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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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昱朋  男  汉族  13526959785  41030520040224531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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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胡乐  男  汉族  15986176257  350822200401312215  二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3  马乐天  男  汉族  18098933931  411627200401204458  二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河南省 周口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4  郑珉瑜  男  汉族  18906007510  350206200406130055  二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5  苏毅楷  男  汉族  13115952436  35052420040409001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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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陈子佳  男  汉族  13709309191  350681200409296538  二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7  陈暄烨  男  汉族  13400707724  350322200405134332  二级运动员  1  福建省足协（U15）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8  唐鸣峰  男  汉族  13459072798  511724200507042477  二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四川省 达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9  周正  男  汉族  18359778171  361127200501111652  二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0  翁灏文  男  汉族  18659966066  350781200412010014  二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1  雷永康  男  汉族  18688380089  431021200507257737  二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湖南省 郴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2  张宇乐  男  汉族  18559301700  35062720050227401X  二级运动员  4  福清西山学校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3  郑仕坤  男  汉族  15859569930  35058320050301491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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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张宇恒  男  汉族  17750200225  41030520050414001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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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吴俊一  男  汉族  15838726626  411303200501020472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足协U14  河南省 南阳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6  崔奇隆  男  汉族  15037942436  410327200504258718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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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陈睿超  男  汉族  18778891728  45050220050112001X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足协U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  足球  福建省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联赛（U15）
18  张维灏  男  汉族  13489063369  350181200505130039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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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王钰涵  男  汉族  13509320202  350102200407231519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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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王和喆  男  汉族  13705091072  35010420040223155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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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廖奕涛  男  汉族  15806068390  35010220041018161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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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俞思凯  男  汉族  18359118265  35018120040316171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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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陶松龄  男  汉族  13850150960  500228200211046554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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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24  蒋自光  男  汉族  18850411295  511724200110260812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四川省 达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组)
25  林镓俊  男  汉族  13514060115  350105200304251516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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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26  李琰璐  女  汉族  18205996863  430224200211043923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双十中学  湖南省 株洲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27  汪思雨  女  汉族  13191738185  13040620031104064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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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孟丽汶  女  汉族  15131321701  13052620030210426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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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蒋蕙  女  汉族  15690113185  130703200306171543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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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封雨晴  女  汉族  18603283040  130131200308120929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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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秦霞楠  女  汉族  18835604494  140581200310054227  二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女子足球队  山西省 晋城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女子16岁组
32  林柏成  男  汉族  13015929003  350681200208210013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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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33  黄杨铭  女  汉族  15985740140  350124200212265100  二级运动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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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34  周兴宇  女  汉族  13405910994  522423200211149320  二级运动员  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35  熊冯婷  女  汉族  13599041773  511725200207180524  二级运动员  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四川省 达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36  蔡镇宇  男  汉族  15880222419  522229200111090410  二级运动员  7  集美中学高中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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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37  杨岚  男  汉族  18250749633  350821200205134910  二级运动员  7  集美中学高中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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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38  许鹏彬  男  汉族  18030301886  350626200211080518  二级运动员  7  集美中学高中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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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39  陈晖臧  男  汉族  15605935867  35222520010915203X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霞浦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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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0  陈圣鑫  男  汉族  18350391210  350921200204190051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霞浦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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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1  钟茂祥  男  畲族  15159425121  350924200109140039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霞浦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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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2  谢林峰  男  汉族  15280686780  350921200207140033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霞浦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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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3  刘方隆  男  汉族  18859373732  350921200203071536  二级运动员  2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霞浦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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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4  上官梓圣  男  汉族  17689360509  350524200103198350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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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5  倪友群  男  汉族  18876559080  350504200201310515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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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6  洪星辰  男  汉族  15880812799  350504200203250536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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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7  郭启炜  男  回族  18876228567  350504200110260516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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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8  董云腾  男  汉族  18960280117  350504200201030513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泉州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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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49  