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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辉  男  汉族  18314692536  530627200303015713  二级运动员  3  2018-12-17 10:10:37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云南省 昭通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田进  男  汉族  18759935230  510904200305046175  二级运动员  3  2018-12-05 19:51:19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四川省 遂宁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赵宇  男  汉族  18660273047  21042120021223161x  二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2:23:29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辽宁省 抚顺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钟德宇  男  汉族  15668543667  210421200204100214  二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2:20:10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辽宁省 抚顺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张航铭  男  汉族  13062441491  210403200208132130  二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2:17:07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辽宁省 抚顺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陈玖地  男  汉族  18660222330  370202200109173911  二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2:14:33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山东省 青岛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比拉力丁米拉力丁  男  维吾尔族  13225920409  654002200204092212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5 11:09:52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王震雷  男  汉族  15036595969  41030520010814987x  二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1:01:26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贾成奥  男  汉族  18322327403  120110200107133017  一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0:35:29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天津市 天津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赵研博  男  汉族  16600254419  120113200111174419  一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0:24:26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天津市 天津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杨帅  男  汉族  18911325142  110102200103210036  一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0:18:32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北京市 北京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张玉玺  男  汉族  18559277937  410322200102049874  一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0:14:18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霍龙飞  男  汉族  13045971062  411525200105209395  一级运动员  2  2018-12-05 10:12:40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宁德市代表队） 河南省 信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李伟杰  男  汉族  13599067865  352227200109091313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5 09:12:54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郭伟山  男  汉族  13159179212  350622200202194534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5 09:05:01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卓伟杰  男  汉族  17850118455  350205200101043536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5 09:00:16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杨志兴  男  汉族  13003983378  350583200204095414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5 08:47:16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陈尔涵  男  汉族  13646001224  330802200110086511  一级运动员  6  2018-12-04 21:04:42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浙江省 衢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徐家森  男  汉族  15896562719  411325200101104536  一级运动员  6  2018-12-04 20:55:30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河南省 南阳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汤俊彬  男  汉族  15260050370  350622200104011538  一级运动员  6  2018-12-04 20:51:27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阮奇龙  男  汉族  18250888051  350902200101020018  一级运动员  6  2018-12-04 20:47:18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王展宇  男  汉族  15290554417  410305200101013013  一级运动员  6  2018-12-04 20:46:11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吴柳圆  女  汉族  13850487820  35062220030130302X  二级运动员  11  2018-12-04 20:30:00  福建U16女足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8全国U16青年女子足球联赛
 黄灿鑫  男  汉族  13506957899  35058320031128435X  二级运动员  3  2018-12-04 18:02:57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胡家和  男  汉族  15805086839  340421200301130836  二级运动员  3  2018-12-04 17:58:10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安徽省 淮南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白传贵  男  土家族  15106052203  500242200402123134  二级运动员  3  2018-12-04 17:54:52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重庆市 重庆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黄伟晨  男  汉族  13805949179  350583200411110031  一级运动员  3  2018-12-04 17:51:32  泉州队省运会男子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李仁武  男  汉族  17850519578  350205200202183511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4 14:14:23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吴嘉豪  男  汉族  18906055396  350681200109285212  二级运动员  6  2018-12-04 14:06:33  福建省男子01—02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7组
 张健之  男  汉族  13806066690  350206200504260013  一级运动员  10  2018-12-03 22:54:44  福建省U14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4组
 张少鹏  男  汉族  13850547390  350622200404194516  二级运动员  10  2018-12-03 22:53:00  福建省U14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4组
 乔栋杰  男  汉族  18103880881  410305200401129878  二级运动员  10  2018-12-03 22:50:32  福建省U14男子足球队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4组
 蔡永康  男  汉族  13599919221  35058120040413151x  二级运动员  10  2018-12-03 22:14:41  福建省U14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4组
 李宇豪  男  汉族  18506925896  41162420040127385x  一级运动员  10  2018-12-03 21:50:32  福建省U14男子足球队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2018中国足球协会杯赛男子U14组
 周恩宁  女  汉族  15880023903  350128200102184903  二级运动员  4  2018-12-03 15:19:39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陈妍  女  汉族  18359118285  350105200202261545  二级运动员  4  2018-12-03 15:19:18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吕杨杨  女  汉族  14759142259  350121200112201522  二级运动员  4  2018-12-03 15:18:5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郑臻堰  女  汉族  13559192259  350103200206141521  二级运动员  4  2018-12-03 15:18:32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杨婧怡  女  汉族  15080476079  360481200205014026  二级运动员  4  2018-12-03 15:18:09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江西省 九江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朱妤婧  女  汉族  13850006638  350622200208131024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25:08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柯颖歆  女  汉族  18959227290  350204200111184045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23:57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陈妍  女  汉族  13959277040  350206200205235029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15:16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阮歆瑜  