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证书编号

1 纪成锵 男 福州名冠乒乓球培训中心 3504261988xxxx3511 中乒D201901001

2 王子蔚 男 山东省乒校莱阳分校 3706821999xxxx8612 中乒D201901002

3 王泰霖 男 山东省乒校莱阳分校 3706821998xxxx8616 中乒D201901003

4 张程 女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6101031988xxxx244X 中乒D201901004

5 付鑫 男 北京鑫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101021991xxxx0015 中乒D201901005

6 胡国涛 男 杭州棠宝体育策划有限公司 4105231995xxxx1018 中乒D201901006

7 王勇 男 黑龙江省宝清县永辉少儿乒乓球学校 2308271974xxxx0434 中乒D201901007

8 曹烈 男 黑龙江省宝清县同立乒乓球培训学校 2308271972xxxx0456 中乒D201901008

9 胡烨 男 霸州海润俱乐部 1302041995xxxx3631 中乒D201901009

10 陈博 男 吉林省松原市飞腾乒乓球俱乐部 2207021995xxxx1010 中乒D201901010

11 范豪 男 商丘市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部 4114021994xxxx0535 中乒D201901011

12 刘炫彤 女 大化集团大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102031989xxxx6521 中乒D201901012

13 李成 男 宿迁市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213231992xxxx2373 中乒D201901013

14 陈毅忠 男 山东济宁市梁山县超越乒乓球俱乐部 4502041992xxxx0614 中乒D201901014

15 张俊阳 女 孟津县教师进修学校乒乓球俱乐部 4103231997xxxx0067 中乒D201901015

16 宋飞洋 女 莒南县自来水公司 3713272001xxxx004X 中乒D201901016

17 朱文进 男 包头市少年宫 1502031991xxxx2455 中乒D201901017

18 喻驻京 男 享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101081965xxxx6350 中乒D201901018

19 常松 男 常松乒乓球俱乐部 3702811994xxxx1017 中乒D201901019

20 刘露 女 山东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5103021988xxxx0527 中乒D201901020

21 朱贺 男 徐州市少华街小学 3203111994xxxx701X 中乒D201901021

22 周聪 男 陕西省西安中学 6104811994xxxx0590 中乒D201901022

23 王浩 男 个人 1521011986xxxx0331 中乒D201901023

24 李杰 男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学校 4101031963xxxx3238 中乒D201901024

25 陈靓 女 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3212841994xxxx1043 中乒D201901025

26 缪昉 男 北京工业大学乒乓球俱乐部 1101051976xxxx6134 中乒D201901026

27 吕旌旗 男 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2202031994xxxx1536 中乒D201901027

28 刘彬 男 徐州市工人文化宫 3203021976xxxx0433 中乒D201901028

29 杜学勇 男 招远市乒协 3706851977xxxx2657 中乒D201901029

30 李佳雪 女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五环俱乐部 5325011987xxxx0326 中乒D201901030

31 杨旭 男 北京市海淀实验小学丰台分校 1101111986xxxx5017 中乒D201901031

32 徐志欢 女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五环俱乐部 5326261992xxxx0049 中乒D201901032

33 刘迎界 男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祥馨乒乓球俱乐部 1328211974xxxx8532 中乒D201901033

34 孙倩 女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3031987xxxx2841 中乒D201901034

35 赵阳 男 玉田县教育局 1302291992xxxx0018 中乒D201901035

36 冷雪梦鸽 女 蓬溪县教育和体育局 5109211993xxxx0021 中乒D201901036

37 范书豪 男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少年宫 1502021995xxxx181X 中乒D201901037

38 吕德 男 青岛都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02131990xxxx4010 中乒D201901038

39 刘春霞 女 青岛市国信双星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3707231976xxxx0228 中乒D201901039

40 颜琳 女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1021980xxxx2922 中乒D201901040

41 潘罡 男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1021977xxxx2918 中乒D201901041

2019年全国乒乓球教练员培训班合格学员名单--初级执教能力培训



42 沈燕飞 女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1021979xxxx2920 中乒D201901042

