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安徽寿县站）
团体名次表

寿县体育馆  2019年4月26-28日

项目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

名次 30岁组 40岁组 50岁组 60岁组 65岁组 70岁以上组 50岁组 60岁组 65岁组

第一名

上海朝露俱乐部一队 江苏省南京市和善园俱乐部一队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一队 玉泉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北京天航瑞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上海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一队 沈阳欧艺照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魏天翔 罗胤 肖晗 车旭宾 顾云超 李海翔 李平 杜世平 李旭明 郑克静 郑维田 刘军 刘建根 黄建疆 赵国荣 陈财荣 叶涛 王正 刘爱华 殷红 张丽丽 李明 隋建莹 王素文 任玉华 刘云 胡美芳

张英杰 李灵波 葛幼松 孙辉 杨柳 常金月 张宁 刘德志 丁海根 林华 胡风兰 袁晓明

第二名

天津奥驰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黄桥俱乐部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沈阳欧艺照明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苏鲁赣球友俱乐部一队 上海旭日俱乐部二队 安徽惠友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上海旭日俱乐部二队

江天元 李熠 刘骁 仲敏 陈海峰 过焰 潘旭东 程建平 王显峰 姚广德 徐小锐 任方伟 邱训功 芦吉生 刘彪 胡仲康 谢书型 曾令文 凌红 方晓玲 张东芳 周继春 刘林 廖金荣 陶建华 高毓芬 潘惠真

邵臻祎 江达生 潘孝东 孙振 金炎 王建军 董鸿飞 刘承智 沈芸 吴琳 郑圣群

第三名

衢州市乒协一队 滁州国傲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一队 苏州嘉沁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北京天航瑞晨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徐州戏马台一队 徐州云龙湖一队 上海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武汉市武昌老体协一队

杨金良 方昌顺 林意强 刘开军 张松 江科 梁龙军 杨海 顾晓航 王烨源 胡卫 温廷森 赵万礼 张文路 张荣义 徐广渝 窦建华 闫长舜 张秋 孙江滨 姚依 方文秋 叶巧萍 周德勛 王春兰 叶华 高汉英

孟子栋 顾闻 孙进 张月宏 王昌军 庄心坚 邵艳梅 徐春阳 杨菊娣 龚雄英

第四名

滁州体育馆三队 盱眙县心连心俱乐部一队 滁州老明光俱乐部一队 彭城乒乓之友俱乐部一队 宁波阳光俱乐部一队 上海胜昌俱乐部一队 河南平煤老年乒协一队

陈亮 金满刚 金振府 桂林 李永明 李永奇 石党生 郭晓旭 李勇 肖军 胡旭东 马继德 黄泗海 高云立 李水根 赵柏 王元龙 吴胜昌 蔡秀娟 王彩玲 徐颖

张凯 童军 骆新泉 张英革

第五名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一队 大通文体爱好者一队 寿县乒协一队 苏州亨通集团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南通华利康俱乐部一队 苏州康乐乒乓球队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二队 滁州市体育馆俱乐部一队

安庆标 杨锦 王滨 张洪 单勇 姚辉 陈厚昌 沈军 施勇 朱怀忠 汤化起 方胜选 季勇 邵勇男 吴建军 王再兴 顾斌 李汉平 邵林美 金莹 孙元蔷 许陆婉 马宝琴 金元

刘法新 王跃 朱开颜 王军 庄东海 徐江燕 严雪生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三队 徐州戏马台一队 中安建设安徽公司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三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蚌埠老干部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南京江北新区一队

刘凯 肖政 张新东 王惠军 郭韶阳 王杰 郭淼 黎明 张云跃 钱杰 李争鸣 刘杰 任瑜 余惠强 王云安 张康 杨宏富 张家浩 吴晓平 袁树梅 俞时茹 姚宝文 丁国娟 廖彩兰

周杰 朱达 李介明 毕华 乔爱书 韩庆华 张耀华 杨金平 刘红 李学珠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二队 景德镇春天俱乐部一队 安徽惠友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上海胜昌俱乐部一队 河南平煤老年乒协一队 北京航天海鹰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陈力 张强 闫长海 查新民 洪水发 虞毅敏 李伟 李嵩山 周保华 石赵成 钱顺龙 陈为龙 刘俊峰 王津 采东宾 李京霞 赵春华 刘京荣

金智 梁克先 马旺

河北御芝林俱乐部一队 滁州老明光俱乐部二队 合肥皖中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合肥远东乒乓球俱乐部一队 南京江北新区一队 景德镇春天俱乐部一队

李振涛 辛裕 曹东军 陈德海 候秋林 姜寅 牛伟 尹冰 金钊 郑明玉 聂蒯张 张建阳 马寿炎 方有生 戴世城 罗晓敏 李泉珍 江筱玲

何栋 田兆丰 胡皖忠 李德著 吴广禄 靳怀奎 康四英



2019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安徽寿县站）
单打名次表

寿县体育馆  2019年4月26-28日

项目 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

名次 30岁组 40岁组 50岁组 60岁组 65岁组 70岁以上组 50岁组 60岁组 65岁组

第一名
孟子栋 林意强 王昌军 郑克静 刘建根 黄建疆 方晓玲 胡风兰 刘云

衢州市乒协 衢州市乒协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 玉泉俱乐部 北京天航瑞晨俱乐部 北京天航瑞晨俱乐部 安徽惠友俱乐部 沈阳欧艺照明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第二名
刘骁 何栋 陈力 徐小锐 孙振 刘彪 张东芳 李明 叶华

天津奥驰乒乓球俱乐部 河北御芝林乒乓球俱乐部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 沈阳欧艺照明俱乐部 沈阳欧艺照明俱乐部 苏鲁赣球友俱乐部 安徽惠友俱乐部 沈阳欧艺照明俱乐部 武汉市武昌老体协

第三名
江天元 郭韶阳 张洪 马继德 邱训功 张康 沈芸 刘林 任玉华

天津奥驰乒乓球俱乐部 徐州市戏马台队 大通文体爱好者 彭城乒乓之友俱乐部 苏鲁赣球友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安徽惠友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第四名
李熠 无 潘孝东 吕铁 王龙龙 张家浩 张秋 叶巧萍 龚雄英

天津奥驰乒乓球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南京东方 个人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徐州云龙湖队 上海市阳光俱乐部 武汉市武昌老体

第五名

杨锦 刘法新 程建平 柳春 吴建军 刘长发 张英革 孙元蔷 王素文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南京东方 南通华利康俱乐部 个人 河南平煤老年乒协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沈阳欧艺照明俱乐部

马厚永 闫长海 田兆丰 骆新泉 张荣义 戴世城 金莹 周德勛 陶建华

个人 徐州炎黄工程机械 河北御芝林俱乐部 彭城乒乓之友俱乐部 北京天航瑞晨俱乐部 南京江北新区队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上海市阳光俱乐部 上海旭日俱乐部

安庆标 王跃 彭江涛 乔海燕 方胜选 王元龙 袁树梅 金元 胡美芳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 安徽淮北擎天冷暖 南京东方 苏州亨通集团俱乐部 上海胜昌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滁州体育馆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无 无 辛裕 庄东海 石赵成 杨宏富 刘红 周继春 潘惠真

河北御芝林俱乐部 苏州亨通集团俱乐部 上海胜昌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蚌埠老干部俱乐部 上海旭日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