女  汉族  18965129682  35020220020531002x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12:52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林雯琪  女  汉族  18950019080  350524200203070020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10:18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张子诺  女  汉族  13959276061  350204200208128023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07:04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张涵悦  女  汉族  15980838086  350204200110266022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22:04:20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吴建萍  女  汉族  18259769463  350429200106125524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30 17:12:43  福建省建宁县第一中学足球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段玮  女  汉族  18750879127  350430200202140025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30 16:56:54  福建省建宁县第一中学足球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袁玉虹  女  汉族  18750912184  350430199909300541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30 16:16:37  福建省建宁县第一中学足球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郭洋  男  汉族  15980986077  350205200403304017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24:05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阮源宏  男  汉族  13806044153  35020320040331161X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22:20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杨晨  男  汉族  18259296959  350322200310200018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21:07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陈昂霄  男  汉族  13030889222  350203200404252316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20:29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林雨杨  男  汉族  13808500167  350583200310180014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19:40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李均炜  男  汉族  13696905221  350629200402180019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19:03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黄楠  男  汉族  13779932600  350426200408262015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18:30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张泉  男  汉族  13606929311  350622200405141010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17:33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张嘉伟  男  汉族  13850039889  350205200311172010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5:16:29  厦门男子乙组省运会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陈奕廷  女  汉族  13599837889  350921200401010080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2:33:49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谢雨欣  女  汉族  18859378268  350982200401150107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2:31:23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江婷婷  女  汉族  13030935913  350982200405310104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30 12:22:52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郑海燕  女  汉族  17338817661  350921200106010061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30 10:11:58  福建霞浦第七中学女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谢芳菲  女  汉族  13073981832  350921200206040065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30 10:11:27  福建霞浦第七中学女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王毓  女  汉族  15159398264  352225200112291049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30 10:10:25  福建霞浦第七中学女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林鑫  女  汉族  18033952155  350921200401040060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4:33:44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吴丹丹  女  汉族  17759372251  350921200403260147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51:01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李多多  女  汉族  17606047964  350982200411120120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28:56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雷赛凤  女  畲族  13599809221  350981200311160129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20:09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钟欣瑶  女  畲族  13509577619  350902200405070065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19:53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温秋丽  女  汉族  15280462398  350924200409220081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18:27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叶鑫怡  女  汉族  18133911986  350924200303210061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16:35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陈清花  女  汉族  18750317335  350921200308160180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9 13:05:40  第十六届省运会女子乙组（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林昱呈  男  汉族  13559186478  350104200403021613  一级运动员  4  2018-11-29 10:29:04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许佳锴  男  汉族  15880027719  35062420030402001X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9:00:54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叶一飞  男  汉族  15060400536  350725200408163017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9:00:11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陈佳铭  男  汉族  18559946993  350102200403251619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8:59:17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林伟杰  男  汉族  13107688644  350102200405121631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8:58:50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邓炜彬  男  汉族  13559145126  350421200411087033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8:58:42  第十六届省运会福州男子乙组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沈郑垚  男  汉族  15880510030  350626200007170014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6:50:17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许子鑫  男  汉族  13960140220  350626200001013018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6:50:03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林毅  男  汉族  15860223120  350622200106151518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6:49:47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刘臻  男  汉族  13003966069  350626200006120015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6:49:35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李海辉  男  汉族  15260089916  350625200104012011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8 16:49:17  福建省东山第二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余宸硕  男  汉族  18859158974  350125200203120010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8 16:44:12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福州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陈永升  男  汉族  18359191989  350122200112121414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8 16:40:24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福州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余延炫  