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证书编号

1 任雷 男 北京乒乓队 1302261970****5693 中乒继201901001

2 王长子 男 北京乒乓队 2304031996****0015 中乒继201901002

3 杨凯 男 北京乒乓队 1101081990****4918 中乒继201901003

4 马钰 男 北京乒乓队 1101011983****2530 中乒继201901004

5 丁丁 男 北京乒乓队 2301031982****2830 中乒继201901005

6 石雨菡 女 北京乒乓队 1101011989****1568 中乒继201901006

7 管甜缘 女 北京乒乓队 3201061993****2023 中乒继201901007

8 席敏杰 男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3101081978****2810 中乒继201901008

9 冯玮 女 天津市乒乓球羽毛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1201041971****6040 中乒继201901009

10 王旺 男 天津市乒乓球羽毛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1201101997****2737 中乒继201901010

11 钟锦堂 男 天津市乒乓球羽毛球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4401831998****8017 中乒继201901011

12 白洋 男 河北省体育局乒羽中心 1201031978****7013 中乒继201901012

13 彭文江 男 河北省体育局乒羽中心 1306021984****091X 中乒继201901013

14 刘艺伦 男 河北省体育局乒羽中心 1301051999****4815 中乒继201901014

15 褚建伟 男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3301031963****0470 中乒继201901015

16 孔纬 男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3301031973****2016 中乒继201901016

17 杨晓夫 男 吉林省体育局乒曲篮武管理中心 3700201986****3916 中乒继201901017

18 曲德昌 男 吉林省体育局乒曲篮武管理中心 2201021977****3314 中乒继201901018

19 伍乙川 男 安徽省体育局训练基地管理中心乒乓球队 3401041979****1013 中乒继201901019

20 李元龙 男 安徽省体育局训练基地管理中心乒乓球队 3401041978****1012 中乒继201901020

21 水晶林 男 安徽省体育局训练基地管理中心乒乓球队 3402231994****003X 中乒继201901021

22 高雨晴 女 安徽省体育局训练基地管理中心乒乓球队 3401111996****1524 中乒继201901022

23 沈凯 男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6401031980****1858 中乒继201901023

24 徐苗文静 女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 6401021996****0343 中乒继201901024

25 周长龙 男 淄博市乒管中心 3703211990****3950 中乒继201901025

26 李志民 男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6403821992****061X 中乒继201901026

27 王金凤 女 宁夏吴忠市乒乓球协会 6421011957****0028 中乒继201901027

28 明焱 男 宁夏吴忠市乒乓球协会 6421011962****0014 中乒继201901028

29 令玉红 男 宁夏吴忠市乒乓球协会 6421011969****005X 中乒继201901029

30 刘奇 男 海宁市乒乓球协会 3301811992****0011 中乒继201901030

31 徐学丰 男 大庆乒乓球协会 2306031959****041X 中乒继201901031

32 刘寒冰 女 平罗县乒乓球协会 6402211985****5125 中乒继201901032

33 梁正 男 平罗县乒乓球协会 6402211993****0031 中乒继201901033

34 洪  伟 男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 3101091967****0439 中乒继201901034

35 吴文豪 男 上海市曹燕华乒乓球俱乐部 3202031996****1217 中乒继201901035

36 顾翠芹 女 上海曹燕华乒乓俱乐部 3208211980****5108 中乒继201901036

37 杨宏 女 上海曹燕华乒乓俱乐部 3422251978****6629 中乒继201901037

38 位盼 女 上海曹燕华乒乓俱乐部 3422251988****6246 中乒继201901038

39 成红光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83****0013 中乒继201901039

40 成红亮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78****6917 中乒继201901040

41 韩晓鹏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427301990****0639 中乒继201901041

42 陈仲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79****7510 中乒继201901042

43 师亚京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85****751x 中乒继201901043

44 金钊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87****0011 中乒继20190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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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薛云龙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061988****2737 中乒继201901045

46 苏鹏宇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94****7510 中乒继201901046

47 孙卓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2251996****0033 中乒继201901047

48 李惠娟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23241971****0027 中乒继201901048