43 任彤 女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2304221990xxxx1926 中乒D201901043

44 刘景仙 男 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卓育乒乓球馆 1426301979xxxx1045 中乒D201901044

45 李博 女 山东大学（威海） 3710021980xxxx0025 中乒D201901045

46 路金鑫 男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4061999xxxx5033 中乒D201901046

47 燕飞翔 男 青岛市即墨区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2113221988xxxx1517 中乒D201901047

48 杨林 男 泰安市乒乓球协会 3704811982xxxx4377 中乒D201901048

49 于鹏 男 青岛国信双星篮球俱乐部 3702031992xxxx0915 中乒D201901049

50 孙宏鹏 男 孟津县教师进修学校乒乓球俱乐部 4103051993xxxx3010 中乒D201901050

51 孙晨阳 男 大连海事大学 2305211990xxxx2914 中乒D201901051

52 张洪铭 男 桐乡市茅盾中学 2107261990xxxx0017 中乒D201901052

53 杨安康 男 邹平开发区陈超健身馆（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23301994xxxx6652 中乒D201901053

54 陈超 男 邹平开发区陈超健身馆（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23301978xxxx6715 中乒D201901054

55 苟永建 男 安康市斯蒂卡乒乓球培训中心 6124211964xxxx0357 中乒D201901055

56 龙宇 男 淮北市体育中学 3406211998xxxx2495 中乒D201901056

57 高冉 女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2031996xxxx3228 中乒D201901057

58 杨曦 女 滦平县人民法院 1308241995xxxx002X 中乒D201901058

59 刘文杰 男 呼和浩特市锐杰乒乓球培训中心 1504041990xxxx6319 中乒D201901059

60 许建荣 男 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3202231970xxxx1579 中乒D201901060

61 刘小琳 女 天津市北辰区炬豪乒乓球俱乐部 1201061992xxxx1029 中乒D201901061

62 于龙 男 天津市北辰区炬豪乒乓球俱乐部 1201061988xxxx7030 中乒D201901062

63 姚元省 男 青岛市崂山区育才学校 3729011990xxxx3138 中乒D201901063

64 孙阳 男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2031988xxxx5116 中乒D201901064

65 徐建夏 男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2031976xxxx0914 中乒D201901065

66 程珊珊 女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空港小学 3706821986xxxx1925 中乒D201901066

67 邓皓天 男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 5101822001xxxx6871 中乒D201901067

68 王宇 女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 3303261981xxxx0742 中乒D201901068

69 李梦琼 女 抚顺市彩虹乒乓球俱乐部 2104111993xxxx1820 中乒D201901069

70 宋伟 男 吉林市北奇乒乓球馆 2202041973xxxx2776 中乒D201901070

71 王迈 男 甘肃省乒乓球队 1301811994xxxx8719 中乒D201901071

72 鲍丰 男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306821993xxxx0057 中乒D201901072

73 马锐江 男 甘肃省乒乓球队 6204031969xxxx0511 中乒D201901073

74 郑思聪 男 青岛良友乒乓球活动中心 3702031961xxxx0316 中乒D201901074

75 高攀 男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 3710211972xxxx0019 中乒D201901075

76 葛宏宇 男 梅河口市汇康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201021983xxxx3319 中乒D201901076

77 蔡雪 女 梅河口市体育中心 2202841982xxxx1561 中乒D201901077

78 杨阳 男 梅河口市汇康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205811986xxxx1674 中乒D201901078

79 赵东明 男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1202221976xxxx5232 中乒D201901079

80 李佑瑞 男 华杰体育服务中心 3729011989xxxx315X 中乒D201901080

81 孙轶 男 邢台市乒乓球协会 3601021979xxxx4337 中乒D201901081

82 贾文 女 江南大学 3202111968xxxx3444 中乒D201901082

83 李强 男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学校 2302041979xxxx2116 中乒D201901083

