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运动员技术等级 报考项目

1 韦枚金 女 451302********0327 一级 篮球

2 陈康怡 女 450221********1983 一级 篮球

3 谢柳婷 女 451302********5748 一级 篮球

4 韦有丽 女 452226********6945 一级 篮球

5 谭龙萱 女 452201********042x 一级 篮球

6 韦雪曦 女 450221********4445 一级 篮球

7 董淑婷 女 450221********0021 一级 篮球

8 许依妹 女 452225********4841 一级 篮球

9 母红洪 女 511524********0063 一级 篮球

10 赖方美 女 511526********0549 一级 篮球

11 杜舒琪 女 612729********3326 二级 篮球

12 王圆润 女 230105********3022 二级 篮球

13 韦春家 女 452226********5127 二级 篮球

14 季福乐 女 331121********2428 二级 篮球

15 童莉莉 女 340121********4621 二级 篮球

16 陈欣 女 331121********6067 二级 篮球

17 姜梦香 女 522628********4628 二级 篮球

18 向雨露 女 520201********0823 二级 篮球

19 张悦悦 女 520201********2426 二级 篮球

20 罗灵 女 522627********4427 二级 篮球

21 文屹冰 女 430105********1521 二级 篮球

22 孟令欣 女 230202********0023 二级 篮球

23 李佳幸 女 130406********2725 二级 篮球

24 闫晓琪 女 130404********1220 二级 篮球

25 卢洁静 女 450122********2023 二级 篮球

26 姚梦婕 女 522428********1623 二级 篮球

27 彭苗 女 130622********6626 二级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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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玉竺 女 232302********5624 二级 篮球

29 傅燕萍 女 450521********7866 二级 篮球

30 李飞燕 女 450722********6948 二级 篮球

31 戴妍妍 女 350583********2221 二级 篮球

32 赵梓含 女 210102********7248 二级 篮球

33 陈予睿 男 450204********0613 一级 篮球

34 韦逸辰 男 452226********0013 一级 篮球

35 石信和 男 370213********4811 一级 篮球

36 李智楠 男 532901********4318 一级 篮球

37 曾令威 男 451381********0811 一级 篮球

38 骆祖其 男 441622********4699 一级 篮球

39 黄先锴 男 452225********2916 一级 篮球

40 施以增 男 450121********2714 一级 篮球

41 莫海涛 男 450421********1533 一级 篮球

42 梁源 男 450122********7515 一级 篮球

43 农承辉 男 451425********1815 一级 篮球

44 田淞 男 431227********1511 一级 篮球

45 梁锦华 男 441202********2338 一级 篮球

46 梁铉坤 男 452122********0034 二级 篮球

47 韦善森 男 452226********0918 二级 篮球

48 林海 男 450224********0010 二级 篮球

49 李永滨 男 450512********1218 二级 篮球

50 欧钰波 男 450512********1214 二级 篮球

51 陈先俊 男 450521********7858 二级 篮球

52 朱建华 男 450521********7816 二级 篮球

53 覃一强 男 450221********1951 二级 篮球

54 王炜龙 男 330327********0037 二级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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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姜凯元 男 230602********7510 二级 篮球

56 韦永胜 男 450221********4410 二级 篮球

57 杨浚 男 452628********1850 二级 篮球

58 潘子豪 男 452128********5517 二级 篮球

59 周金鑫 男 330722********2150 二级 篮球

60 甘华富 男 452128********351X 二级 篮球

61 朱声呈 男 452226********9213 二级 篮球

62 包居朗 男 450521********5510 二级 篮球

63 樊海宝 男 452226********4219 二级 篮球

64 潘梓栋 男 450104********1511 二级 篮球

65 张宇航 男 411623********0053 二级 篮球

66 唐宇锋 男 450303********1530 二级 篮球

67 李黄毅 男 420202********123X 二级 篮球

68 庄厚源 男 350122********0296 二级 篮球

69 刘琦 男 622424********1912 二级 篮球

70 张列明 男 522622********1014 二级 篮球

71 徐靖晨 男 610114********0519 二级 篮球

72 陆祥程 男 522634********001X 二级 篮球

73 田帅 男 230108********1139 二级 篮球

74 刘远超 男 230105********0512 二级 篮球

75 周笑含 女 430682********702X 一级 田径

76 谢文婷 女 441224********4040 二级 田径

77 兰春利 女 450221********5749 二级 田径

78 廖若玙 女 500103********6525 二级 田径

79 刘梦婷 女 430723********4661 二级 田径

80 瞿红枚 女 430281********8129 二级 田径

81 陈桂弘 女 350681********6544 二级 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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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郭彩瑶 女 442000********2943 二级 田径