男  汉族  18959404089  350921200407200053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40:12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邓耀东  男  汉族  18396512429  350723200101150032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8 16:35:48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福州代表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邓天翔  男  汉族  18060397653  350921200312250218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26:49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黄智晨  男  汉族  18859350570  350921200310200057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23:52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刘光霞  男  汉族  18950560028  350921200303240130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21:38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吴振国  男  汉族  17706037008  350921200306130076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19:25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池政宽  男  汉族  15159399615  350921200312100017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08:32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郑锦炆  男  汉族  18959316805  350921200401200036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04:17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倪进钦  男  汉族  17759387663  35092120030530007X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8 16:00:23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乙组（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乙组
 蔡晓铭  男  汉族  18859997698  350581200201161516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8 12:23:28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林忠洋  男  汉族  15959533532  350583200107275712  一级运动员  3  2018-11-28 12:08:52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蔡梓霖  男  汉族  15106079662  350581200110191517  一级运动员  3  2018-11-28 11:40:40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林培桐  男  汉族  15159893055  350581200102181511  一级运动员  3  2018-11-28 11:33:35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林荣融  男  汉族  15980882175  350204200111193013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3:12:58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陈钟苏  男  汉族  18860005055  350203200106050011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3:09:41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柯建申  男  汉族  18965130895  350204200107167517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3:07:07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李明坤  男  汉族  13860499298  35020420020305001X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3:04:09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刘靖松  男  汉族  17750634775  350721200202020015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2:59:07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董毅恒  男  汉族  18559228178  370786200201246938  一级运动员  1  2018-11-27 22:21:29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甲组（厦门市代表队） 山东省 潍坊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张会  女  白族  13559227446  522401200405200421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24:43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贵州省 毕节地区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王彬彬  女  汉族  15960595233  350581200310280549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23:06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柯丽梅  女  汉族  17384325649  350583200405013120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20:59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何燕霓  女  汉族  15859738522  350581200311300521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19:14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董馨怡  女  汉族  18050812088  35058120040321054X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17:26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朱媛驰  女  汉族  15750963343  350725200403050523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11:06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万苏静  女  汉族  17605063003  500241200402228220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08:27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重庆市 重庆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陈慧  女  汉族  15260129873  522229200301293825  一级运动员  2  2018-11-27 21:05:19  泉州女子足球队(乙组)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女子乙组
 陈江明  男  汉族  13559301381  350881200104020013  一级运动员  4  2018-11-26 19:12:43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邱晗  男  汉族  13959038028  350802200111291510  一级运动员  4  2018-11-26 19:06:30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郑梦婷  女  汉族  13559001683  350902200206010086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6 17:45:10  宁德市高级中学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林佳雯  女  汉族  15859364313  350924200202020066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6 17:34:16  宁德市高级中学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陈海玲  女  汉族  18750363361  350902200109120080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6 17:30:11  宁德市高级中学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陈彬宏  男  汉族  13656936029  350823200210064913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6 08:32:46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余锦钰  男  汉族  15959732529  350802200207250510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4 15:10:12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刘飞扬  男  汉族  18559800857  410104200010070031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3 16:14:38  厦门湖滨中学  河南省 新乡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赖榕平  男  汉族  13313707139  35082420000921463X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3 16:13:23  厦门湖滨中学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龙伟杰  男  汉族  18359252646  350204200203054010  二级运动员  6  2018-11-23 16:04:17  厦门湖滨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郭杨  男  汉族  17605049381  350802200101312015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5:30:59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俞铭泽  男  汉族  15059066231  350802200207077711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5:21:33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詹锦斌  男  汉族  13178390092  350802200205087713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5:19:18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庄宝龙  男  汉族  18396366327  350628200103123018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5:17:19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熊欣  男  汉族  15605095592  350802200203130036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5:06:20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雷泓锋  男  汉族  13799097660  350802200107023011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3 14:13:54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许俊伟  男  汉族  18960879989  360602200010242593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3 11:13:09  