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项目 申报成绩 比赛名称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身份证号码 申报等级 申报协会 证书号码
1 张艺馨 女 足球 第四名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18岁以下组 2017.8.9-8.19 天津 21030219990209**** 运动健将 北京足协 CFA201800001
2 白莹婷 女 足球 第四名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18岁以下组 2017.8.9-8.19 天津 36020219990701**** 运动健将 北京足协 CFA201800002
3 彭雨潇 女 足球 第四名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18岁以下组 2017.8.9-8.19 天津 13040219990527**** 运动健将 北京足协 CFA201800003
4 张澳美 女 足球 第四名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18岁以下组 2017.8.9-8.19 天津 36020219990928**** 运动健将 北京足协 CFA201800004
5 迟曜君 男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室内五人制足球中国足协杯 2017年9月26日-10月5日 宜昌 21020419980319****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05
6 王家豪 男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室内五人制足球中国足协杯 2017年9月26日-10月5日 宜昌 42070419970302****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06
7 周凡 男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室内五人制足球中国足协杯 2017年9月26日-10月5日 宜昌 42010519960617****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07
8 黄欣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42010319950211****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08
9 麦尔旦·尼亚孜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65292319951107****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09
10 王成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42011619930628****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0
11 沈思明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42010419950726****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1
12 汤兆驰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42010419940823****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2
13 张柏楷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球协会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2016年12月17日-2017年6月26日 主客场 42010619970903****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3
14 王昕 女 足球 第一名 2017中国足协女足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0月 主客场 21028219980302****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4
15 周艾 女 足球 第一名 2017中国足协女足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0月 主客场 21028219981005**** 运动健将 大连足协 CFA201800015
16 郑智铭 男 足球 第6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男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7.25-8.3 天津 44010719990101****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16
17 张键鸣 男 足球 第6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男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7.25-8.3 天津 44010619991221****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17
18 黄华丽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088319990104****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18
19 熊熙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010719990809****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19
20 陈巧珠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088219990908****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0
21 陈丽娜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030720000518****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1
22 李晴潼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182719990414****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2
23 陈秀冰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522419990118****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3
24 谢绮文 女 足球 第2名 2017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18以下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4018419990527****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4
25 陈玉丹 女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协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2017.3.19-10.8 主客制 44532119971005****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5
26 罗财英 女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协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2017.3.19-10.8 主客制 44532119950819**** 运动健将 广东足协 CFA201800026
27 刘殿座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21020319900626****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27
28 王上源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41010219930602****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28
29 陈泽鹏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44522419960518****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29
30 王靖斌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21050219950509****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0
31 徐新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21010619940419****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1
32 邹正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37020519880207****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2
33 杨鑫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36020919940125****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3
34 王军辉 男 足球 第1名 2017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全国 44030119950518****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4
35 陈志钊 男 足球 第5名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3-2017.11 全国 44018119880314****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5
36 张功 男 足球 第5名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3-2017.11 全国 11022819920410****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6
37 麦嘉键 男 足球 第5名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3-2017.11 全国 44018119951019****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7
38 马俊亮 男 足球 第5名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3-2017.11 全国 44010519980302****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8
39 符云龙 男 足球 第5名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3-2017.11 全国 52010219950318****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39
40 王嘉楠 男 足球 第5-8名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5-2017.9 全国 41030519930531****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40
41 向柏旭 男 足球 第5-8名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5-2017.9 全国 51010819950809****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41
42 张晨龙 男 足球 第5-8名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5-2017.9 全国 42011119930427****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42
43 叶楚贵 男 足球 第5-8名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5-2017.9 全国 44140219940908****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43
44 黄政宇 男 足球 第5-8名 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5-2017.9 全国 44162119970124**** 运动健将 广州足协 CFA201800044
45 郭乐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10419911102****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45
46 付智月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60419901229****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46
47 张捷楠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42619910112****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47
48 沈莉莉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21020219920713****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48
49 崔兴辰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2010119910806****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49
50 李琳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60419920504****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0
51 安琪文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10619900916****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1
