1032         1709         0439         1033         0521      

   孙珑瑜       张珂欣        林露        陈祁娜       吴佳琳       胡欣蝶       金佳艺       李东倪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经济学院     继教学院     材环学院     电子学院     继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0220         0135         1228         1525         1104                                             

   张熠婕       何佳琪       林心怡       虞蕓绮        游妍                                             

  会计学院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经济学院     人文与法                                           

3 .男子教中组跳远决赛 8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33         2232         0476         15704        15713        2235         0871         3316      

    陈健        徐建科       孔庆鹏       周亚雄       文绪武       蒋荣成        姜龙        刘国友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电子工会    经济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4 .男子教青组跳远决赛 15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772         0487         0774         15703        0073         1193         2204         0371      

   陈中明       蔡佳林        葛力         马良        申屠巍       齐童巍       王术海       张振宇     

理学院分工会   电子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机械分工会  人文与法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0475         2223         8602         8606         0276         0771         15701                  

    李海        郑建博       范江涛        王双        周贞云       管俊彪        张辽                   

  电子工会    文一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理学院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5 .女子教中组投沙包决赛 34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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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7         0876         2237         0572         2216         2208         0676         2209      

   张霄燕       项凝霜       刘秀梅       吴燕萍        张怡        戴小珍       周雪芳       刘素娟     

教辅综合分工会外国语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080         3315         2239         2214         2211         2215         0875         2217      

   郑明娜       郑红霞       邓志碧       胡礼凤        金燕        郭丽娟       李碧莲       黄连珠     

 继教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3378         3306         0573         0579         3379         2238         15708        3332      

    叶珊        郝小丽       唐义祥        田晓        邱月皎       汪建慧        田靓         黄霞      

教辅综合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经济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0578         0489         3380         3319         0582         3331         0485         1060      

   傅婷婷       公晓丽       汪年春       韩春顺        刘媛         裘楷        张蓓蓓       郑明娜     

计算机分工会   电子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电子工会   继续教育学院  

   三十三                                                                                                

    3312                                                                                                 

   彭相辉                                                                                                

 机关分工会                                                                                              

6 .男子教中组投沙包决赛 21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35         3311         0576         0577         3310         3317         0581         3304      

   蒋荣成       吴东伟       张善卿       陆剑锋       李德帮       杨志勇       张林达       黄宝玉     

 文一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3375         0373         0872         8604         3374         3327         0580         0574      

   张晓泉       冯军政       郭已晓       陈文干       许建辉       李大鎏       张建海       宫兆喆     

教辅综合分工会 管理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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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3328         0678         2234         3305         0873                                             

   李文钧       居建林       吴洪建       常会强       曾庆勇                                            

 机关分工会   通信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外国语分工会                                         

7 .女子教老组投沙包决赛 20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3323         3372         0473         3376         3381         3382         3330         0472      

    杨蓉        王玉娟        尹平        王红军       杨晓梅       任俊洁       秦燕娟       刘顺兰     

 机关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电子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教辅综合分工会教辅综合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电子工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271         3325         3371         1779         8302         0273         2241         0274      

   谢书琴        张熙        陈天佳       吴卫红       高献华       祝素月       潘春云       朱玉红     

 会计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材环分工会     图书馆     会计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3308         8301         3324         0272                                                          

   寿锡英       杨淑君        蔡题        孟晓俊                                                         

 机关分工会     图书馆     机关分工会   会计分工会                                                       

8 .男子教老组投沙包决赛 14人         2018年10月26日   13: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2243         0575         3313         2244         2242         3301         8603         8303      

   潘升明       周其力       张勤山        刘健        饶国林       程发祥       张永忠       徐建春     

 文一分工会  计算机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马院分工会     图书馆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3307         3314         3322         3373         2221         2201                                

   陈忠义       马天保       谢双来       陈临强       朱龙鸣       李中昌                               

 机关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机关分工会  教辅综合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文一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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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7日 上午  

径    赛 

1 .女子学生组1500米决赛 30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7日   08:0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040         0525         0128         6917         1508         6918         2707         1621      

   李旭媛        王前        叶亦舟    KURMANGALI Zhanerke   郑俊霞    TEMERGALEYEVA Alina 厉晨琪       陈若楠     