49 宋雪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2205811979****0163 中乒继201901049

50 李硕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2205811996****0226 中乒继201901050

51 张树杉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404021983****1237 中乒继201901051

52 郝斌娜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051970****2123 中乒继201901052

53 施华丽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75****004X 中乒继201901053

54 雷达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89****6914 中乒继201901054

55 樊军荣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021981****0645 中乒继201901055

56 位硕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021987****0620 中乒继201901056

57 张宽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231988****3699 中乒继201901057

58 张羽潼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021993****1511 中乒继201901058

59 秦昊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4114031997****1256 中乒继201901059

60 张紫巍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1301999****2727 中乒继201901060

61 宁静 女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1304292000****4669 中乒继201901061

62 阎柃晓 男 林州市乒乓球协会培训基地 4105211998****0057 中乒继201901062

63 王涌 男 林州市乒乓球协会培训基地 4105211999****0039 中乒继201901063

64 阎柯晓 男 林州市乒乓球协会培训基地 4105211998****0030 中乒继201901064

65 信师军 男 济南市商河县实验小学 3724291960****0418 中乒继201901065

66 张宇峰 男 商丘实验小学 1405221976****0034 中乒继201901066

67 孙志勇 男 石家庄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1301211975****1017 中乒继201901067

68 吴刚 男 河北省邯郸市少年业余体校 1301021984****0611 中乒继201901068

69 王鸿升 男 河北省邯郸市少年业余体校 1301051989****0612 中乒继201901069

70 赵爽 男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全民健身中心 2302211992****0912 中乒继201901070

71 王健 男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 1426011989****1010 中乒继201901071

72 李建成 男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泰路小学 4101041973****3513 中乒继201901072

73 吴军 男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 3429231977****001X 中乒继201901073

74 张建军 男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第一实验小学 3705231966****0056 中乒继201901074

75 陈向前 男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 6223221964****0000 中乒继201901075

76 杨国花 女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第四中学 6223221971****0000 中乒继201901076

77 王福基 男 甘肃省古浪县第一中学 6223231977****6131 中乒继201901077

78 李幸福 男 无锡市后宅中学 3207221983****5715 中乒继201901078

79 周聪 男 陕西省西安中学 6104811994****0590 中乒继201901079

80 张小彬 男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实验高中 2306211979****0916 中乒继201901080

81 刘姣 女 正定县特殊教育学校 1301231993****7523 中乒继201901081

82 孙美琪 女 黑龙江省依安县春雨学校 2302231997****3325 中乒继201901082

83 刘鲁雁 男 退休 1101011950****2559 中乒继201901083

84 白志坚 男 云南省开远市 5325261960****1710 中乒继201901084

85 曾红 女 云南省开远市 5325261968****1726 中乒继201901085

86 吕鸿 男 杭州市体育馆 3306231975****7779 中乒继201901086

87 陈亮 男 常熟市梅李镇博发乒乓球俱乐部 3213241983****4635 中乒继201901087

88 苟永建 男 安康市斯蒂卡乒乓球培训中心 6124211964****0357 中乒继201901088

89 李春莉 女 安康市斯蒂卡乒乓球培训中心 6124211965****0147 中乒继201901089

90 陈卫东 男 爱贝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101051967****613X 中乒继201901090



91 陈巧容 女 厦门杰乒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3505831991****3742 中乒继201901091

92 陈渤昊 男 梅河口市汇康体育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202031995****3932 中乒继201901092

93 陈佳奇 女 梅河口市汇康体育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202811992****0028 中乒继201901093

94 杨建国 男 山西省孝义体协 1411811976****0037 中乒继201901094

95 杨尹苗 女 山西省孝义市老体协 1426021985****2028 中乒继201901095

96 付弘文 男 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老体协 5222231976****1211 中乒继201901096

97 刘军 男 个人 2310051969****0511 中乒继201901097

98 付新生 男 迁西 1302261970****5693 中乒继201901098

99 丁文华 女 3206821993****8282 中乒继201901099

100 吴颢 男 山东省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3703231989****0012 中乒继201901100