52 蔡玉娟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2月18日-3月1日 昆明 13010319910509****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2
53 耿一鸣 女 足球 第六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决赛 2017年8月28日-9月6日 天津 13010519940108****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3
54 黄斯祺 女 足球 第六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决赛 2017年8月28日-9月6日 天津 13070219931009****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4
55 张倩 女 足球 第六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决赛 2017年8月28日-9月6日 天津 21020219950525****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5
56 赵一凡 女 足球 第六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决赛 2017年8月28日-9月6日 天津 13063319951116****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6
57 杨程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12010219851011****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7
58 宋文杰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37020519901225****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8
59 高准翼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22240119950821****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59
60 芦洋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12010219910303****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0
61 姜文骏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21020219900130****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1
62 车世伟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37078519961030****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2
63 李皓然 男 足球 第4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13020319930112****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3
64 欧亚 男 足球 第9-16名 2017中国足球协会杯赛 2017.03-2017.11 秦皇岛 13060419860214****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4
65 郭胜 男 足球 第3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2017.03-2017.10 石家庄 44148119930107****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5
66 谭想 男 足球 第3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2017.03-2017.10 石家庄 43010419951012****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6
67 王鹏 男 足球 第3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2017.03-2017.10 石家庄 21040219930124**** 运动健将 河北足协 CFA2018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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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李亚楠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成年组比赛 2017年8月 天津 41032719950811**** 运动健将 河南足协 CFA201800068
69 周晓青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成年组比赛 2017年8月 天津 41102319910409**** 运动健将 河南足协 CFA201800069
70 买盼盼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成年组比赛 2017年8月 天津 41030419910426**** 运动健将 河南足协 CFA201800070
71 吴陈禹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成年组比赛 2017年8月 天津 34030419960703**** 运动健将 河南足协 CFA201800071
72 姚道刚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34122619970901****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2
73 江敏文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36233019970616****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3
74 黄聪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42010319970106****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4
75 黄闯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42010319970102****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5
76 王智峰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42011119970201****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6
77 徐启功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42070419971026****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7
78 张浩然 男 足球 第四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决赛 2017.8.29-9.7 天津 42010419970206**** 运动健将 湖北足协 CFA201800078
79 王芙蓉 女 足球 第7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足球项目女子18岁以下组 2017.8 天津市 34011120000409****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79
80 王妍雯 女 足球 第7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足球项目女子18岁以下组 2017.8 天津 21028119990327****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0
81 程睿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34088119970523****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1
82 程辉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21020319970802****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2
83 傅韵程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21021119981222****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3
84 李振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37292919971101****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4
85 刘洋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13020619970618****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5
86 张源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41142419970128****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6
87 王艺程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21060319970920****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7
88 刘子良 男 足球 第3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20岁以下组 2017年9月 天津 21012319981021**** 运动健将 辽宁足协 CFA201800088
89 高翔 男 足球 第四名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2017.3.11-2017.10.28 全国 37020319890214**** 运动健将 青岛足协 CFA201800089
90 姚江山 男 足球 第四名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2017.3.11-2017.10.28 全国 37020219870730**** 运动健将 青岛足协 CFA201800090
91 周海滨 男 足球 第六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 山东济南 21020429850719****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1
92 刘震理 男 足球 第六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 山东济南 37030319850626****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2
93 李微 男 足球 第六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 山东济南 11010519850318****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3
94 宋龙 男 足球 第六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 山东济南 37020219890820****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4
95 王炯 男 足球 第六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2017.03 山东济南 41010519940105****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5
96 赵文敏 女 足球 第八名 全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女子足球比赛（18岁以下年龄组） 2017.08 天津 37030320000324****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6
97 刘雅鹤 女 足球 第八名 全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女子足球比赛（18岁以下年龄组） 2017.08 天津 37021419990212****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7
98 何晓红 女 足球 第八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02 云南昆明 37028319980307****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8
99 高凤娇 女 足球 第八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02 云南昆明 37091119980103****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099
100 石心怡 女 足球 第八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02 云南昆明 37030419980707****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100
101 刘文静 女 足球 第八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02 云南昆明 37021419970926****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101
102 何晓彤 女 足球 第八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02 云南昆明 37028319980307**** 运动健将 山东足协 CFA201800102
103 王怡萱 女 足球 第五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乙组 2017年8月9日-18日 天津 62052320001018**** 运动健将 陕西足协 CFA201800103
104 杨晓霞 女 足球 第五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乙组 2017年8月9日-18日 天津 61032720001008**** 运动健将 陕西足协 CFA201800104
