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申请等级  名次  参赛队名称  籍贯  申请项目  赛事
1  高承烨  男  汉族  18650371188  35018220040926157x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2  李泽昊  男  汉族  18259717556  35040320040825001x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3  黄吉良  男  汉族  13960259996  350583200403125436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4  左世玺  男  汉族  13213656876  410322200401219917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5  张澍辰  男  汉族  18059813836  410305200410034010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6  刘伯洲  男  汉族  13609573839  350923200504220032  一级运动员  2  福建足协U14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7  王茂森  男  汉族  13510549659  430581200405117533  一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湖南省 邵阳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8  雷嘉伟  男  汉族  18860020854  360983200502224812  一级运动员  2  福建足协U14  江西省 宜春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9  李卓航  男  汉族  18538820897  41030720050104003X  一级运动员  2  福建足协U14  河南省 洛阳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0  吴其璋  男  汉族  13705949195  350122200403080130  一级运动员  3  福州市鼓楼区足球协会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1  刘星雨  女  汉族  13132475361  130429200309072644  一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女子足球队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女子16岁组
12  何艺  女  汉族  18639121678  130732200307031587  一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女子足球队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女子16岁组
13  李伟杰  男  汉族  13599067865  352227200109091313  一级运动员  3  福建省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7至18岁组
14  吴嘉豪  男  汉族  18906055396  350681200109285212  一级运动员  3  福建省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7至18岁组
15  卓伟杰  男  汉族  15105976167  350205200101043536  一级运动员  3  福建省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7至18岁组
16  赵琬妍  女  汉族  13705070701  350111200502071521  一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7  王裕坤  男  汉族  13665030130  350121200409181673  一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8  邓炜彬  男  汉族  13559145126  350421200411087033  一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9  陈储烁  男  汉族  13358200218  350111200410011679  一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20  周新钧  男  汉族  18577909336  450722200503311115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21  张仕哲  男  汉族  19859593310  340825200508082912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安徽省 安庆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22  范易  男  汉族  13763863510  350111200603070114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23  叶昱麟  女  汉族  18006908196  350104200409020048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4  张美清  女  汉族  18950227825  350105200403151561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5  张如莹  女  汉族  13960706589  350181200303151560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6  杨汶锦  女  汉族  13023889590  350105200306141548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7  蔡佳恒  女  汉族  19905010303  350102200308161682  一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8  赵静然  女  汉族  13799754539  410224200501041324  一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河南省 开封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9  吴宇欣  女  汉族  13950179628  350525200601153522  一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0  邱婉婷  女  汉族  13850032348  350205200510294029  一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1  赖晨晴  女  汉族  18950029373  350628200302262029  一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2  叶舒婷  女  汉族  15980960616  350206200407140044  一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3  上官雅娜  女  汉族  13606072918  350524200309125560  一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4  张弘  男  汉族  15859386802  350921200511220214  一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35  郑宜煊  女  汉族  13055286375  350981200509020260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6  龚燕玲  女  汉族  18750357968  350924200510270067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7  吴建梅  女  畲族  13030922931  350981200508040147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8  兰翀翙  女  汉族  15860660327  350981200501240066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39  陈慧玟  女  汉族  13509557183  350921200503040061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0  叶鑫怡  女  汉族  18133911986  350924200303210061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1  钟婉鑫  女  汉族  13959348840  350981200307010283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2  雷赛凤  女  畲族  13599809221  350981200311160129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3  李炜霞  女  汉族  13385042888  350925200409260063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4  肖婷婷  女  汉族  18350392809  350925200410040068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5  李多多  女  汉族  17606047964  350982200411120120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6  吴丹丹  女  汉族  17759372251  350921200403260147  一级运动员  1  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宁德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47  吴宇辉  男  汉族  18759956453  350583200411215714  一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48  林锦升  男  汉族  15159568985  350583200304170039  一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49  李伟澎  男  汉族  13906990765  350583200410090411  一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0  黄灿鑫  男  汉族  13506957899  35058320031128435X  一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1  胡家和  男  汉族  15805086839  340421200301130836  一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安徽省 淮南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2  蔡金城  男  汉族  13606099325  350581200505161515  一级运动员  3  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3  吕嘉华  女  汉族  15396393635  350583200306253444  一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54  柯丽梅  女  汉族  17384325649  350583200405013120  一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55  张会  女  白族  13559227446  522401200405200421  一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贵州省 毕节地区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56  陈心之  男  汉族  13799650218  350203200311051312  一级运动员  6  福建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6岁组
57  温予铭  男  汉族  13906004568  350206200507170013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8  江子涵  男  汉族  15980644444  360281200503045030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福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59  叶晨昕  男  汉族  15260226718  350924200511110073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宁德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0  刘天石  男  汉族  18650020507  350203200510214014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1  陈博弈  男  汉族  13606905012  350724200505033517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2  孙烨  男  汉族  13606080437  35020320031109235X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3  吴煜新  男  汉族  15985846205  362323200312253914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4  洪一楚  男  汉族  13906045526  350206200404115054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5  林宇晨  男  汉族  13806004865  350203200310251339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6  肖军霖  男  汉族  13906001712  511502200407021952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7  陈昂霄  男  汉族  13030889222  350203200404252316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8  魏葳  男  汉族  13906046333  350211200311103530  一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69  林钰莹  女  汉族  15695975363  350802200310213021  一级运动员  7  福建省U16女子足球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全国女子足球U16锦标赛
70  张丝柳  女  汉族  13338380346  350802200401263040  一级运动员  7  福建省U16女子足球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全国女子足球U16锦标赛
71  陈露莎  女  汉族  18250069562  350802200401013025  一级运动员  7  福建省U16女子足球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全国女子足球U16锦标赛
72  黄芊红  女  汉族  13505068819  350583200503283124  一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