101 张旭光 女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310051983****4581 中乒继201901101

102 刘向勇 男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第一中学 1311811991****0976 中乒继201901102

103 李佳栋 男 北京乒乓队 3622041992****5119 中乒继201901103

104 刘奕鹏 男 甘肃省嘉峪关市体育局体育中心 6201031995****5017 中乒继201901104

105 许文斌 男 福建省福鼎市乒协 3522241974****0035 中乒继201901105

106 夏海声 男 福建省福鼎市乒协 3522241977****0032 中乒继201901106

107 韦治刚 男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3209111987****5375 中乒继201901107

108 朱晓林 男 商河县实验小学乒乓球训练基地 3724291963****0416 中乒继201901108

109 陈桂亭 女 石家庄现代城小学 1304061966****0645 中乒继201901109

110 华锡龙 男 无锡市后宅中学 3202221974****7570 中乒继201901110

111 巫坤亚 男 郑州财经学院 4105261982****5818 中乒继201901111

112 张振龙 男 房管所 1306271971****3873 中乒继201901112

113 郭同杰 男 邯郸市峰峰矿区自由职业者 1304061962****1533 中乒继201901113

114 赵连军 男 济南市钢城区圆梦乒乓球俱乐部 3709191963****0813 中乒继201901114

115 郭拂晓 男 山东省邹平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03221997****2513 中乒继201901115

116 赵亚男 女 山东省邹平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23301996****4687 中乒继201901116

117 靳鑫 男 山东省邹平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05021996****1219 中乒继201901117

118 陈超 男 山东省邹平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23301978****6715 中乒继201901118

119 杨安康 男 山东省邹平市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3723301994****6652 中乒继201901119

120 朱盛华 男 沪西乒乓球馆 6540011981****1415 中乒继201902001

121 李洪亮 男 电影公司 1504221971****0035 中乒继201902002

122 连喆 男 包头市少年宫 1502021989****0611 中乒继201902003

123 刘婧婵 女 山东省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3705021984****0023 中乒继201902004

124 姜耀亮 男 北京兴美晟行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101051958****8319 中乒继201902005

125 彭博 男 广西 4503021993****2035 中乒继201902006

126 王龙 男 莱芜龙腾乒乓球俱乐部 3712022001****6816 中乒继201902007

127 王卫华 男 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 3705021973****6012 中乒继201902008

128 隋立平 男 东营市东营区第一中学 3705021974****3615 中乒继201902009

129 马纯海 男 辽河油田测井俱乐部 2111031968****0631 中乒继201902010

130 王强 男 西昌学院 5131241990****2296 中乒继201902011

131 崔乐 男 健康元素艺术培训学校 1501051996****3617 中乒继201902012

132 邓建军 男 广东清远市清新区第三中学 4418271965****4775 中乒继201902013

133 朱立强 男 京津冀乒乓国际交流中心 3426231958****0014 中乒继201902014

134 崔宁波 男 个人 3703051989****6513 中乒继201902015

135 蒋峰 男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3101051978****0019 中乒继201902016

136 李玉杰 男 个体 3710811981****0016 中乒继201902017



137 蔡昱涵 女 鞍山天禧乒乓球俱乐部 2112811999****1084 中乒继201902018

138 张云鳌 男 鞍山市天禧乒乓球俱乐部 2103021999****0634 中乒继201902019

139 王芝佩 女 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3701231986****6221 中乒继201902020

140 潘文超 男 日照市中医医院 3711021994****0534 中乒继201902021

141 王苹 女 新疆兵团棉麻集团有限公司 6528011969****3921 中乒继201902022

142 王宁萱 女 天禧乒乓球俱乐部 2110811999****0022 中乒继201902023

143 刘鑫 男 北京市育星乒乓球俱乐部 1101021990****1512 中乒继201902024

144 孙远睿 男 书豪乒乓球培训基地 1503021996****3532 中乒继201902025

145 安丰达 男 山东省沂水县实验小学 3713231995****0811 中乒继201902026

146 陆扣华 男 盐城市大丰区扣华少儿体育培训中心 3209261973****8412 中乒继201902027

147 柴霄华 男 四川省德阳市乒协 2301041983****3413 中乒继201902028

148 刘伟 男 山东省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3706021987****1810 中乒继201902029