105 李建滨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7230119890419****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05
106 孙世林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2102041988102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06
107 张璐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4107031987082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07
108 毕津浩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2102031991010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08
109 徐骏敏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22819940922****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09
110 陶金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10719850602****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0
111 栗鹏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13040319900829****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1
112 朱建荣 男 足球 第一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7020319910712****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2
113 赵作峻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10519831016****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3
114 叶重秋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11019920929****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4
115 张煜东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22819920909****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5
116 顾斌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31011019911110****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6
117 柳超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11010819870907****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7
118 孙一凡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23010319890501****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8
119 国威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2102021989070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19
120 潘超然 男 足球 第3-4名 中国足协会杯赛 2017 22010219920421****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0
121 林翔 男 足球 第七名 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2017 3101091991092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1
122 郑泽龙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307261997111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2
123 张恩格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4103031997012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3
124 俞豪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101151997090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4
125 尚文杰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4210031997122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5
126 江子磊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1022819970910****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6
127 周正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4201071997092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7
128 龚纯洁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4122619980802****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8
129 陈威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623301998021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29
130 陈纯新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3501251997122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0
131 陈彬彬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41152719980610****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1
132 胡靖航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20年龄组 2017.8.29-9.7 天津 4207041997032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2
133 周俊辰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3101072000032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3
134 徐越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36232219991110****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4
135 彭鹏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1401092000112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5



136 蒋圣龙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3201062000122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6
137 苏士豪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13010219991229****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7
138 徐皓阳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5130011999011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8
139 刘若钒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5113031999012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39
140 朱辰杰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31011520000823****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0
141 刘国博 男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U18年龄组 2017.7.26-8.3 天津 11010519991127****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1
142 张滢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310242000042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2
143 杨倩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4112220010105****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3
144 韦竹蔓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45212719991027****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4
145 杨淑慧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412252000102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5
146 柏一凡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4240120000322****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6
147 周一诺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101131999101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7
148 汪琳琳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2092220000804****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8
149 方洁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3028119991111****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49
150 郑洁 女 足球 第一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U18年龄组 2017.8.9-8.18 天津 3426011999121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50
151 华晓莲 女 足球 第一名 2017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3 昆明 33028219951228**** 运动健将 上海足协 CFA201800151
152 刘婷婷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18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9日-8月18日 天津 12011019910080****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2
153 朱陈孟楠 女 足球 第七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女子18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9日-8月18日 天津 32030220001017****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3
154 寇鑫宇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男子20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29日-9月7日 天津 12010419980724****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4
155 陈子桐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男子20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29日-9月7日 天津 37060219970220****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5
156 刘耀鑫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男子20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29日-9月7日 天津 12010919971226****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6
157 张炎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运动会足球男子20岁以下年龄组比赛 2017年8月29日-9月7日 天津 12010919970222**** 运动健将 天津足协 CFA201800157
158 肖静方 女 足球 第6名 2017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3月 昆明 42900619950205****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58