  机械学院    计算机学院   自动化学院    国教学院     经济学院     国教学院     网安学院     生仪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0703         1507         1238         1028         1107         0207         0329                   

   黄雅史       林雅鸿        曹梦        王继良       黄钱美       赵心怡        李佳                   

   理学院      经济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管理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613         0309         1619         2102         2705         2103         0037         1707      

   周杰婷       倪倩芸       孟凡颖       袁梦娇       邢盛开        陈晨        宋雨欣       任佳颖     

  通信学院     管理学院     生仪学院     卓越学院     网安学院     卓越学院     机械学院     材环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0612         0129         1232         1706         0431         0206         1108                   

   金佳雯       葛弈麟       吕龙雨        金怡        丁欣怡        林佩         张露                   

  通信学院    自动化学院    数艺学院     材环学院     电子学院     会计学院     人文与法                 

2 .男子学生组1500米决赛 35人 共2组        2018年10月27日   08:2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635         0015         0510         2719         0636         0404         0231         0230      

    康迪         钟喆        李腾龙       潘彬民        马浩        周群富       彭浩宾        包涵      

  通信学院     机械学院    计算机学院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电子学院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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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106         1131         0405         1115         0807         1605         2720         6919      

   王蕴宁        何涛        任家前       朱孔涛       刘祖扬        杨航         石浪     SEROBABA Danil 

 自动化学院    人文与法     电子学院     人文与法      外国语      生仪学院     网安学院     国教学院    

    十七         十八                                                                                    

    0706         1723                                                                                    

   何泽奇       倪淳弍                                                                                   

   理学院      材环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07         2116         0501         1535         0014         1604         0353         2115      

   李杨杨       王杰辉        姜浩       米拉迪力       孟健        郑力豪       沈浩辉        康杰      

 自动化学院    卓越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经济学院     机械学院     生仪学院     管理学院     卓越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723         1007         1722         6920         1241         1008         0302         1209      

    孙飒        陈康乐       李千驹    KHAZYROV Artem   蔡元浩        许伟        温学鹏       王子瑞     

   理学院      继教学院     材环学院     国教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管理学院     数艺学院    

    十七                                                                                                 

    1534                                                                                                 

   刘峰林                                                                                                

  经济学院                                                                                               

3 .女子学生组4X400米接力决赛 10队 共2组        2018年10月27日   08:4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经济学院    计算机学院    材环学院      外国语      会计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通信学院     继教学院     管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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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男子学生组4X400米接力决赛 13队 共2组        2018年10月27日   08:50 

第1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卓越学院    自动化学院    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材环学院     数艺学院     继教学院    

第2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网安学院     通信学院    计算机学院    电子学院     机械学院      外国语                  

 

田    赛 

1 .男子学生组流水线决赛 31人        2018年10月27日   08: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0142         0533         1549         0354         0650         0436         2740         0534      

 自动化一队   计算机一队    经济二队      管理1队     通信二队     电子一队     网安一队    计算机二队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电子学院     网安学院    计算机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245         1236         1743         2135         1548         1037         1237         1634      

  会计一队     数艺一队     材环一队   卓越学院一队   经济一队     继教一队     数艺二队     生仪二队    

  会计学院     数艺学院     材环学院     卓越学院     经济学院     继教学院     数艺学院     生仪学院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0649         1132         0246         1744         1038         6943         0049         0819      

  通信一队     人文一队     会计二队     材环二队     继教二队     国教学院     机械学院    外国语一队   

  通信学院     人文与法     会计学院     材环学院     继教学院     国教学院     机械学院      外国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1633         0724         2741         0355         0143         1133         2136                   

  生仪一队    理学院一队    网安二队      管理2队    自动化二队    人文二队   卓越学院二队               

  生仪学院      理学院      网安学院     管理学院    自动化学院    人文与法     卓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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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子学生组阳光伙伴竞跑决赛 17人        2018年10月27日  9: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550         0247         0436         0819         1236         0724         0246         1548      

  经济三队     会计三队     电子一队    外国语一队    数艺一队    理学院一队    会计二队     经济一队    

  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电子学院      外国语      数艺学院      理学院      会计学院     经济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0534         0649         1633         1549         1743         0533         0142         0245      