福建省福州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乐建汉  男  汉族  13075970255  350104200107161531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3 11:11:17  福建省福州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蔡栩轩  男  汉族  13600801796  350104200011191592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3 11:09:13  福建省福州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陈江涛  男  汉族  18396527353  350103200010111515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3 11:04:52  福建省福州外国语学校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张宇扬  男  汉族  13906088016  350402200110190011  二级运动员  8  2018-11-23 09:27:41  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余博阳  男  汉族  13950999920  350402200210030031  二级运动员  8  2018-11-23 09:26:31  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蔡盛杰  男  汉族  13507556626  350427200210161039  二级运动员  8  2018-11-23 09:23:12  三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陈增熠  男  汉族  13605910759  350802200409062550  一级运动员  4  2018-11-21 16:57:48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林炜  男  汉族  13055865902  350802200201208215  二级运动员  4  2018-11-21 16:43:36  第十六届省运会男子甲组（龙岩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王跃  男  汉族  13806013619  341226200009125257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1 16:22:08  厦门二中  安徽省 阜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刘俊麟  男  汉族  15715917103  440303199911055116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21 12:24:34  福清西山学校  广东省 深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洪永世  男  汉族  13178205727  350583200012261019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21 12:23:46  福清西山学校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詹华  男  汉族  13255010002  350301200011290015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21 12:22:58  福清西山学校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杨泽平  男  汉族  13400655263  350322200106261016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49:53  厦门二中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徐翔宇  男  汉族  13806040169  350722200012184250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46:13  厦门二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宋仕成  男  汉族  17859750653  500381200009150419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41:27  厦门二中  重庆市 重庆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叶贵祥  男  汉族  13164898182  350628200010165016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37:36  厦门二中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林靖鹏  男  汉族  15280230093  350204200107147030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25:46  厦门二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翁温锴  男  汉族  15606970102  350204200101022018  二级运动员  1  2018-11-20 21:18:27  厦门二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邓婷婷  女  汉族  18805085351  350427199911218522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9:19:44  福建省沙县金沙高级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郑秋萍  女  汉族  15960963422  350427200012163025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9:07:35  福建省沙县金沙高级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温佳婷  女  汉族  15160620072  350425200102140326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8:43:46  福建省沙县金沙高级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王清泉  男  汉族  13400638198  350823200107120032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8:28:29  厦门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姚泽宇  男  汉族  18259601672  350681200103171038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8:22:55  厦门市第一中学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刘启翔  男  汉族  13696961766  350203200203077013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8:19:03  厦门市第一中学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周骏  男  汉族  18950198565  430422200208216991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8:02:55  厦门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 衡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孙景濠  男  汉族  18064440203  230604200103220258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7:58:04  厦门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大庆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郑淑华  女  汉族  13950916206  350427200012054523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7:01:43  福建省沙县金沙高级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赖熠桢  女  汉族  15160601295  350427200201163024  二级运动员  2  2018-11-20 17:01:23  福建省沙县金沙高级中学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吴佳慧  女  苗族  15960384898  522229200111195589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0 12:17:23  福建省厦门六中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马露珊  女  汉族  13400650571  350212200101110026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0 12:09:26  福建省厦门六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郭亦亦  女  汉族  13045927147  350212200009104547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0 12:05:24  福建省厦门六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邱咏琪  女  汉族  13400743890  350205200201034020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0 11:59:50  福建省厦门六中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吴渝蔚  女  汉族  18205971759  350622200004274023  二级运动员  3  2018-11-20 11:53:00  福建省厦门六中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
 张金涛  男  汉族  13860316981  350921200011130036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20 09:37:55  霞浦第一中学高中部男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康龙  男  汉族  15960479630  350921200011230037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20 09:35:03  霞浦第一中学高中部男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林源  男  汉族  18059390080  352225200105290515  二级运动员  5  2018-11-20 09:29:55  霞浦第一中学高中部男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
 魏焓  男  汉族  15280525207  350725200101190010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20:14:06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张海鹏  男  汉族  13905099620  350725200107213519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20:09:13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游祺森  男  汉族  13960670739  350702200108271310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20:04:40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戴宇鑫  男  汉族  18706050825  350583200101172210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20:01:39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刘嘉豪  男  汉族  15959921837  350702200105288619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19:58:03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罗子豪  男  汉族  15659748668  350702200108126519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19:48:44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吴赟  男  汉族  13799115564  350784200102253714  二级运动员  7  2018-11-11 19:39:41  南平市青少年足球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男子甲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