149 沈茂广 男 上海怡沈实业有限公司 3203251969****1352 中乒继201902030

150 王元迪 男 启迪乒乓球俱乐部 2302031986****121X 中乒继201902031

151 马亚玮 男 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 4407851989****6359 中乒继201902032

152 张琰剡 男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乒乓球协会 3703031989****5118 中乒继201902033

153 刘闯 男 退休 2111031949****0010 中乒继201902034

154 刘逊 男 天津市乒羽小球中心 1201041961****6010 中乒继201902035

155 李振山 男 河北省体育局 1301021972****0654 中乒继201902036

156 金瑜群 男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3303021972****4811 中乒继201902037

157 王坤腾 男 腾博乒乓球俱乐部 1310261984****4119 中乒继201902038

158 张超 男 超越乒乓 2302061986****0912 中乒继201902039

159 刘萍 女 河北金融学院 3707811982****052X 中乒继201902040

160 侯天慧 女 永银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02241997****0026 中乒继201902041

161 宋谦 男 陕西省乒乓球队 4313221991****003X 中乒继201902042

162 高胜蓝 女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逸胜文化创业苑残疾人之家 3202831989****4447 中乒继201902043

163 吕乐逸 男 无锡逸升大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3202061995****2418 中乒继201902044

164 马旭东 男 涞源县第一小学 1324241970****211X 中乒继201902045

165 郭啸 男 盐城市纵恒体育培训中心 3209111988****5359 中乒继201902046

166 张如彬 男 延吉市晨星体育 2224011988****2515 中乒继201902047

167 梁依林 男 兖州区天道乒羽俱乐部 3708821992****0819 中乒继201902048

168 王克胜 男 社会体育教练员 2204021988****0037 中乒继201902049

169 吴吉 男 宿松县吴吉乒乓球训练中心 3408261990****4817 中乒继201902050

170 张国防 男 济南市刘旭乒乓球俱乐部 3708281994****0317 中乒继201902051

171 陈思嘉 男 延吉市晨星体育 2304032000****041X 中乒继201902052

172 李文峰 男 怀集县育苗乒乓球培训中心 4412242001****3730 中乒继201902053

173 金一 男 延吉市晨星体育 2224261983****0017 中乒继201902054

174 耿虹生 男 延吉市晨星体育 2224241990****5116 中乒继201902055

175 程小林 男 延吉市晨星体育 2224021973****021x 中乒继201902056

176 华洋 男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713281990****0018 中乒继201902057

177 王金波 男 固安乒协金梦乒乓球俱乐部 1310221987****0013 中乒继201902058

178 孟浩 男 济南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3701811990****4113 中乒继201902059

179 刘积德 男 贵州师范大学 4325031981****7013 中乒继201902060

180 张珺 女 3710811982****0020 中乒继201902061

181 张成强 男 3713231992****1711 中乒继201902062

182 张振兴 男 寿阳体校 1424271989****631X 中乒继201902063



183 李亚鲁 男 济南刘旭乒乓球俱乐部 3708281993****1339 中乒继201902064

184 高峰 男 深圳市乒峰体育有限责任公司 4105031984****2034 中乒继201903001

185 杨晓梅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5102021981****0326 中乒继201903002

186 徐飞龙 男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3101091976****3238 中乒继201903003

187 潘咪 女 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 4502211992****0327 中乒继201903004

188 徐佐嘉蓉 女 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 5301021996****4924 中乒继201903005

189 刘俊峰 男 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 1508231996****3939 中乒继201903006

190 杭安国 男 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 5301031963****2937 中乒继201903007

191 罗倩 女 无 4403011996****0623 中乒继201903008

192 张瑜 女 徐汇区第一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4101051984****0085 中乒继201903009