陈婷婷  女  汉族  13880361169  350305200310171441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第二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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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0  陈婷婷  女  汉族  15902126167  350305200203270620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第二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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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1  许萍  女  汉族  15060360666  350305200309222360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第二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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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2  朱腾飞  男  汉族  15859148679  411627200201136411  二级运动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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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53  陈玮宏  男  汉族  18305999557  350104200304041555  二级运动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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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54  陈浩瀚  男  汉族  18850136949  350104200110191571  二级运动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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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55  张博远  男  满族  13960770528  37170220050612025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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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曾小密  女  汉族  15892110265  352203200204235425  二级运动员  2  福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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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7  何雨欣  女  汉族  15059317512  350982200305230027  二级运动员  2  福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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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8  林  瑶  女  汉族  13599189829  352203200111225447  二级运动员  2  福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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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59  朱晓蝶  女  汉族  18350306897  350982200101150068  二级运动员  2  福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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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60  林锶锶  女  汉族  18750389835  352203200209305445  二级运动员  2  福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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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61  邓雨姗  女  汉族  13107900180  350427200309011022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62  王锦钊  男  汉族  15905927979  350582200308062012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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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63  白方皓  男  汉族  13506006988  350502200207151014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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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64  曾言  男  汉族  18060478915  350502200110281517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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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65  陈文娜  女  汉族  18159344819  350681200102162041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高中组）龙海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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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66  陈思明  女  汉族  15160505385  35068120010514202X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高中组）龙海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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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67  方佳珍  女  汉族  15260162823  350681200103256226  二级运动员  8  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高中组）龙海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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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68  邓安南  女  汉族  15160068716  350722200305246021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 厦门第六中学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69  吴倩  女  汉族  13600916249  341226200302012622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 厦门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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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70  段智敏  女  汉族  18059232001  360222200209262827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 厦门第六中学  江西省 景德镇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71  严晓娜  女  汉族  18259298401  350821200308291820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 厦门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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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72  陈姿琪  女  汉族  15711528019  350403200208020041  二级运动员  3  福建省 厦门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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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73  易蕾  女  汉族  13599280450  360902200412133062  二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江西省 宜春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74  陈建勇  男  汉族  13015953812  350626200203293011  二级运动员  4  厦门市湖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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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75  施雅杰  男  汉族  13799298977  350524200304063014  二级运动员  4  厦门市湖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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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76  肖乐驹·  男  汉族  13696928315  35020320020519001X  二级运动员  4  厦门市湖滨中学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组)
77  许洋洋  男  汉族  13328302676  350524200308223011  二级运动员  4  厦门市湖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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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78  王恩培  男  汉族  18205918611  330326200208124110  二级运动员  4  厦门市湖滨中学  浙江省 温州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组)
79  明智  男  汉族  13328310426  360782200201316417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二中  江西省 南昌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男子组)
80  陈星贝  男  汉族  17859790735  350204200111222013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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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81  黄宇阳  男  汉族  13328320883  350204200206308012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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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男子组)
82  肖子轩  女  汉族  17850068895  350425200310260023  二级运动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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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3  肖梅香  女  汉族  15506980793  350427200211091028  二级运动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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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4  潘新华  女  汉族  18259745526  350427200206280027  二级运动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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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5  朱芸钦  女  汉族  15259840037  350427200307180025  二级运动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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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6  林湘湘  女  汉族  18054881338  350427200201024526  二级运动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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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7  林馨  女  汉族  15392036300  350722200210110922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双十中学  福建省 南平市  足球  福建省中学生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锦标赛(高中女子组)
88  陈璐  女  汉族  15959270037  350206200305070022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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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89  黄雅蕙  女  汉族  18250877589  35052520030627302X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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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90  郑晓惠  女  汉族  15860743770  350822200210262622  二级运动员  5  厦门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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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91  蔡佳琪  女  汉族  13950063668  350581200306092027  二级运动员  5  厦门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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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92  杨宁澜  女  汉族  13666022265  350206200210115523  二级运动员  5  厦门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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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子组)