 计算机二队    通信一队     生仪一队     经济二队     材环一队    计算机一队   自动化一队    会计一队    

 计算机学院    通信学院     生仪学院     经济学院     材环学院    计算机学院   自动化学院    会计学院    

    十七                                                                                                 

    2740                                                                                                 

  网安一队                                                                                               

  网安学院                                                                                               

3 .男子学生组旋风跑决赛 17人        2018年10月27日   10: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132         0049         0354         0649         6943         0533         1743         1037      

  人文一队     机械学院      管理1队     通信一队     国教学院    计算机一队    材环一队     继教一队    

  人文与法     机械学院     管理学院     通信学院     国教学院    计算机学院    材环学院     继教学院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1548         1237         0819         2135         0724         0436         0142         0245      

  经济一队     数艺二队    外国语一队  卓越学院一队  理学院一队    电子一队    自动化一队    会计一队    

  经济学院     数艺学院      外国语      卓越学院      理学院      电子学院    自动化学院    会计学院    

    十七                                                                                                 

    2740                                                                                                 

  网安一队         

 网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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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单位运动员统计表 

单位名称 男子学生组 女子学生组 男子教工组 女子教工组 运动员合计 

网络安全学院 28 14     42 

材环学院 29 15     44 

机械学院 30 18     48 

会计学院 27 20      47  

管理学院 30 24     54 

电子学院 28 10     38 

通信学院 29 20     49 

理学院 20 5     25 

经济学院 25 25     50 

自动化学院 25 19     44 

卓越学院 24 13     37 

计算机学院 21 13     34 

国际教育学院 29 14     43 

生仪学院 19 14     33 

外国语学院 14 15     29 

人文与法学院 19 14     33 

继续教育学院 21 17     38 

数媒学院 25 18     43 

会计学院分工会     2 5 7 

通信学院分工会     8 4 12 

计算机学院分公会     8 6 14 

管理学院分工会     3 1 4 

机关分工会     19 15 34 

教辅综合分工会     4 11 15 

材环学院分工会     5 5 10 

继续教育学院分工会     0 1 1 

联合综合分工会     1 0 1 

生仪学院分工会     1 0 1 

数媒学院分工会     2 0 2 

经济学院分工会     7 8 15 

理学院分工会     9 1 10 

马院学院分工会     5 3 8 

人文与法学院分工会     5 1 6 

图书馆分工会     2 2 4 

文一公司分工会     20 25 45 

电子学院分工会     11 11 22 

自动化学院分工会     3 2 5 

网络安全学院分工会     2   2 

机械学院分工会     8 0 8 

外国语学院分工会     5 4 9 

合计 446 281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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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田径运动最高纪录表（男子组） 

项目 成绩 保持者 运动会 时间 地点 

100米 11.20（手记时） 贾一鸣 第二十七届校运会 2009年 10月 杭 州 

 11.04（电记时） 贾一鸣 第二十八届校运会 2010年 10月 杭 州 

200米 23.30（手记时） 贾一鸣 第二十七届校运会 2009年 10月 杭 州 

 23.12（电记时） 贾一鸣 第二十八届校运会 2010年 10月 杭 州 

400米 52.40（手记时） 施云峰 第二十七届校运会 2009年 10月 杭 州 

 50.63（电记时） 高立强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6年 7月 石 狮 

800米 
2：06.90（手记

时） 
施云峰 第二十七届校运会 2009年 10月 杭 州 

 
1：58.02（电记

时） 
姜浩 

浙江省第四届田径

锦标赛 
2018年 8月 杭 州 

1500米 
4：12.23（电记

时） 
姜浩 

第十四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15年 11月 温 州 

5000米 
17：14.01（手记

时） 
姜浩 第三十届校运会 2012年 11月 杭 州 

 
16：44.84（电记

时） 
姜浩 

浙江省第三届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1年 11月 杭 州 

10000米 
35：01.76（手记

时） 
雷加红 第二十九届校运会 2011年 11月 杭 州 

 
35：27.61（电计

时） 
林群敏 第二十五届校运会 2007年 10月 杭 州 

110 米栏 

17.10(手记时) 丁  雨 第二届校运会 1984年 10月 杭 州 

15.87(电记时) 贾一鸣 
第十三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11年 11月 台 州 