159 彭紫薇 女 足球 第6名 2017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3月 昆明 42010419970911****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59
160 张好 女 足球 第6名 2017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3月 昆明 42112219971116****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0
161 汪梦盼 女 足球 第6名 2017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3月 昆明 36022219971203****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1
162 程成 女 足球 第6名 2017年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2017年3月 昆明 14082119950105****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2
163 孙晓宇 女 足球 第1名 2017年中国足协女足甲级联赛 2017年10月 全国（主客场） 21028219981015****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3
164 甘小曼 女 足球 第1名 2017年中国足协女足甲级联赛 2017年10月 全国（主客场） 42010319970811****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4
165 代陈颖 女 足球 第1名 2017年中国足协女足甲级联赛 2017年10月 全国（主客场） 42011219970215****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5
166 秦曼曼 女 足球 第1名 2017年中国足协女足甲级联赛 2017年10月 全国（主客场） 42011119970311****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6
167 黄琼 女 足球 第1名 2017年中国足协女足甲级联赛 2017年10月 全国（主客场） 42010319930409****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7
168 姚伟 女 足球 第5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 2017年9月 天津 34122619970901****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8
169 刘艳秋 女 足球 第5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 2017年9月 天津 34032119951231****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69
170 吕悦云 女 足球 第5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 2017年9月 天津 42010319951113****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70
171 陈晨 女 足球 第5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 2017年9月 天津 21060319930626**** 运动健将 武汉足协 CFA201800171
172 阿不都海米提•阿不都格尼 男 足球 第六名 中国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7-8-29至9-7 天津 65412119980310**** 运动健将 新疆足协 CFA201800172
173 达尼亚尔•木沙江 男 足球 第六名 中国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7-8-29至9-7 天津 65410119971012**** 运动健将 新疆足协 CFA201800173
174 迪力穆拉提•毛拉尼牙孜 男 足球 第六名 中国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7-8-29至9-7 天津 65280119980408**** 运动健将 新疆足协 CFA201800174
175 迪力夏提•阿布力米提 男 足球 第六名 中国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7-8-29至9-7 天津 65280119990831**** 运动健将 新疆足协 CFA201800175
176 孙捷 男 足球 第7名 2017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4-2017.11 全国 21020419920101**** 运动健将 长春足协 CFA201800176
177 蒋哲 男 足球 第7名 2017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4-2017.11 全国 21021119890226**** 运动健将 长春足协 CFA201800177
178    程长城 男 足球 第7名 2017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4-2017.11 全国 41138119910327**** 运动健将 长春足协 CFA201800178
179 何超 男 足球 第7名 2017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4-2017.11 全国 21100319950419**** 运动健将 长春足协 CFA201800179
180 吴亚轲 男 足球 第7名 2017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4-2017.11 全国 42010719910203**** 运动健将 长春足协 CFA201800180
181 竺丽娜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2017年3月至10月 浙江杭州桐庐 33028319970419****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1
182 邢  聪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2017年3月至10月 浙江杭州桐庐 37108219951005****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2
183 崔  静 女 足球 第三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2017年3月至10月 浙江杭州桐庐 37030219950109****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3
184 金黎鑫 女 足球 第十名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杯赛（女子） 20170610-0621 山东潍坊 42060619960111****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4
185 方仁玮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3012719970131****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5
186 赖金峰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53032619971231****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6
187 李  琛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13060219970728****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7
188 吴昊天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3018219971012****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8
189 徐继祖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3070219971115****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89
190 吴  伟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41072419970205****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90
191 童  磊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3080219971216****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91
192 徐轶轲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3080219980421****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92
193 何  健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U20 2017.09 天津 34082619970218**** 运动健将 浙江足协 CFA201800193
194 孙学龙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乙组 2017/7/25 中国天津 53282319990701**** 运动健将 昆明足协 CFA201800194
195 薛皓元 男 足球 第八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男子乙组 2017/7/25 中国天津 53010219990127**** 运动健将 昆明足协 CFA201800195
196 刘超阳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10719990609****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196
197 冯子豪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10520000206****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197
198 鱼竣伟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10820000711****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198
199 贺圣国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68119991011****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199
200 周子恒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60319990427****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0
201 陈  骜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068120000717****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1
202 林正兴 男 足球 第二名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U18 2017年7月 天津 51101119990316****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2
203 唐亚兰 女 足球 第六名 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 2017年 四川省江油市 51162219960121****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3



204 阮君 男 足球 第七名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男子U20 2017年8月29日 天津 51170219970102****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4
205 何双 男 足球 第七名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男子U20 2017年8月29日 天津 51072319970609****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5
206 赵君 男 足球 第七名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男子U20 2017年8月29日 天津 51070319970305****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6
207 郑圣雄 男 足球 第七名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男子U20 2017年8月29日 天津 52010319990105**** 运动健将 四川足协 CFA201800207
208 苏渤洋 男 足球 第八名 2017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贵州贵阳 11010519890120**** 运动健将 贵州足协 CFA201800208
209 王卓 男 足球 第八名 2017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贵州贵阳 21010519900116**** 运动健将 贵州足协 CFA201800209
210 王帆 男 足球 第八名 2017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贵州贵阳 50010319870308**** 运动健将 贵州足协 CFA201800210
211 张萌祺 男 足球 第八名 2017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贵州贵阳 31011019891010**** 运动健将 贵州足协 CFA201800211
212 蒋亮 男 足球 第八名 2017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2017年3月-11月 贵州贵阳 52011219891001**** 运动健将 贵州足协 CFA201800212
213 张佳运 女 足球 第四名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运会女子足球18岁以下组 2017.8.9-8.19 天津 34132119990216154x 运动健将 北京足协 CFA20180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