193 贾烽 男 华东理工大学乒乓球俱乐部 3307021996****2317 中乒继201903010

194 岳京京 女 华东理工大学乒乓球俱乐部 1307211999****0549 中乒继201903011

195 房岩 女 青岛山水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3702051973****3523 中乒继201903012

196 向勇 男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实验小学 5201121974****0311 中乒继201903013

197 董林 男 厦门市竞技体育发展中心 1301021974****0611 中乒继201903014

198 周彦杉 男 同心县杉杉乒乓球俱乐部 6403241992****0037 中乒继201903015

199 冉茂江 男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实验小学 5226261988****3614 中乒继201903016

200 吴迪 女 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2301041982****1748 中乒继201903017

201 鞠树伟 女 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2301081982****1262 中乒继201903018

202 李波 男 重庆市大渡口区体育局 5102031979****0419 中乒继201903019

203 童玉琴 女 江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3601021984****4446 中乒继201903020

204 蔡练 男 江西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4205001979****0099 中乒继201903021

205 陈叶君 男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 3101121988****1832 中乒继201903022

206 郑瑛 女 江西省体育运动学校 3625021987****0427 中乒继201903023

207 刘昊 男 厦门市湖里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3502041987****6513 中乒继201903025

208 刘奕鹏 男 甘肃省嘉峪关市奕鹏乒乓球俱乐部 6201031995****5017 中乒继201903026

209 朱晓冬 男 上海伯远乒乓球俱乐部 3101081984****1030 中乒继201903027

210 陈宏杰 男 深圳市横岗乒乓球协会 4412271974****0318 中乒继201903028

211 唐亦雪 女 河南省乒网中心 4101051994****0021 中乒继201903029

212 张瑜 男 上海恺谌乒乓俱乐部 4104251980****0993 中乒继201903030

213 张丰华 男 华阴市城关中学教师 6105821989****0016 中乒继201903032

214 李文 男 甘肃省玉门市体育中心 6221011967****1410 中乒继201903033

215 刘金豹 男 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4104021984****5596 中乒继201903034

216 彭子委 男 军辉保安公司 4416211995****2035 中乒继201903035

217 杨秀杰 男 日照市东港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3711021989****0399 中乒继201903036

218 刘健 男 南京体育学院 3201131965****4878 中乒继201903037

219 方翔 男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3201021982****241X 中乒继201903038

220 李铭德 男 南京体育学院 3205041980****1510 中乒继201903039

221 沈阳 男 泰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3208211982****7197 中乒继201903040

222 赵刚 男 南京体育学院 3201131970****4816 中乒继201903041

223 郑凯敏 男 深圳市新星少儿乒乓球培训中心 3506281982****0035 中乒继201903042

224 邱小龙 男 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4290051995****0890 中乒继201903043

225 李耀耀 男 深圳市福田区体校 4201111974****4178 中乒继201903044

226 何玉蓉 女 湖北省体育局乒羽管理中心 4201061985****1320 中乒继201903045

227 余世钦 男 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4201111984****4054 中乒继201903046

228 吴广 男 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4201061975****1213 中乒继201903047



229 刘龙 男 北京爱思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301811979****6018 中乒继201903048

230 王贺勋 男 山西省大同市 1402021953****4019 中乒继201903049

231 高蕾 男 厦门市湖里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3506211971****0011 中乒继201903050

232 饶静文 女 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4201061985****1228 中乒继201903051

233 顾晓飞 女 辽宁省体育局 2101111987****1021 中乒继201903052

234 王鹏 女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2101021976****5328 中乒继201903053

235 马文龙 男 北京金丰越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乒乓球俱乐部） 1101041981****0838 中乒继201903054

236 陈萌 女 青岛市少年宫 3702021982****5446 中乒继201903055

237 金颖 女 北京金丰越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乒乓球俱乐部） 1101041979****2540 中乒继201903056

238 王昱木 女 辽宁省体育局 2104021973****1521 中乒继201903057

239 吕曜男 女 四川省体育局 2104021982****3549 中乒继201903058

240 汤科 男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 5101071981****1578 中乒继201903059

241 王露 女 东莞市塘厦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4401811983****752x 中乒继201903060