400 米栏 

1：02.10(手记时) 万海波 第二十届校运会 2002年 10月 杭 州 

57.37(电记时) 李  慧 
浙江省首届大学生

田径锦标赛 
2005年 5月 舟 山 

4×100米接

力 

45.70(手记时) 院  队 第二十届校运会 2002年 10月 杭 州 

45.28(电记时) 
兰雷雷 胡凯源 

姜浩 麦廷锋 

浙江省第四届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8年 8月 杭 州 

4×400米接

力 

3：40.00(手记时) 院  队 第四届校运会 1987年 10月 杭 州 

 3.26.69(电记时) 
麦廷锋 汪品高 

施希岳  姜浩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7年 7月 

鄂尔多

斯 

跳 高 2.05米 张津 第二十九届校运会 2011年 11月 杭 州 

 跳 远 6.81米 毕水松 第二届校运会 1984年 10月 杭 州 

三级跳远 13.69米 毕水松 第三届校运会 1986年 10月 杭 州 

撑杆跳高 3.80米 徐汉卿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6年 7月 石 狮 

铅 球 12.96米 程敏驹 
第二届浙江省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09年 11月 丽 水 

铁 饼 36.92米 周石玮 第三十一届校运会 2013年 10月 杭 州 

标 枪 51.30米 葛伟健 第二十九届校运会 2011年 11月 杭 州 

十项全能 5780 贾一鸣 
第十三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11年 11月 台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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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田径运动最高纪录表（女子组） 

项目 成绩 保持者 运动会 时间 地点 

100米 
13.80（手记时） 黄国芬 七九年校运会 1979年 10月 杭 州 

13.48（电计时） 徐春燕 第三十一届校运会 2013年 10月 杭 州 

200米 
29.20（手记时） 卞东胜 第八届校运会 1990年 10月 杭 州 

28.52（电记时） 徐春燕 第三十一届校运会 2013年 10月 杭 州 

400米 

1：06.80（手记时） 斯  青 第八届校运会 1990年 10月 杭 州 

1：05.02（电记时） 潘亦靖 
第十三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11年 11月 台 州 

800米 

2：40.50（手记时） 吴建瑛 第十七届校运会 1999年 10月 杭 州 

2：31.42（电记时） 马明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7年 7月 鄂尔多斯 

1500米 5：19.40（电记时） 王玲玲 第十二届省大运会 2007年 11月 金 华 

5000米 

24：34.00（手记时） 蒋文红 第二十七届校运会 2009年 10月 杭 州 

20：44.29（电记时） 王玲玲 
第十二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07年 11月 金 华 

100米栏 
18.30 (手记时) 杨  莎 第二十二届校运会 2004年 10月 杭 州 

18.24 (电记时) 杨  莎 第十二届在杭高校 2004年 05月 杭 州 

400米栏 
1：17.90 (手记时) 斯  青 第九届校运会 1991年 10月 杭 州 

1：15.81 (电记时) 潘亦靖 第三十届校运会 2012年 11月 杭 州 

4×100

米接力 

55.00 (手记时) 院  队 第二十届校运会 2002年 10月 杭 州 

53.32 (电记时) 校  队 第十二届在杭高校 2004年 05月 杭 州 

4×400

米接力 

4：56.80 (手记时) 院  队 第十六届校运会 1998年 10月 杭 州 

4：32.64 (电记时) 校  队 
第十一届浙江省大

学生运动会 
2002年 04月 温 州 

跳 高 1.53米 许艳芳 
十七届全国大学生

田径锦标赛 
2017年 7月 鄂尔多斯 

跳 远 5.16米 梁少玲 第二十届校运会 2002年 10月 杭 州 

三级跳远 10.12米 梁少玲 第二十届校运会 2002年 10月 杭 州 

铅 球 10.57米 朱晓皎 第二十一届校运会 2003年 10月 杭 州 

铁 饼 32.09米 施莹超 
第十六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 
2016年 7月 石 狮 