84 高源 男 无 1521281989xxxx1819 中乒D201901084



85 杨柳 女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 2308041991xxxx0527 中乒D201901085

86 马强 男 深圳市南山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4403071986xxxx1537 中乒D201901086

87 夏中宁 男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团结街小学 3405211970xxxx0055 中乒D201901087

88 刘伟 男 福州名冠乒乓球培训中心 4312231983xxxx4815 中乒D201901088

89 商丽坤 女 厦门市湖里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3504021964xxxx0029 中乒D201901089

90 李谷兴 男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306331990xxxx1714 中乒D201901090

91 陶夏安 男 龙胜各族自治县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局 4503281995xxxx0010 中乒D201901091

92 冯兴林 男 西雅健身中心 3729011990xxxx311X 中乒D201901092

93 刘佳伟 男 溧水星银乒乓球俱乐部 3422222000xxxx0057 中乒D201901093

94 冯天煦 女 长春市慧德体育俱乐部 2201021990xxxx4020 中乒D201901094

95 宋强 男 莒南县自来水公司 3728241975xxxx003x 中乒D201901095

96 孔德宁 男 安徽省巴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401021991xxxx0510 中乒D201901096

97 王苑苑 女 上海财经大学体育部 4104021973xxxx5524 中乒D201901097

98 龚卫红 男 厦门昀杰睿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1401231968xxxx3810 中乒D201901098

99 吕新平 男 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3707841983xxxx3538 中乒D201901099

100 黄惠华 男 杭州市建德捷冠少儿乒乓球培训中心 3301261969xxxx1334 中乒D201901100

101 李严 男 无 2107111966xxxx4636 中乒D201901101

102 潮洛蒙 男 内蒙古农业大学 6201021991xxxx6519 中乒D201901102

103 韩卫 男 永丰路水清沟乒乓球俱乐部 3702061962xxxx0010 中乒D201901103

104 张在峰 男 裕烽乒乓球俱乐部 3703041976xxxx6219 中乒D201901104

105 戴超一 男 昆明市五华区五环乒乓球馆 5321241992xxxx0015 中乒D201901105

106 赵青 女 青岛天罡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702021973xxxx492X 中乒D201901106

107 毛跃达 男 昆明市五环俱乐部 5301021975xxxx0017 中乒D201901107

108 宋德存 男 中彩矿业有限公司 1523271996xxxx0078 中乒D201901108

109 聂芳芳 女 南昌师范学院 3404061983xxxx3660 中乒D201901109

110 纪捷 男 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3208041999xxxx2719 中乒D201901110

111 季凯 男 镇江市乒乓球运动学校 3209821999xxxx577X 中乒D201901111

112 王慧 女 大同体校 1302031989xxxx0323 中乒D201901112

113 孙帅 男 成都工业学院 3702021990xxxx0431 中乒D201901113

114 梁松 男 坦洲镇联一小学 4600261982xxxx0091 中乒D201902001

115 张凤斐 女 罗湖体育馆 4416021992xxxx1766 中乒D201902002

116 蔡伟雄 男 深圳市罗湖区人们法院 4403011971xxxx5410 中乒D201902003

117 吴成宗 男 深圳宜景织带有限公司 4501041970xxxx1156 中乒D201902004

118 马恩博 男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运动学校 1101011977xxxx2037 中乒D201902005

119 杨蕊萍 女 深圳球缘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414211997xxxx4624 中乒D201902006

120 岳维维 女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390051983xxxx1022 中乒D201902007

121 黄发文 男 深圳球缘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507821988xxxx3018 中乒D201902008

122 曾剑霆 男 无 4521291992xxxx2510 中乒D201902009

123 吴皓 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4404211999xxxx8031 中乒D201902010

124 容梓聪 男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 8100002000xxxx001X 中乒D201902011

125 于明杰 女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2390051978xxxx2521 中乒D201902012

