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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第十八届田径运动会成绩登记表

100 米（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黄峪宁 11.04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罗仁星 11.60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潘国龙 11.63
第四名 软件学院 樊耀文 11.66
第五名 动画学院 符敏宝 11.86
第六名 软件学院 苏应书 11.91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杨青平 13.7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袁梦柠 14.19
第三名 经济学院 林娟娟 14.86
第四名 国旅学院 林玉妹 15.46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唐丽圆 15.61
第六名 经济学院 符颖曼 16.46

200 米（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黄峪宁 23.68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罗仁星 24.91
第三名 软件学院 樊耀文 25.09
第四名 动画学院 潘国龙 25.10
第五名 国旅学院 温洋 25.47
第六名 动画学院 蔡兴旺 25.69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杨青平 30.72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王冬兰 31.09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易春莹 32.53
第四名 动画学院 陈珍如 32.68
第五名 软件学院 李小云 34.49
第六名

(A 组)

组别 性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1000 米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邹訚 3；04.11
第二名 经济学院 高绵繁 3；04.64
第三名 动画学院 蔡弘士 3；04.83
第四名 软件学院 白昊东 3；05.83
第五名 经济学院 王和围 3；08.68
第六名 软件学院 符良民 3；12.07

800 米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袁梦柠 2；47.58
第二名 经济学院 王明健 3；02.99
第三名 经济学院 孙艺婷 3；04.78
第四名 动画学院 王菊琼 3；05.22
第五名 经济学院 吴永春 3；08.54
第六名 动画学院 符嵩雪 3；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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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远(A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白书海 6.1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蔡兴旺 5.70
第三名 机电学院 杨大威 5.42
第四名 软件学院 李如龙 5.42
第五名 机电学院 李阳怀 5.39
第六名 经济学院 胡茂慧 5.24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菊琼 4.05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周文丽 3.99
第三名 经济学院 符慢朵 3.93
第四名 动画学院 易春莹 3.87
第五名 网络学院 黄纯 3.76
第六名 动画学院 陈珍如 3.75

铅球（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网络学院 李胜 9.80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李启桐 9.60
第三名 动画学院 许元波 9.54
第四名 网络学院 罗新伟 9.33
第五名 动画学院 邹訚 9.30
第六名 国旅学院 蔡汝勇 8.74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符海芬 7.87
第二名 动画学院 李乃梅 7.74
第三名 动画学院 幸丽平 7.72
第四名 经济学院 王冬兰 7.23
第五名 经济学院 龚梦菲 6.59
第六名 经济学院 王明健 6.53

4×100 米接力（A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男

第一名 国旅学院 47.34
第二名 动画学院 47.86
第三名 经济学院 48.81
第四名 机电学院 49.78
第五名 软件学院 50.16
第六名 网络学院 52.10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57.69
第二名 经济学院 58.50
第三名 国旅学院 1：04.07
第四名 软件学院 1：06.65
第五名 网络学院 1；09.24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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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米（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裕贤 11.96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刑日森 11.99
第三名 软件学院 吴宏书 12.33
第四名 网络学院 黄良裕 12.38
第五名 经济学院 潘增辉 12.46
第六名 动画学院 陈耀 12.77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岑俐欣 14.76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刘渊秀 14.80
第三名 艺术学院 周晔 15.13
第四名 经济学院 陈芳娟 15.29
第五名 动画学院 谭娇拉 15.43
第六名 动画学院 骆若凡 15.55

200 米(B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王裕贤 25.08
第二名 艺术学院 谭阳 26.06
第三名 网络学院 苏炳达 26.18
第四名 软件学院 韦董固 26.63
第五名 动画学院 李佳贤 27.06
第六名 经济学院 刑日森 27.12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何玉强 32.30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刘渊秀 32.43
第三名 动画学院 许茹静 32.50
第四名 经济学院 周苑愉 33.73
第五名 软件学院 王彩婷 34.17
第六名 动画学院 林心蕾 35.86

(B 组)