83 潘芳秀 女 520202********632X 二级 田径

84 李茹梦 女 370181********3421 二级 田径

85 李建亮 男 450803********5231 一级 田径

86 刘凯 男 431225********4430 二级 田径

87 文日海 男 450521********1517 二级 田径

88 冯玮 男 320830********0032 二级 田径

89 张凡泰 男 610113********0411 二级 田径

90 韩吉豪 男 370181********4411 二级 田径

91 张熙昂 男 210302********0314 二级 田径

92 许红岭 男 460028********6036 二级 田径

93 李跃轩 男 130181********671X 二级 田径

94 许俊 男 460028********0814 二级 田径

95 罗大淮 男 520201********3216 二级 田径

96 张曙辉 男 130223********4935 二级 田径

97 叶杨 男 430723********7919 二级 田径

98 林敏 男 469005********4515 二级 田径

99 上官正茂 男 332526********8716 二级 田径

100 王志昭 男 350625********1519 二级 田径

101 戴程 男 431302********0014 二级 田径

102 李伟莲 女 450702********5422 一级 足球

103 刘朵 女 230204********0926 一级 足球

104 杨安珍 女 522729********0028 一级 足球

105 范卉宣 女 142429********2820 一级 足球

106 杨筑 女 522601********1526 一级 足球

107 杨静 女 522601********6422 一级 足球

108 辛悦 女 230811********3228 一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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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林怡 女 330327********2884 一级 足球

110 高梓涵 女 500223********7702 一级 足球

111 梁成慧 女 522729********0321 一级 足球

112 潘欣语 女 341112********6322 一级 足球

113 吴圳 女 441502********4025 一级 足球

114 高煜康 女 130121********282X 一级 足球

115 曹聪颖 女 130525********4523 一级 足球

116 林虹婷 女 450121********4523 一级 足球

117 陶星宇 女 360502********0427 一级 足球

118 张梓童 女 230805********0626 一级 足球

119 王琴雅 女 331024********3262 一级 足球

120 谈可鑫 女 141002********0142 一级 足球

121 赵艳 女 622102********7627 一级 足球

122 朱静怡 女 330522********6828 一级 足球

123 姜任燚 女 500231********4166 一级 足球

124 周阳 女 622102********7927 一级 足球

125 陈思宇 女 420682********3025 一级 足球

126 祝嘉倩 女 420902********0866 一级 足球

127 王文株 女 141124********0084 一级 足球

128 郑妍佳 女 411625********5426 一级 足球

129 苏霞 女 622102********6620 一级 足球

130 孙汉慧 女 142402********0647 一级 足球

131 吕丹 女 450922********2520 一级 足球

132 崔慧男 女 230231********1527 一级 足球

133 赵馨 女 450902********1223 一级 足球

134 钟明娟 女 450902********1247 一级 足球

135 贺武华 女 450902********1261 一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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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吴林燕 女 450924********5626 一级 足球

137 柴艳婷 女 622102********7921 一级 足球

138 张雪莹 女 450902********0223 一级 足球

139 谢依婷 女 430422********7468 一级 足球

140 凌文芳 女 450108********1229 一级 足球

141 刘亚萍 女 622102********6628 一级 足球

142 丁玉美 女 450503********0624 一级 足球

143 林明婷 女 450502********136X 一级 足球

144 李欣怡 女 440881********5125 一级 足球

145 邓妙斐 女 440882********5425 一级 足球

146 张婉君 女 411627********744X 一级 足球

147 刘梦辉 女 452402********4244 一级 足球

148 高雅婷 女 410381********7823 一级 足球

149 邓昭吉 女 520221********4082 一级 足球

150 杨悦 女 522635********0424 一级 足球

151 李聪荣 女 513222********0403 一级 足球

152 吕翠颖 女 450621********3249 二级 足球

153 朱芮昕 女 371721********4445 二级 足球

154 许青记 女 452626********4008 二级 足球

155 蓝旖 女 332529********1920 二级 足球

156 李萌 女 370282********7327 二级 足球

157 张自慧 女 620421********0421 二级 足球

158 李悦 女 220221********1929 二级 足球

159 杨思妍 女 522601********0666 二级 足球

160 赵一涵 女 370305********5941 二级 足球

161 胡如艺 女 511421********0267 二级 足球

162 李晨露 女 330326********0745 二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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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袁晓庆 女 511025********1122 二级 足球