126 周璐婧 女 厦门金铸乒乓球俱乐部 3502052000xxxx1025 中乒D201902013

127 林桥盛 男 深圳市龙华区先进乒乓球俱乐部 4412241978xxxx375X 中乒D201902014



128 郑光合 男 无 4405201962xxxx2337 中乒D201902015

129 黎鸿森 男 怀集县育苗乒乓球培训中心 4412241994xxxx3791 中乒D201902016

130 王名洋 女 深圳搏乐乒乓球俱乐部 1301231990xxxx7543 中乒D201902017

131 王新苗 女 无 2307021980xxxx1223 中乒D201902018

132 卢根豪 男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乒乓球协会 4453021995xxxx0337 中乒D201902019

133 龙泉旭 男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乒乓球协会 4428271968xxxx0050 中乒D201902020

134 吕鑫磊 男 山东省青岛市鲁海乒乓球俱乐部 3702841997xxxx531X 中乒D201902021

135 李小武 男 无 1101081966xxxx2350 中乒D201902022

136 赵浩然 女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4415812001xxxx8229 中乒D201902023

137 关文君 女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4401831995xxxx6123 中乒D201902024

138 陆扣华 男 盐城市大丰区扣华少儿体育培训中心 3209261973xxxx8412 中乒D201902025

139 邓鸿昌 男 深圳市精英乒乓球培训学院 4416211996xxxx3036 中乒D201902026

140 李卓阳 男 陕西省体育局 2201041993xxxx1512 中乒D201902027

141 赵梓栋 男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健跃乒乓球俱乐部 1521221991xxxx0013 中乒D201902028

142 谢冲 男 冲冠乒乓球俱乐部 3508211998xxxx0037 中乒D201902029

143 魏泽宣 男 深圳市新兆威实业有限公司 4414231976xxxx5614 中乒D201902030

144 孟庆飞 男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729301985xxxx003X 中乒D201902031

145 王雷 男 日照市浩宇乒乓球俱乐部 3711021980xxxx0338 中乒D201902032

146 扈屹 男 个体 6541011989xxxx0016 中乒D201902033

147 梅斌 男 斗门区乒乓球协会 4404211994xxxx8011 中乒D201902034

148 朱宝祥 男 呼伦贝尔市红骏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502031986xxxx4210 中乒D201902035

149 陆奕霖 男 广东省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4404212000xxxx8119 中乒D201902036

150 张延华 男 济南市历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3707251973xxxx0033 中乒D201902037

151 余永清 男 个体培训 4414241980xxxx2574 中乒D201902038

152 贲清一 男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502021977xxxx0016 中乒D201902039

153 李昭煜 男 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华丰小学 4404021995xxxx9030 中乒D201902040

154 杨思彤 女 陕西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 3715021996xxxx0426 中乒D201902041

155 宋谦 男 陕西省乒乓球队 4313221991xxxx003X 中乒D201902042

156 杨磊 男 福建中医药大学 4201031987xxxx0013 中乒D201902043

157 邓致远 男 陕西省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6101031981xxxx3217 中乒D201902044

158 陈斗斗 男 珠海市奥之迪运动有限公司 4404211971xxxx0033 中乒D201902045

159 张程 男 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局 1101081993xxxx0432 中乒D201902046

160 周生银 男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杉杉乒乓球俱乐部 6421271964xxxx0015 中乒D201902047

161 李汉华 男 广州市海跃乒乓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4408811995xxxx3153 中乒D201902048

162 杨庆章 男 蒙山县乒乓球协会 4523311977xxxx0031 中乒D201902049

163 令玉红 男 吴忠市乒乓球协会 6421011969xxxx005X 中乒D201902050

164 王金凤 女 吴忠市乒乓球协会 6421011957xxxx0028 中乒D201902051

165 李聪 男 山东省沂水县实验小学 3713231990xxxx0016 中乒D201902052

166 张毅璇 女 爱乒艺体培训中心 3502041977xxxx2029 中乒D201902053

167 许翔宇 男 兰州虹旋乒乓球俱乐部 3422251992xxxx0078 中乒D201902054

168 吕新农 男 海安澳龙体育文化俱乐部 3206211964xxxx6911 中乒D201902055

169 吕瑜 女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502041978xxxx0343 中乒D201902056