组别 性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

1000 米 男

第一名 经济学院 李选鹏 3；09.98
第二名 动画学院 陈耀 3；12.28
第三名 软件学院 黄政赫 3；15.33
第四名 网络学院 熊人尧 3；19.01
第五名 网络学院 陈希诚 3；24.06
第六名 动画学院 杨许贵 3；24.48

800 米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李光霞 2；51.86
第二名 动画学院 骆若凡 2；56.23
第三名 经济学院 林月里 3；13.48
第四名 动画学院 吴采潞 3；16.28
第五名 动画学院 许茹静 3；20.12
第六名 经济学院 周秋萍 3；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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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远(B 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软件学院 钟昌浩 5.58
第二名 软件学院 吴多海 5.42
第三名 经济学院 李锦程 5.32
第四名 动画学院 冯标榜 5.25
第五名 网络学院 李家钰 5.23
第六名 软件学院 韦董固 5.20

女

第一名 动画学院 李光霞 4.05
第二名 经济学院 韩雯娜 3.71
第三名 经济学院 岑俐欣 3.67
第四名 动画学院 吴采潞 3.66
第五名 经济学院 何玉强 3.56
第六名 软件学院 陈雪 3.51

铅球（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姓 名 成 绩（米）

男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宋成顺 8.14
第二名 机电学院 罗贤港 8.14
第三名 网络学院 卢业涧 8.03
第四名 网络学院 黄柔 7.47
第五名 软件学院 吴宏书 7.38
第六名 软件学院 王业鑫 7.23

女

第一名 经济学院 叶柔欣 7.20
第二名 经济学院 崔雨秋 6.83
第三名 动画学院 林婉蓉 6.33
第四名 经济学院 刘圆慧 6.19
第五名 动画学院 庞妙雨 5.62
第六名 机电学院 刘欢欢 5.27

4×100 米接力（B组）

性 别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男

第一名 动画学院 48.50
第二名 经济学院 49.51
第三名 网络学院 50.82
第四名 软件学院 52.24
第五名 艺术学院 54.42
第六名 机电学院 55.76

女

第一名 艺术学院 1；00.49
第二名 经济学院 1；01.52
第三名 动画学院 1；02.13
第四名 软件学院 1；05.60
第五名 网络学院 1；09.69

第六名 机电学院 1；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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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0 米集体接力赛

（B组）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第一名 经济管理学院 11:19.26
第二名 动画学院 11:21.25
第三名 艺术传媒学院 11:47.80
第四名 软件工程学院 11:55.46
第五名 网络工程学院 11:57.06

（A组）

名 次 学院 成 绩
第一名 动画学院 11:03.30
第二名 经济管理学院 11:03.84
第三名 软件工程学院 11:40.32
第四名 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11:40.68
第五名 网络工程学院 11:41.39
第六名 艺术传媒学院 11: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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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第十八届田径运动会成绩
1、团体名次：

（A组） （B组）
第一名： 动画学院 113分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107分

第二名：经济管理学院 86分 第二名：动画学院 94分

第三名：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56分 第三名：软件工程学院 42分

第四名：软件工程学院 27分 第四名：网络工程学院 33分

第五名：网络工程学院 18分 第五名：艺术传媒学院 27分

第六名：机电工程学院 12分 第六名：机电工程学院 10分

2、30×150米集体接力名次：
（A组） （B组）

第一名：动画学院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二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二名：动画学院

第三名：软件工程学院 第三名：艺术传媒学院

3、踩砖过河名次：
（A组） （B组）

第一名：动画学院 第一名：动画学院

第二名：机电工程学院 第二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名：软件工程学院

4、动感颠球名次：
（A组） （B组）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一名：经济管理学院

第二名：动画学院 第二名：动画学院

第三名：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第三名：软件工程学院

5、队形队列检阅奖：
一等奖： 艺术传媒学院

二等奖：机电工程学院、动画学院

三等奖：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6、体育道德风尚奖：
网络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7、优秀组织奖：
机电工程学院、动画学院、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