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绩公告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湖环湖路

公路自行车 2017-09-07 08:00

男子公路个人赛

决赛

公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1/3报表创建时间 2017-09-07 13:17

姓名号码 单位名次 备注成绩 差距

61 马光通 山东 5:05:381 -

34 刘浩 吉林 "2 "

60 柳建鹏 山东 5:05:413 +3

57 王美银 山东 "4 "

31 乔峰 辽宁 "5 "

13 张石金 河北 "6 "

88 董晓勇 青海 "7 "

81 宋明亮 甘肃 "8 "

77 赵康 云南 "9 "

49 徐兆亮 上海 "10 "

2 薛超华 北京 "11 "

42 牛益逵 黑龙江 "12 "

97 张维毅 新疆 "13 "

55 侯伟杰 安徽 "14 "

74 李文杰 云南 "15 "

83 李山 宁夏 "16 "

51 陈智文 上海 "17 "

76 张廉钐 云南 "18 "

6 刘海旺 天津 "19 "

96 徐显鑫 新疆 "20 "

82 杨增涛 甘肃 "21 "

66 杨浩然 河南 "22 "

23 郝然 内蒙古 "23 "

92 张金德 青海 "24 "

87 孙正帅 宁夏 "25 "

73 李家敏 云南 "26 "

53 陈旭旭 江苏 "27 "

93 张志善 青海 "28 "

103 梁嘉儒 香港 "29 "

107 陳岸灃 澳门 "30 "

17 常智 山西 "31 "

37 秦坤 吉林 "32 "

75 孟俊涛 云南 "33 "

26 张恒研 内蒙古 "34 "

22 薛冠华 内蒙古 "35 "

106 劉朗燊 澳门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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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号码 单位名次 备注成绩 差距

108 郭滿華 澳门 "37 "

24 李家圆 内蒙古 "38 "

19 王亚东 山西 "39 "

50 支天祥 上海 "40 "

64 陈利斌 河南 "41 "

4 史航 天津 "42 "

1 徐长泉 北京 "43 "

21 伊特格乐 内蒙古 "44 "

16 曹震 山西 "45 "

89 李自森 青海 "46 "

67 杨懿铭 河南 "47 "

95 王振 新疆 "48 "

3 毕文辉 天津 "49 "

46 李响远 上海 "50 "

48 顾天浩 上海 "51 "

32 王汉朋 辽宁 "52 "

80 祁俊山 甘肃 "53 "

5 陈永平 天津 "54 "

12 杨思雨 河北 "55 "

98 张芷瑜 新疆 "56 "

47 邓鹏海 上海 "57 "

109 楊子淳 澳门 "58 "

56 那扎尔别克·别肯 安徽 "59 "

7 王富龙 天津 "60 "

72 杨金 云南 "61 "

90 王建财 青海 "62 "

104 梁峻榮 香港 "63 "

71 侯亚科 四川 "64 "

8 王鑫 河北 5:05:5765 +19

10 沈强 河北 "66 "

40 武楠 黑龙江 5:05:5967 +21

25 田震 内蒙古 5:06:0268 +24

29 单双 辽宁 5:06:0369 +25

79 丁心平 甘肃 "70 "

41 刘建坤 黑龙江 "71 "

45 张春龙 黑龙江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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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劉允祐 香港 "73 "

101 高肇蔚 香港 "74 "

105 繆正賢 香港 "75 "

43 白利君 黑龙江 "76 "

38 王晓冬 吉林 "77 "

35 曹业伟 吉林 "78 "

91 吴生君 青海 "79 "

30 纪杨林 辽宁 5:06:0880 +30

85 刘志超 宁夏 "81 "

100 張敬樂 香港 5:06:1182 +33

44 薛明星 黑龙江 5:06:1283 +34

36 董云轩 吉林 "84 "

65 王丰年 河南 5:06:1485 +36

9 黄恩 河北 "86 "

62 闫蒙 山东 5:06:1687 +38

58 王波 山东 "88 "

59 李富玉 山东 5:06:1889 +40

11 石亚辉 河北 5:06:2190 +43

20 赵烜 山西 5:06:2591 +47

94 王凯伦 新疆 5:06:2792 +49

86 沙晟 宁夏 5:06:3793 +59

28 姜治慧 辽宁 5:06:5894 +1:20

39 殷小磊 吉林 5:07:3595 +1:57

33 薛富文 辽宁 5:09:4896 +4:10

18 郭晓鹏 山西 5:10:5997 +5:21

84 李一凡 宁夏 DNF

54 戴鹏 江苏 DNF

63 胥玉龙 河南 DNF

比赛距离: 210km 平均速度：41.226km/h

注释：

被关门DNS 未出发 DNF 未到达 DSQ 取消资格 OTL

REL 降低名次 WAR 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