170 杨成武 男 西安市青少年体育学校 6101041982xxxx2133 中乒D201902057



171 黄鑫 女 云南师范大学 2107031993xxxx3227 中乒D201902058

172 白璐 女 无 2104041989xxxx2124 中乒D201902060

173 李佳 女 东北财经大学 2201051982xxxx0624 中乒D201902061

174 冯誉隆 男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412021990xxxx1518 中乒D201902062

175 苗文静 女 青岛荣恩体育运动俱乐部 3707831988xxxx6947 中乒D201902063

176 李华文 男 湛江市乒乓球协会 4408831979xxxx0372 中乒D201902064

177 王金波 男 固安乒协金梦乒乓球俱乐部 1310221987xxxx0013 中乒D201902065

178 于子捷 男 聊城市高新区体育运动学校 3715022000xxxx1534 中乒D201902066

179 李科 男 深圳胜科特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2305241976xxxx2013 中乒D201902067

180 曹旭鸿 男 无 6422211971xxxx001X 中乒D201902068

181 陈曦 男 福建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 3506261992xxxx0018 中乒D201902069

182 余凯夫 男 个体 4407221965xxxx4716 中乒D201902070

183 刘吉 男 吉林省乒乓球队 2203021987xxxx0431 中乒D201902071

184 陈昆 男 常州市嘉纳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04821990xxxx0137 中乒D201902072

185 陈泽珊 女 珠海市香洲区吉莲小学 4405071986xxxx0940 中乒D201902073

186 主副力 男 舒华健身会馆 3713291991xxxx6015 中乒D201902074

187 雷大龙 男 无 3715241998xxxx3014 中乒D201902075

188 赵凤海 男 双城区体校 2301821985xxxx2015 中乒D201902076

189 蔡皓 女 皓琦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2301041981xxxx3445 中乒D201902077

190 吴丽君 女 福建中医药大学 3522271993xxxx0528 中乒D201902078

191 魏孟恺 男 海南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3405042001xxxx0017 中乒D201902079

192 聂丽霞 女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大准铁路公司 1527231974xxxx1826 中乒D201902080

193 臧杰鹏 男 沈阳市沈河体校 2106231994xxxx4099 中乒D201902081

194 李晓红 女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大准铁路公司 1527231972xxxx1827 中乒D201902082

195 李雨庭 男 佛山市海跃体育活动策划有限公司 4409821995xxxx4094 中乒D201902083

196 黄泽彬 男 品质品味服装店 4405271974xxxx1214 中乒D201902084

197 陈殿平 男 仕达乒乓球培训基地 1301811982xxxx5454 中乒D201902085

198 姜斌 男 云南省个旧市少体校锡都乒乓球馆 3601111968xxxx0935 中乒D201902086

199 万明 男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甄贤小学 3601021980xxxx4310 中乒D201902087

200 王兰冰 女 珠海华发奥特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奥特美康体中心 4401021974xxxx1427 中乒D201902088

201 赵渤际 男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2103041995xxxx1217 中乒D201902089

202 李建成 男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泰路小学 4101041973xxxx3513 中乒D201902090

203 叶锦豪 男 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4404211994xxxx8017 中乒D201902091

204 林焕隆 男 厦门群星会乒乓球俱乐部 3502051993xxxx1011 中乒D201902092

205 刘赢 女 珠海市新想乒乓球馆 2101021971xxxx531X 中乒D201902093

206 刘祖辰 男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泰路小学 2101061997xxxx4944 中乒D201902094

207 张新乐 男 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2301031983xxxx2821 中乒D201902095

208 刘帅 男 内蒙古满洲里市天鹰俱乐部 1301811987xxxx4387 中乒D201902097

209 王健 男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第二实验小学 3403211981xxxx0010 中乒D201902098

210 张健 男 萌思体育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5137231990xxxx2931 中乒D201902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