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名称 

商凯强  北京顶秀美泉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顶秀精灵童话亲子酒店" 

徐珑  个人 

古荣秋  诸城市夏威夷洗浴中心 

孙福扩  单县龙盛游泳馆 

王首鹏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泰安宝盛店 

田士全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赵希波  单县龙盛游泳馆 

李文强  单县龙盛游泳馆 

朱晓东  青岛印象会 

周新广  郑州中商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耀铭  广西诵星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培训部 

刘小康  莱茵达（北京)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邹东材  苟家坪游泳馆 

韩承胜  黄山市体育中心 

胡泉铭  浙江黄岩自来水公司黄岩游泳馆 

候林康  个人 

邱苏杭  灌云永青健身 

黄好好  武汉体育学院 

赵迎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 

陈锡臣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开元府店 

朱保全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开元府店 

刘娟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 

高亮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 

周峰  山东中健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 

计成  黄山学院 

曹玉健  黄山学院 

程百强  黄山学院 

段号军  山东将军春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历山路分公司" 



郝敏  个人 

张京德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黄在峰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谭文龙  大庆市游泳馆 

崔可望  大庆市游泳馆 

刘仕国  四川省科学城九龙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王保伟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第一中学 

胡伦  重庆江南体育中心游泳馆 

季腾钧  扬州市游泳健身中心 

徐伟康  扬州市游泳健身中心 

何静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济南槐荫店 

王翠翠  山东佳洁净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何爱霞  福建省龙岩市乐山乐水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纪良亮  个人 

姚荣源  个人 

栗和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李兆雨  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范旭睿  首都体育学院 

孙益顶  南开大学 

邓屈霞  湖北省荆州开发区飞鱼游泳中心 

朱京昊  湖北省荆州开发区飞鱼游泳中心 

赵龙  个人 

陈技贫  山东银座健身发展有限公司青岛金石广场店 

王健  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 

庞石磊  济南市委党校服务中心 

胡强  徐州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游泳馆 

高飞  徐州铁路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游泳馆 

宋宁  金吉鸟健身中心 

李超  金吉鸟健身中心 



曹泽林  金吉鸟健身中心 

朱明攀  金吉鸟健身中心 

王仁桃  金吉鸟健身中心 

陈春  金吉鸟健身中心 

黄长青  金吉鸟健身中心 

王杰  金吉鸟健身中心 

雷永富  金吉鸟健身中心 

张杰  金吉鸟健身中心 

腾飞  金吉鸟健身中心 

杨龙帝  市北区丰创优格健身中心 

余兴慧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 

陈哲  杭州金吉鸟健身绅华府店 

王思羽  北京泳者驿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王星雨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店 

申子云  沧州市黄骅市香江游泳馆 

孟凡钦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珠江路一店 

阮成鑫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店 

戚梦梦  杭州市金吉鸟健身中心杭州中赢店 

翟凯祥  杭州市金吉鸟健身中心苏宁店 

焦星宇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杭州凯德龙湾店 

高成成  东营飞鱼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赵犀子  东营飞鱼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朱帆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苏宁睿城店 

韩一磊  江苏淮安店金吉鸟健身会所 

袁海良  江苏淮安店金吉鸟健身会所 

董武举  常州市上云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杜强昭  常州市上云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杨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胡家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刘强  个人 

黄敏君  江阴市体育中心 

李志伟  江阴市体育中心 

马任言  个人 

赵婉姝  南京师范大学 

张飞  南京市金吉鸟健身店 

王刘露  金吉鸟健身店蚌埠市 

荆家锦  金吉鸟健身店蚌埠市 

马亮  个人 

丁宗俊  个人 

李静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杨燕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吕伟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余超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闫子硕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白林伟  山东上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黄永闪  宁波文化广场华体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光  个人 

高迪  济南历下尚游游泳馆 

孟斌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 

高子鹏  河北泰华锦业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 

张雄飞  西安昆明池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周增树  德州柳湖书院 

宁艳群  德州柳湖书院 

赵锡林  南京海尔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黄佳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江南训练基地 

刘辉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江南训练基地 

驼乐  徐州工程学院体育学院 

胡广平  徐州工程学院体育学院 



范若愚  徐州工程学院体育学院 

郭钢  宁夏君悦锦秀游泳馆 

覃小珍  宁夏君悦锦秀游泳馆 

庄雪荣  泉州市健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王刚  个人 

张林洋  个人 

马俊明  沧州市斯宝特健身俱乐部游泳馆 

刘亮  沧州市斯宝特健身俱乐部游泳馆 

武鼎乾  个人 

夏锐  济南银座健身俱乐部 

王建秋  济南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王振  济南数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黎柏权  东莞大添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马素仙  东莞市呼啦啦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季凡  东莞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陈伟  东莞市双英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王春雨  北京顺义宾馆 

赵明  河北省邯郸市 

刘钰  厦门市同安区游泳协会 

张煜玮  厦门市同安区游泳协会 

刘天津  厦门市同安区游泳协会 

刘尚昆  新疆乌鲁木齐医院 

李愈合  广州体育学院 

余小琼  广州体育学院 

邴辉  延边海龙游泳体育俱乐部 

陈泽渊  厦门瑞泳体育传播文化有限公司 

张宗生  淄博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高文滨  淄博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华夏  淄博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王磊  淄博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王召辉  北部战区陆军参谋部游泳馆 

屈汉杰  天津医科大学游泳馆 

徐彤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 

邵雅琦  个人 

邵嘉诚  个人 

苏昊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赵珂欣  济南经五路小学 

方成泉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槐荫游泳馆 

刘冠辰  济南市槐荫文体活动中心 

王朋  槐荫区体育活动中心游泳馆 

陈雨  济南泳乐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王岩  济南奥体中心 

王莹  济南奥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