标 枪 38.63米 施莹超 
浙江省第十四届大

学生运动会 
2015年 11月 温 州 

撑杆跳高 2.41米 杨  莎 第二十三届校运会 2005年 10月 杭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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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 

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实施细则 

为更好地体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36 届校田径运动会“友谊、公平、拼搏、向上”的指

导思想和“阳光、运动、健康、和谐”的主题，展示我校各代表队、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

在比赛期间的良好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使得本届田径运动会得以顺利开展，根据《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第 36 届田径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见《二○一八田径运动会

秩序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本细则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比范围为参赛的各代表队，为保证评奖的客观性与公正

性，各代表队以学院为单位，采用打分的办法进行评比，共分 5个方面，具体办法如下： 

一、开幕式观众席助威情况评分（40分）（附件一） 

1、观众席助威体现学院体育运动风采与特色（15 分）； 

2、观众席同学服装统一和谐、仪表大方得体、精神面貌富有朝气（15分）； 

3、观众席同学热情高涨，充分体现运动激情（10 分）； 

二、观众席观众组织评分（30 分）（附件二） 

1、组织保障（10 分）：运动会期间，各代表队按照指定地点集合，秩序井然，环境整

洁，有专人负责；比赛期间各代表队认真有序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2、学院风貌展示（10 分）：为提高观众学生参与运动会的积极性，要求各学院应设计

学院队旗、队徽、队歌、加油口号与吉祥物（真人装扮）并组织学生啦啦队加油助威，展示

分院风采。 

3、竞技精神（5 分）：服从大会工作人员管理，为比赛加油的口号文明得体，体现重

在参与、团结友谊的比赛精神，无贬损他人的言语和行为； 

4、卫生情况（5分）：场地卫生保持良好、场地整洁美观、过道无杂物。 

三、赛事宣传（20分）(附件三) 

运动会赛事宣传分为“冠军风采”与“学院风采”两大部分。“冠军风采”主要采访宣

传各个项目的冠军选手或运动会期间特别突出感人事迹，从运动会开始前的回顾宣传到赛事

进行中的即时采访，主要由校报记者社进行采访撰写，各个学院也要提供。“学院风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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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宣传部负责，主要宣传运动会期间各代表队竞赛成绩、好人好事，宣传优良的比赛作

风和高昂的比赛斗志。 

运动会主委会统一提供宣传板报展示区域，“学院风采”板报区域由各个学院宣传部负

责宣传报道。体育俱乐部联盟提供最受欢迎学院的投票，酌情加到这部分得分。 

赛事宣传评分由体育教学部安排评分小组，进行评分。从第一到三名分别为 10、9、8

分，第四到八名 5分，第九到十三名 4分，第十四到十六名 2分。 

四、检录情况（10分）（附件四） 

各学院代表队的人员组织安排，有无及时通知运动员检录，检录有无迟到或不到，检录

时是否听从工作人员组织，不拥挤，不大声喧哗，有组织有纪律。 

五、奖惩事项： 

1、加分：在比赛中，各代表队的好人好事被大会组委会证实后，每次加 0.2 分（总计

不大于 5分）；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评比资格： 

a、冒名顶替参赛； 

b、比赛结果经仲裁委员会仲裁证实无误后，仍对裁判无理纠缠； 

c、发生违规事件； 

d、其他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本实施细则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二Ｏ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校运动会开幕式观众席助威评分表 

附件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观众席评分标准 

附件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宣传栏评分标准 

附件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检录情况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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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校运动会开幕式观众席助威 

评分标准（40 分） 

项目 分值 表现情况 细化分值 

形 

式 

新 

颖 

15 

道具具有鲜明特色 

口号内容新颖、整齐有力 

动作变换特色鲜明 

具有创新意识 

10-15分 

道具具有特色 

口号响亮 

有动作变换 

具有创新意识 

5-10分 

有道具、口号或动作变换 

特色鲜明 

0-5分 

着 

装 

仪 

表 

15 

仪表大方得体 

着装统一和谐 

具有鲜明学院特色 

10-15分 

仪表得体 

着装统一和谐 

5-10分 

仪表一般 

着装得体 

0-5分 

精 

神 

面 

貌 

10 

精神振奋 

热情高涨 

充分体现运动激情 

8-10分 

精神状态一般 

热情高涨 

5-7分 

精神状态一般 

有热情 

1-4分 

注：该项打分时按 40分算满分，并最终算入各学院“体育道德风尚奖”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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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观众席 