93  吴语筝  女  汉族  13960710222  35052420050328552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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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胡梦琳  女  汉族  13801032003  350427200403165028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95  张凌  女  汉族  13859117876  360981200410305743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江西省 宜春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96  张梦媛  女  汉族  18650971693  350427200310061043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97  邓诗倩  女  汉族  17816283677  350427200310271024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98  罗雅云  女  汉族  18960572695  350427200411071048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99  廖思琴  女  汉族  17350331415  350427200408111029  二级运动员  5  三明市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0  曾妮  女  汉族  13799612058  360724200311081045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江西省 赣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1  颜景艺  女  汉族  13599877480  350302200403112468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2  柳菁菁  女  汉族  17850684878  350305200302276323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3  黄晨雨  女  汉族  15605012925  350305200306076329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厦门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4  高莹  女  汉族  18059925025  350304200311031065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5  陈婷  女  汉族  13607500721  350302200408230826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6  陈泌颖  女  汉族  13599879625  350302200402100828  二级运动员  6  莆田市女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07  游晓锋  男  汉族  18059541039  350304200306271013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08  杨烨  男  汉族  13959531368  350302200301101039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09  许德林  男  汉族  18030370566  350305200306120051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10  吴铭铭  男  汉族  18059959918  350322200310133038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11  吴鑫堃  男  汉族  18959509619  350302200309290831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12  林炜国  男  汉族  15160248681  350305200307282319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13  黄昱晟  男  汉族  18650242338  350304200312181030  二级运动员  5  莆田市男子代表队  福建省 莆田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14  张熙彤  女  汉族  13799842779  35062220050116452X  二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15  宋丽  女  汉族  15880020870  53062720050901156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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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胡金花  女  汉族  15559189288  411528200601055523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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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张悦  女  汉族  19955503901  340104200505138028  二级运动员  3  福州市代表队  安徽省 合肥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18  俞际钦  男  汉族  17759737487  35092120050708009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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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赵嗣煜  男  汉族  13705983531  35011120040323157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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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谢书剑  男  汉族  15060067887  35012120040916155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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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施景超  男  汉族  13675013324  35010420040422151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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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冯航凯  男  汉族  15659020907  52032420040907361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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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成浩铭  男  汉族  13338253938  350102200410161611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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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陈泽宇  男  汉族  18105026799  35018220040112169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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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陈颖川  男  汉族  13685010684  35010420041112161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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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杨启明  男  汉族  13509359885  35072520050920001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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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吴澄  男  汉族  13960851055  350121200601080258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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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肖展鹏  男  汉族  13600899468  350781200611145616  二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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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林峻泓  男  汉族  13805004034  35010320050208153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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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马祥丽  女  汉族  13865997167  341126200409192023  二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安徽省 滁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31  江纡馨  女  汉族  13509361882  341302200412175929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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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王欣颖  女  汉族  13799400599  35018220041213178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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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高欣儿  女  汉族  13675070993  35018120040214196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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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叶楚煊  女  汉族  13055402067  35012120040801202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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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林鑫  女  汉族  18050262302  35012120050614008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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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叶秀  女  汉族  13705060915  350623200503022345  二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37  王烨  女  汉族  13600895546  371722200502105142  二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山东省 菏泽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38  纪欣雨  女  汉族  15005033566  362330200408193665  二级运动员  2  福州市代表队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39  唐诗晗  女  汉族  13030873317  34122620051110446x  二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安徽省 阜阳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0  李芸艳  女  土家族  15980875784  500241200610014622  二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重庆市 重庆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1  陈仪冉  女  汉族  13400608169  350123200612280063  二级运动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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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组
142  邓宇婷  女  汉族  13695013476  350723200501272821  二级运动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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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组