242 郑长弓 男 四川省体育局 5101071985****0531 中乒继201903061

243 谢悦章 男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5101071983****1577 中乒继201903062

244 单明杰 男 南京体育学院 3201021983****463X 中乒继201903063

245 段小玲 女 南京体育学院 3201131964****4887 中乒继201903064

246 曹育农 男 南京体育学院 3201131961****4812 中乒继201903065

247 刘平 男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5129011961****0813 中乒继201903066

248 潘小杰 男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学校 3310021994****431X 中乒继201903067

249 李晓宏 男 陕西省咸阳市咸阳彩虹学校 6121331969****3611 中乒继201903068

250 殷翔 男 十堰市翔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203031988****281X 中乒继201903069

251 安安 男 首都体育学院 1101021993****0078 中乒继201903070

252 周热闹 男 广东省深圳市实验学校中学部 4209841987****9030 中乒继201903071

253 宋金洋 男 深圳市博鳌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101051984****031X 中乒继201903072

254 耿啸虓 女 江西财经大学 2104021986****0549 中乒继201903073

255 赵卓 女 阜新市乒乓球学校 2109041981****0521 中乒继201903074

256 阳刚 男 陕西省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6101031972****323X 中乒继201903075

257 姜川 男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2201061986****8016 中乒继201903077

258 喻驻京 男 享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101081965****6350 中乒继201903078

259 李佳栋 男 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3622041992****5119 中乒继201903079

260 胡迪 男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2201061988****9017 中乒继201903080

261 吴维俊 男 南通市通州区乒乓球运动学校 3206021989****2014 中乒继201903081

262 贲清一 男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502021977****0016 中乒继201903082

263 岳维维 女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390051983****1022 中乒继201903083

264 吕瑜 女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502041978****0343 中乒继201903084

265 王新苗 女 无 2307021980****1223 中乒继201903085

266 潘朝霞 女 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运动学校 5101021971****8984 中乒继201903086

267 陈晓云 女 河北 6101031973****3220 中乒继201903087

268 于明杰 女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2390051978****2521 中乒继201903088

269 蔡巧玲 女 长泰县青少年体育学校 3506251989****0045 中乒继201903089

270 王园园 女 辽宁阜新名将之约俱乐部 2109021982****0048 中乒继201903090

271 李佳 女 大连交通大学 2101021981****5349 中乒继201903091

272 张玉玉 女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3702031987****5924 中乒继201903092

273 杨镇铭 男 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灵水中心小学 3203021990****201X 中乒继201903093

274 韩勋 男 山东鲁能乒乓球学校 3707841992****861X 中乒继201903094



275 许博闻 男 青岛城阳尚峰乒乓球俱乐部 3703211994****3932 中乒继201903095

276 魏泽宣 男 深圳市新兆威实业有限公司 4414231976****5614 中乒继201903096

277 孔维峰 男 大连交通大学 2302031971****2130 中乒继201903097

278 汤光德 男 无 4323021974****0315 中乒继201903098

279 苏琪睿 女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化体育局 2307021978****1224 中乒继201903099

280 赵龙 男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2102031987****2038 中乒继201903100

281 张凤斐 女 深圳市大维鸣慧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416021992****1766 中乒继201903101

282 蔡伟雄 男 深圳市罗湖区人们法院 4403011971****5410 中乒继201903102

283 林桥盛 男 深圳市龙华区先进乒乓球俱乐部 4412241978****375X 中乒继201903103

284 马强 男 深圳市南山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4403071986****1537 中乒继201903104

285 王泽亚 男 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4101051991****0118 中乒继201903105

286 谢赛克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球类中心 13CR75857***** 中乒继201903106

287 赵珺 女 中国乒乓球协会汕头市乒乓球学校 2301291997****0028 中乒继201903107

288 齐智立 男 南充市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5111811995****0016 中乒继201903108

289 陈远国 男 台山市乒乓球协会 4407221973****3815 中乒继201903109

290 吴海琪 女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4401811991****0024 中乒继201903110

291 周乐 男 湖南岳动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306021978****3514 中乒继201903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