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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16 全民游泳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千岛湖重点会场）

暨中国·千岛湖公开水域游泳公开赛

团 体 总 分 表
名次 代表单位 团体得分 代表单位 团体得分 代表单位 团体得分

第一名 杭州泳协 254 南京鲨鱼 34 宁波泳协 18
第二名 淳安泳协 247 西华泳协 33 淮安泳协 17
第三名 杭州开心队 194 仙桃泳协 33 上海三号码头 17
第四名 建德冬协 120 宿州市俱乐部 33 扶沟冬协 14
第五名 衢州泳协 107 吴兴泳协 31 安海游泳协会 13
第六名 乌商游泳精英 104 萧山救生协会 30 花溪冬泳 13
第七名 浦江游泳 103 南浔泳协 30 登峰户外 12
第八名 萧山游泳协会 103 PCYX 28 鉴湖冬泳 12

健健游泳 84 黄岩悠泳 27 贵溪市冬泳 11
宁波海曙泳协 78 平湖泳协 26 圣大中远 11
轻纺城冬泳队 67 CCB游泳 24 南马泳队 9

苍泳 1+1 57 南通沃格体育 24 咸宁游泳队 9
烟台龙之队 50 上海宝山 23 启东泳协 8
领驭泳者 48 杭州铁人 21 仙桃冬泳 8

古越龙山冬泳 47 揭阳冬泳 21 闽侯冬协 7
柯桥八二队 45 潍坊冬泳 20 永嘉游泳协会 7
东门头冬泳 43 雪狼冬泳队 20 钟祥泳联 4
张家港冬泳 38 博兴泳协 19 蜗牛游泳队 1
路桥游泳协会 36 旌德泳协 19 武平游泳协会 1
诸暨向阳 35 天津市冬协 19 长安跑者 1



成 绩 公 告

男子 18-3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师蕴哲 苍泳 1+1 22:56.58 1 袁 冬 杭州泳协 31:33.20

安业飞 张家港冬泳 24:24.76 2 张一尘 CCB 游泳 31:37.54

李 辰 张家港冬泳 25:09.81 3 刘 恒 轻纺城冬泳队 31:44.45

胡纪羽 张家港冬泳 26:15.98 4 霍明明 杭州泳协 32:22.93

濮俊翔 杭州泳协 30:03.25 5 王 飞 杭州铁人 33:40.44

王子杰 张家港冬泳 30:07.96 6 黄栋琳 杭州泳协 33:45.57

顾 彧 杭州泳协 31:14.64 7 侯承朴 东门头冬泳 33:48.65

柳传奇 杭州泳协 31:20.60 8

男子 35-4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周 烈 乌商游泳精英 27:58.20 1 潘 晓 杭州泳协 33:40.94

楼晓东 杭州泳协 29:31.21 2 付俊财 健健游泳 33:42.88

徐 峰 健健游泳 29:37.27 3 邵勇兵 淳安泳协 33:46.71

俞立峰 杭州泳协 29:42.32 4 王立新 东门头冬泳 33:50.69

宫 泉 烟台龙之队 29:45.11 5 赵建京 领驭泳者 33:54.06

冯长松 浦江游泳 30:14.80 6 徐 航 诸暨向阳 33:58.14

马俊杰 个人 30:34.79 7 韩 锋 萧山游泳协会 34:00.39

季伟东 浦江游泳 30:42.21 8 方晓明 建德冬协 34:01.34

王 林 宿州市俱乐部 30:44.70 张云旗 南浔泳协 34:01.56

王 刚 个人 31:03.96 张 华 个人 34:02.39

何 君 个人 31:05.41 庄财景 登峰户外 34:14.01

陆 昌 个人 31:06.08 蔡贤敏 黄岩悠泳 34:14.28

陈 亮 健健游泳 31:10.06 胡国政 健健游泳 34:22.54

张锋雪 乌商游泳精英 31:13.13 何 冲 诸暨向阳 34:36.74

杨绍丰 登峰户外 31:18.10 朱楷泉 PCYX 34:50.80

王长征 健健游泳 31:43.60 陈 舒 浦江游泳 35:14.09

滕成锋 淳安泳协 31:53.34 陆洪卫 领驭泳者 35:17.06

仲 毅 烟台龙之队 32:40.71 王 巍 杭州开心队 35:23.82

刘 然 苍泳 1+1 32:52.25 廖静渊 永嘉游泳协会 35:45.38

刘宏华 苍泳 1+1 33:02.57 杜祥岳 黄岩悠泳 35:49.35

余尔环 苍泳 1+1 33:15.08 朱奇峰 轻纺城冬泳队 35:51.48

邵爱明 淳安泳协 33:16.64 黄春平 旌德泳协 35:52.99

章欢民 淳安泳协 33:17.09 蔡显贵 杭州开心队 35:56.87

杨见鳌 淳安泳协 33:20.42 卓金龙 杭州开心队 35:57.81

朱建华 乌商游泳精英 33:33.42 林 峰 路桥游泳协会 36:17.03

李 奇 宁波泳协 33:34.59 徐军进 南马泳队 36:46.04

周利忠 轻纺城冬泳队 33:36.04 徐志龙 萧山救生协会 36:46.65

王 峰 乌商游泳精英 33:38.83 周 磊 东门头冬泳 37:40.52

徐升东 杭州泳协 33:39.68 龚利军 仙桃冬泳 37:51.22

宋中杰 宁波海曙泳协 33:40.10



男子 45-5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包昌忠 宁波海曙泳协 25:47.69 1 吕志宏 衢州泳协 36:04.39