143  王煜洁  女  汉族  13696979252  362528200508240026  二级运动员  2  厦门市代表队  江西省 抚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4  吴卓妍  女  汉族  13338367882  35062420041227652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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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李增锦  女  汉族  13599917168  35052420040922104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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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徐嘉琪  女  汉族  13159255458  350206200311200065  二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江西省 宜春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7  石文英  女  汉族  18046258338  350824200410225466  二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8  赖蕴芳  女  汉族  13515973476  350824200412274966  二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49  黄雅蕙  女  汉族  18250877589  35052520030627302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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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严晓娜  女  汉族  18259298401  350821200308291820  二级运动员  3  厦门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51  李浓  女  汉族  15306001932  35020520040607402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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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林舒晴  女  汉族  18030302820  35062220030920252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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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高一宸  男  汉族  15159390517  35092120050906035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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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甘振星  男  汉族  15892112632  35092120050404013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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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雷俊濠  男  畲族  15859377007  35092120050520001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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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王庭钊  男  汉族  18950526888  35098220060216007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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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林晨婧  女  汉族  15892121282  35098120060111016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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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郑潇雅  女  汉族  15159385128  35098220060502006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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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徐慧玲  女  汉族  15160170315  35092320051030010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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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陈烨  女  汉族  15959303703  350921200510050241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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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陈宇铮  女  汉族  15603141656  350981200604070143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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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张举英  女  汉族  13860373796  350924200509230068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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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吴金钰  女  汉族  13905934699  35098220051012002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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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黄彦钧  男  汉族  17505972303  350802200404207511  二级运动员  6  龙岩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65  陈天豪  男  汉族  18396311195  350802200306206515  二级运动员  6  龙岩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66  陈朕康  男  汉族  13959086288  350802200309262512  二级运动员  6  龙岩市代表队  福建省 龙岩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67  郑坤隆  男  汉族  13599117898  35058320041228493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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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郑宝镇  男  汉族  18959880610  35052520040215355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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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王乐乐  男  汉族  15905086949  511725200305232519  二级运动员  2  泉州市代表队  四川省 达州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70  林金昌  男  汉族  13805948421  35058320041108001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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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黄锦坤  男  汉族  13799867442  350583200410115711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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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洪世均  男  汉族  13599281393  350581200405171513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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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翁雅雯  女  汉族  15559026000  350582200410048823  二级运动员  7  福建省晋江市实验中学茄致足球俱乐部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女子15岁组
174  黄思荣  女  汉族  15880992239  350582200501262526  二级运动员  7  福建省晋江市实验中学茄致足球俱乐部  福建省 泉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女子15岁组
175  郑思盼  男  汉族  15980320525  35058320050820491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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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熊烨鑫  男  汉族  15880887831  43112420060303807X  二级运动员  3  泉州代表队  湖南省 永州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77  吴正月  男  苗族  13799891830  522731200602040134  二级运动员  3  泉州代表队  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78  吴万荣  男  汉族  13960324866  35058320051226573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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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吴泓源  男  汉族  13959762180  350583200601154916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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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陈远芳  女  汉族  13205950940  522225200311017546  二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81  陈婧婷  女  汉族  13959850391  350583200407073127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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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杨佳林  女  苗族  13024887905  522222200404242487  二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83  杨宗婷  女  侗族  18485515726  52262820060526384X  二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84  李江梅  女  汉族  13205076143  52240120030510984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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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颜茹  女  汉族  18750540204  35058320031013312X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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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黄思萍  女  汉族  15160362865  35058320041004342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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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彭红玲  女  汉族  18065555308  350423200402271026  二级运动员  4  泉州代表队  福建省 三明市  足球  2019福建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188  王哲鸿  男  汉族  15859613012  350627200309130014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6岁组
189  郑晓斐  男  汉族  15980860369  350628200308223514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6岁组
190  杨勇杰  男  汉族  19959284951  350681200301132013  二级运动员  6  福建男子足球队  福建省 漳州市  足球  第二届青运会体校组十一人制男子16岁组
191  刘广  男  土家族  15859218311  52222620051107981X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92  黄博汶  男  汉族  18950110640  350213200603291513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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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王天石  男  汉族  15260880515  362322200510246612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94  林黄杰  男  汉族  18965809667  350525200505084539  二级运动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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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组
195  邱铭扬  男  汉族  15859202295  420683200509271216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湖北省 襄阳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96  陈煜锋  男  汉族  13959281919  35052420050912775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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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邵惠聪  男  汉族  15280266792  361121200605178917  二级运动员  1  厦门市代表队  江西省 上饶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组
198  洪翔  男  汉族  13850098313  350206200404115070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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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吕佳勋  男  汉族  13030848400  350203200401132634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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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潘欣颖  女  汉族  13799484040  350583200511208685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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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李梦洁  女  汉族  17759427679  500112200502056342  二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泉州代表队）  重庆市 重庆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02  刘婷  女  汉族  13387059099  360902200505255421  二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泉州代表队）  江西省 宜春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03  谭佳美  女  汉族  13110973634  362430200507110023  二级运动员  4  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泉州代表队）  江西省 吉安市  足球  “福建体彩”杯2019福建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204  张佳蓝  女  汉族  18960234562  350581200506210542  二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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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