164 邹晨 女 500112********6641 二级 足球

165 余泉瑛 女 452123********5844 二级 足球

166 江姿渝 女 500112********6944 二级 足球

167 张晓蕾 女 340111********4542 二级 足球

168 李佳颖 女 130636********282X 二级 足球

169 邓杨正弦 女 520201********6024 二级 足球

170 徐婧迪 女 230822********1765 二级 足球

171 于君 女 622102********7943 二级 足球

172 刘雅蓉 女 150303********1523 二级 足球

173 董慧 女 371324********3526 二级 足球

174 魏妤婕 女 520113********2022 二级 足球

175 梁辉文 女 410103********008X 二级 足球

176 潘妍 女 330522********3367 二级 足球

177 唐大秀 女 522601********0024 二级 足球

178 魏婉儿 女 370205********6024 二级 足球

179 丁晓琴 女 620421********0429 二级 足球

180 翁薇薇 女 460200********4905 二级 足球

181 闫培丹 女 620423********0021 二级 足球

182 廖乾琳 女 520201********4960 二级 足球

183 朱骏逸 女 430421********9588 二级 足球

184 王娟 女 430407********0028 二级 足球

185 雷珊珊 女 522601********0827 二级 足球

186 刘嘉怡 女 410724********9623 二级 足球

187 文真花 女 522635********9826 二级 足球

188 蒋雨欣 女 510781********9425 二级 足球

189 杨扬 男 450503********0217 一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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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黄靖筌 男 450103********3014 一级 足球

191 段雄飞 男 152827********4218 一级 足球

192 邓定荣 男 450127********2738 一级 足球

193 万喆熙 男 360203********1518 一级 足球

194 梁嘉泰 男 450104********0012 一级 足球

195 李江成 男 450421********5512 一级 足球

196 龙潭霖 男 522627********1613 一级 足球

197 秦起鑫 男 450502********1353 一级 足球

198 吴瑞基 男 450521********1515 一级 足球

199 莫善汉 男 452402********037X 一级 足球

200 石官武 男 452133********3657 一级 足球

201 刘健森 男 450104********155X 一级 足球

202 钢图勒嘎 男 152922********0316 一级 足球

203 林培 男 330382********6616 一级 足球

204 姜舜议 男 610103********3232 一级 足球

205 骆世骏 男 450502********0011 一级 足球

206 杨喜文 男 500103********2617 一级 足球

207 吴伟源 男 450502********1358 一级 足球

208 周子钦 男 500242********8792 一级 足球

209 李季桂 男 450802********8710 一级 足球

210 谷浩炜 男 450103********3018 一级 足球

211 陈东钰 男 450521********1519 一级 足球

212 黄志颉 男 452124********0936 一级 足球

213 付欢宇 男 450521********6618 一级 足球

214 厉志城 男 330327********2496 一级 足球

215 郭宁 男 150102********4116 一级 足球

216 沈钰杰 男 510184********4679 一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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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范天阳 男 220103********4116 一级 足球

218 王正凯 男 522701********5033 一级 足球

219 韦治鹏 男 522732********2239 一级 足球

220 乔英戡 男 140728********0053 二级 足球

221 岑先骏 男 452427********0030 二级 足球

222 奚建挺 男 450105********5511 二级 足球

223 黄文远 男 452730********1714 二级 足球

224 吴广 男 522225********2811 二级 足球

225 吴在昭 男 370404********3312 二级 足球

226 孙名扬 男 411282********2315 二级 足球

227 罗康驹 男 452123********493X 二级 足球

228 卢平绩 男 452126********0919 二级 足球

229 曹宇航 男 330721********5431 二级 足球

230 杨正康 男 450104********0517 二级 足球

231 韩鑫涛 男 130402********0911 二级 足球

232 钟炜霖 男 450421********2018 二级 足球

233 黄平 男 500222********8111 二级 足球

234 肖沛帆 男 610102********0318 二级 足球

235 王林鑫 男 450103********4018 二级 足球

236 王纪然 男 430202********0531 二级 足球

237 李成文 男 450802********0912 二级 足球

238 侯博文 男 452124********0018 二级 足球

239 练达 男 440305********1217 二级 足球

240 林宇浩 男 440883********3951 二级 足球

241 李哲 男 440883********2618 二级 足球

242 吴锦方 男 140109********5838 二级 足球

243 李江淘 男 522701********0010 二级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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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杨偲雨 男 522601********7613 二级 足球

245 张梓俊 男 450802********0276 二级 足球

246 王应楠 男 522427********7517 二级 足球

247 熊洪亮 男 450421********9014 二级 足球

248 吴德滨 男 450521********1534 二级 足球

249 田亮 男 230605********1419 二级 足球

250 胡纯标 男 450702********3611 二级 足球

251 韦雄瀚 男 452124********0034 二级 足球

252 刘嘉浩 男 440182********1211 二级 足球

253 王福信 男 450202********1417 二级 足球

254 李清政 男 511621********6498 二级 足球

255 甘启跃 男 452126********0932 二级 足球

256 李春霖 男 410711********001X 二级 足球

257 刘嘉斌 男 130203********3615 二级 足球

258 袁绍斌 男 450521********9170 二级 足球

259 曾嘉伟 男 620201********0018 二级 足球

260 廖英茗 男 450305********0010 二级 足球

261 李天龙 男 341623********5231 二级 足球

262 张菡 男 622201********0619 二级 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