张 韬 杭州泳协 25:48.79 2 杨晋宏 南京鲨鱼 36:05.16

叶 敏 杭州泳协 28:40.01 3 沈云生 个人 36:17.09

郑立军 个人 29:01.49 4 茅顺荣 柯桥八二队 36:19.03

徐 力 宁波海曙泳协 29:07.44 5 黄兰富 乌商游泳精英 36:19.75

郑 斌 杭州泳协 30:12.82 6 陈均岁 个人 36:20.57

王 欣 健健游泳 30:16.55 7 郑茂发 杭州开心队 36:27.57

冯松源 浦江游泳 30:27.90 8 李利军 萧山游泳协会 36:28.62

李轶钢 衢州泳协 30:52.97 杨文忠 贵溪市冬泳 36:37.07

王宵明 个人 30:54.74 陈永斌 路桥游泳协会 36:38.60

顾建华 健健游泳 30:59.49 黄定正 黄岩悠泳 36:41.72

胡智灵 淳安泳协 31:22.90 赵仲贤 浦江游泳 36:53.94

沈永表 吴兴泳协 31:42.07 陈士良 领驭泳者 36:56.03

周建校 健健游泳 31:42.79 于 锐 建德冬协 37:03.15

陈建波 诸暨向阳 31:45.13 冯 旭 南通沃格体育 37:03.54

任学海 博兴泳协 31:57.71 郑建民 乌商游泳精英 37:04.40

吴成付 武平游泳协会 32:02.97 刘子才 个人 37:15.76

王道礼 南京鲨鱼 32:03.06 沈东晖 浦江游泳 37:17.52

殷识时 杭州泳协 32:16.78 吴员兴 轻纺城冬泳队 37:20.00

徐诗辉 闽侯冬协 32:32.81 洪贵祥 闽侯冬协 37:24.20

言利军 杭州泳协 32:51.71 张 康 乌商游泳精英 37:26.33

王扩荫 潍坊冬泳 33:00.56 施东旭 乌商游泳精英 37:27.51

蔡兴明 衢州泳协 33:10.97 何文立 衢州泳协 37:30.42

黄宝英 乌商游泳精英 33:23.39 商跃祖 杭州开心队 37:30.60

洪建春 闽侯冬协 33:23.83 陈宏辉 衢州泳协 37:32.63

沈 阳 吴兴泳协 33:25.47 冯 兵 仙桃泳协 37:35.50

沈卫国 杭州泳协 33:26.35 付江波 仙桃泳协 37:41.16

陈名伟 浦江游泳 33:41.44 方晓军 衢州泳协 37:44.93

丁建良 萧山游泳协会 33:48.62 奚高云 吴兴泳协 37:52.53

林 建 宁波海曙泳协 34:04.30 孙 刚 咸宁游泳队 37:53.32

邵建峰 杭州开心队 34:07.15 余 文 PCYX 38:04.58

陈建钧 建德冬协 34:07.66 林长丰 宿州市俱乐部 38:16.13

周义统 黄岩悠泳 34:08.60 薛小镖 宿州市俱乐部 38:16.61

李文龙 建德冬协 34:10.17 林孝举 南京鲨鱼 38:29.08

陈尧根 轻纺城冬泳队 34:13.22 洪东潮 建德冬协 38:30.85

孙成立 宁波海曙泳协 34:34.45 吴勇滨 建德冬协 38:38.65

陈忠明 乌商游泳精英 35:10.57 徐春根 杭州开心队 38:40.72

沈成纲 浦江游泳 35:17.64 吴育武 杭州开心队 38:41.14

沈贤敏 宁波泳协 35:21.87 许光辉 领驭泳者 38:42.17

林云军 宁波海曙泳协 35:22.97 施 杰 轻纺城冬泳队 38:55.75

李宇东 PCYX 35:28.60 徐志平 淳安泳协 38:59.53

傅建伟 浦江游泳 35:32.22 祁关兴 轻纺城冬泳队 39:00.20

陆洪泉 南浔泳协 35:36.03 蔡敦彪 路桥游泳协会 39:12.50

叶宏胜 宁波海曙泳协 35:38.72 明振胜 个人 39:50.44

徐 飚 浦江游泳 35:56.33



男子 55-60 岁 1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孙天明 个人 15:10.23 1 邵宏刚 建德冬协 18:52.89