评分标准（30 分） 

项目 分值 表现情况 细化分值 

组织 

保障 
10 

安排领导主席台就坐，值班老师观众席就坐 

学生干部维持秩序，清点人数，配合检查 

座无虚席(≥90%)、无迟到、早退现象， 

8-10分 

值班老师观众席就坐 

安排学生干部维持秩序，清点人数，配合检查 

有小量空缺(≥80%)、无迟到、早退现象 

5-7分 

安排学生干部维持秩序，清点人数，配合检查 

有较多空缺(<80%)、无迟到、早退现象 
1-4分 

学院 

风貌 

展示 

10 

展示有队旗、队徽、队歌、加油口号与吉祥物（真人装扮）

并组织学生啦啦队 

设计风格突出有创新，口号响亮，吉祥物引导积极、啦啦队

情绪高涨，秩序井然 

8-10分 

展示有队旗、队徽、队歌、加油口号与吉祥物（真人装扮）

并组织学生啦啦队 

设计有风格，有口号，吉祥物引导积极、啦啦队有展示，秩

序井然 

5-7分 

展示有队旗、队徽、队歌、加油口号与吉祥物（真人装扮）

并组织学生啦啦队 
1-4分 

竞技 

精神 
5 

精神面貌优、服装统一得体、口号鲜明响亮、整体效果好 5分 

精神面貌良、服装得体、口号响亮、整体效果较好 3-4分 

精神面貌一般、服装得体、口号响亮、整体一般 1-2分 

卫生 

情况 
5 

卫生保持良好、场地整洁美观、过道无杂物 5分 

卫生保持较好、场地整洁、过道无杂物 3-4分 

卫生保持一般、过道堆积杂物 1-2分 

注：凡在比赛期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律取消学院评比资格①冒名顶替参赛者；②对裁判判罚

无理取闹者；③发生打架斗殴者；④发生意外事故者；⑤其他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行为者。 

   观众席评分方法：评分团体联代表、校学生会、各学院代表组成。评分时间为上午 10：30， 下午

15:30， 由工作人员统一组织人员进行评分。每次评分结果由工作人员签字保存。最终由工作人员进行

统计评分并计入学院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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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宣传栏 

评分标准（20 分） 

项目 分值 表现情况 细化分值 

形 

式 

新 

颖 

8 

版面视觉效果突出，能够吸引大量观众 

排版具有独特风格 

具有创新意识 

8分 

版面视觉效果突出 

排版具有独特风格 

具有创新意识 

6分 

版面视觉效果突出 

排版具有独特风格 

4分 

主 

题 

明 

确 

8 

完美展现各学院竞技主题 

充分体现各学院代表队精神面貌 

8分 

展现出各学院竞技主题 

体现出各学院代表队精神面貌 

6分 

各学院竞技主题不明确 

代表队精神面貌一般 

4分 

版 

面 

整 

洁 

4 

宣传栏干净整洁，无褶皱 

海报照片排列布局合理有序 

4分 

宣传栏干净整洁 

海报照片排列整齐有序 

宣传栏有泥渍污点 

 

2分 

宣传栏有明显污点 

照片海报随意粘贴 

1分 

注：该项打分时按 20分算满分，并最终算入各学院“体育道德风尚奖”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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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第三十六届田径运动会检录情况 

评分标准（10 分） 

项目 分值 表现情况 细化分值 

  检 

  录 

  及 

  时 

4 

及时到达检录处 4分 

多次呼叫之后到达 2分 

    到达检录处不及时 1分 

  组  

  织 

  良 

  好 

3 

到达检录处后听从指挥 3分 

到达检录处后不清楚流程 2分 

到达检录处后不听从指挥 1分 

  遵 

  守 

  纪 

  律 

3 

在检录处安静休息或热身，不吵闹 3分 

在检录处大声说话，聊天 2分 

在检录处大声喧哗影响工作人员工作 1分 

注：该项打分时按 10分算满分，并最终算入各学院“体育道德风尚奖”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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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观众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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