马振善 健健游泳 15:15.49 2 裴洪军 诸暨向阳 18:57.08

韩云清 杭州泳协 16:18.30 3 林 华 个人 19:04.03

邢跃生 杭州泳协 16:20.63 4 钟炳泉 杭州泳协 19:07.20

沈健康 吴兴泳协 16:55.03 5 许国强 杭州开心队 19:09.90

惠 明 杭州泳协 16:56.00 6 张兵尉 南通沃格体育 19:12.42

陈文舟 圣大中远 17:01.87 7 肖 军 衢州泳协 19:15.07

居 骏 杭州开心队 17:14.94 8 骆立高 杭州铁人 19:19.70

吴登勇 潍坊冬泳 17:29.67 马德传 萧山救生协会 19:22.75

樊 惠 衢州泳协 17:32.65 褚建荣 吴兴泳协 19:34.94

蒋建华 个人 17:35.51 吴金东 杭州铁人 19:50.96

倪俊峰 萧山游泳协会 17:43.93 李国勇 杭州铁人 19:53.20

张 敏 个人 17:53.42 吴勇青 浦江游泳 20:10.81

厉小强 南京鲨鱼 18:15.75 陈国法 淳安泳协 20:12.55

吴震岳 平湖泳协 18:18.97 沈桂定 杭州开心队 20:13.30

许益生 衢州泳协 18:25.20 许 勇 淮安泳协 20:14.37

沈佳音 吴兴泳协 18:32.25 李再飞 衢州泳协 20:14.64

朱兴华 萧山游泳协会 18:33.58 凌 峰 古越龙山冬泳 20:16.08

朱进德 南通沃格体育 18:41.66 赵建军 钟祥泳联 20:22.56

郭利平 诸暨向阳 18:42.80 石伟泉 宁波海曙泳协 20:24.48

孙建军 建德冬协 18:46.02 潘 义 南京鲨鱼 20:48.44

包维旦 杭州开心队 18:47.52 周 磊 浦江游泳 20:54.34

女子 18-3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吴天其 南京鲨鱼 26:59.90 1 文娟娟 南浔泳协 38:12.52

李妮娜 杭州泳协 28:36.47 2 王云红 杭州泳协 39:45.08

王靖雅 杭州泳协 28:59.02 3 于华丽 烟台龙之队 40:21.62

忻月丹 南浔泳协 34:37.65 4 沈佳惠 南浔泳协 42:19.94

沈伽琪 杭州泳协 35:48.09 5 朱爱娟 淳安泳协 42:23.02

程媛媛 杭州铁人 36:06.63 6 李贝贝 东门头冬泳 42:50.84

田利群 萧山救生协会 36:56.92 7 孙雯静 个人 43:15.77

方琳玲 杭州泳协 37:41.13 8

女子 35-4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兰卓红 杭州泳协 25:31.27 1 李惠芳 萧山救生协会 41:32.38

徐文萍 淳安泳协 31:24.62 2 陈 婷 衢州泳协 43:30.27

孙晶晶 建德冬协 32:31.43 3 吴贵青 领驭泳者 44:27.36

杨凯雯 烟台龙之队 36:45.27 4 于艳丽 健健游泳 44:57.02

陈 卉 南京鲨鱼 37:27.30 5 贾巧花 苍泳 1+1 45:07.69

方玉莲 宁波海曙泳协 38:29.47 6 刘文芳 仙桃泳协 45:10.43

许亚娟 个人 39:30.51 7 吴平平 闽侯冬协 45:26.70

徐群飞 宁波海曙泳协 40:30.27 8



女子 45-54 岁 2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张俊洲 杭州泳协 30:19.17 1 程艳姣 仙桃泳协 38:59.01

周华丽 诸暨向阳 33:57.46 2 曹晓眉 杭州泳协 39:22.39

胡红艳 个人 35:54.98 3 金惠菊 苍泳 1+1 39:45.25

盛芳芳 浦江游泳 36:11.32 4 赵 律 杭州泳协 40:23.53

张亚萍 建德冬协 37:56.81 5 陈宠英 平湖泳协 40:29.62

何晓波 萧山游泳协会 38:09.14 6 刘晓云 杭州泳协 40:30.84

汪水娟 古越龙山冬泳 38:10.56 7 王玲儿 个人 40:47.45

朱素芳 萧山游泳协会 38:50.71 8

女子 55-60 岁 1000 米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名次 姓名 代表单位 成绩

薛丽敏 杭州泳协 14:23.15 1 文玉荣 宁波海曙泳协 20:39.38

张 梅 杭州泳协 16:52.01 2 胡红英 建德冬协 21:19.99

芦桂花 博兴泳协 17:06.56 3 王华英 诸暨向阳 21:33.73

陈 晓 诸暨向阳 17:28.45 4 高敏珍 天津市冬协 21:38.48

余晓英 萧山游泳协会 18:43.14 5 林亚君 宁波海曙泳协 21:42.28

郭成跃 淳安泳协 19:39.08 6 王明勤 旌德泳协 21:47.17

李迎春 宁波海曙泳协 19:44.33 7 陆静静 宁波海曙泳协 21:57.40

应有菊 淳安泳协 20:38.7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