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中国田径协会教练员注册审核通过名单(2020-07-08)

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安徽 新注册 徐从先 男 47 10公里竞走 340***********4101 二线 高级
安徽 新注册 陈根硕 男 27 200米 340***********3001 二线 初级
安徽 新注册 张怀川 男 37 400米栏 340***********5101 一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杨银文 男 51 800米 340***********9355 二线 副高级
安徽 新注册 袁刚 男 44 跳远 340***********9101 二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陈泷 男 34 400米 350***********5303 二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孔辉 男 44 跳高 342***********6283 二线 初级
安徽 新注册 龚浩 男 36 110米栏 340***********9153 二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李昶 男 58 铅球 342***********2001 二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武海燕 女 40 跳远 340***********2102 二线 中级
安徽 新注册 付小伟 男 35 5000米 342***********3121 二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陈亚玲 女 36 跳远 340***********4102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丁志年 男 64 铅球 340***********5101 一线 副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都跃春 男 48 400米 340***********5101 一线 国家级
安徽 确认注册 李凤峰 女 41 铅球 340***********8104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刘玉龙 男 50 标枪 340***********7103 一线 中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吕晓冰 男 41 100米栏 340***********3103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马明贵 男 53 跳远 340***********3103 一线 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毛子健 男 35 100米 340***********5001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庞岩 男 57 三级跳远 340***********5101 一线 中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孙超 男 33 50公里竞走 340***********8283 一线 副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孙颐波 男 33 跳远 340***********5651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吴宏 男 49 铅球 340***********5101 一线 中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吴频 女 55 七项全能 340***********8102 一线 副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徐辅霞 女 47 400米栏 340***********7102 一线 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郁刚 男 51 100米 340***********1103 一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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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安徽 确认注册 张五一 男 65 撑竿跳高 340***********6201 一线 副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郑晓峰 男 42 800米 342***********5185 一线 副高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周钢 男 47 跳远 340***********7101 二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周巧利 女 35 马拉松 130***********3334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周同美 女 32 20公里竞走 342***********4474 一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王浩 男 57 5000米 532***********4003 一线 中级
安徽 确认注册 袁浩 男 58 撑竿跳高 310***********4125 一线 高级 陕西
安徽 确认注册 孙游 男 52 链球 110***********9051 一线 高级 北京,内蒙古,浙江,上海
安徽 确认注册 李希猛 男 26 铅球 341***********1397 二线 初级
安徽 确认注册 王栋青 男 35 110米栏 340***********1103 二线 中级

八一南昌 新注册 焦保忠 男 47 20公里竞走 211***********8961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新注册 朱兴有 男 53 马拉松 110***********6131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纪伟 男 36 100米栏 120***********506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张宏伟 男 45 撑竿跳高 210***********137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祝衡军 男 33 十项全能 211***********515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左世豪 男 29 铅球 412***********7497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杜小鹏 男 44 十项全能 110***********8131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冯小茗 男 32 链球 230***********308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黄乐 男 42 跳远 410***********5903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王燕鸣 男 54 跳高 110***********0277 一线 副高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文吉利 男 46 铅球 210***********1171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叶奎刚 男 44 链球 210***********0243 一线 副高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刘海涛 男 37 200米 120***********8797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于家帅 男 34 三级跳远 210***********869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殷德文 男 29 标枪 230***********8161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确认注册 陶德洲 男 44 10000米 420***********9419 一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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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新注册 赵志明 男 56 200米 110***********5001 业余 副高级
北京 新注册 王林 男 60 三级跳远 130***********2091 业余 副高级
北京 新注册 戴立 男 29 标枪 110***********0591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 新注册 厉素云 女 30 800米 231***********3042 一线 初级
北京 新注册 张凯 男 26 跳高 110***********6541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 新注册 高连峰 男 50 七项全能 110***********1275 业余 副高级 四川,广东
北京 新注册 李涛 男 50 跳远 110***********7273 业余 副高级
北京 确认注册 陈宏恩 男 54 800米 370***********5081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陈立新 男 49 5000米 110***********4271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陈胜华 男 59 跳高 110***********2613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陈泽斌 男 57 十项全能 350***********7045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丁群 男 57 十项全能 110***********4281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韩志斌 男 40 800米 130***********2063 业余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侯兴良 男 36 100米 110***********5313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胡宏伟 男 59 三级跳远 210***********6053 二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胡巍巍 男 36 马拉松 150***********5251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刘建成 男 58 100米栏 110***********6121 业余 高级
北京 确认注册 苏京涛 男 48 铁饼 110***********9273 业余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孙璞 男 55 400米 110***********3635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王华 男 32 跳高 371***********5891 业余 初级
北京 确认注册 王嘉陵 男 70 跳高 110***********1711 业余 高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夏斌 男 54 200米 420***********7327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徐扬 男 50 跳高 320***********1481 一线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闫苏京 女 58 标枪 110***********0002 业余 高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姚岸达 男 32 200米 130***********0121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姚鹏 男 48 110米栏 130***********2151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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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确认注册 张宏 男 53 200米 110***********0091 一线 高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张榴红 女 51 铅球 320***********8484 二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张娜嘉 女 42 跳远 450***********6152 一线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张培萌 男 33 100米 110***********3631 业余 中级 山东
北京 确认注册 左麟 男 42 跳远 110***********5121 业余 初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张伟 男 56 标枪 350***********7053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杨海荣 女 42 三级跳远 110***********8122 业余 中级
北京 确认注册 顾扬 男 51 400米栏 110***********9151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蒋涛 男 49 110米栏 110***********6241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 确认注册 杨波 男 41 400米 210***********6401 业余 初级
北京 确认注册 张树峰 男 35 跳高 230***********4063 一线 体育教师 陕西,山东

北京体育大学 新注册 王丽萍 女 43 20公里竞走 210***********8204 一线 国家级 浙江,山东,河南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黄德建 男 49 1500米 511***********0295 一线 初级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李亚丽 女 44 跳远 510***********8156 一线 中级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刘珂 男 50 400米 510***********2041 一线 中级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尹靖 男 32 110米栏 510***********3201 一线 中级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吴峰 女 62 跳远 510***********2376 一线 高级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周拯宇 男 28 100米栏 511***********8879 一线 体育教师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齐海峰 男 38 十项全能 211***********7863 一线 中级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刘芳 女 30 5000米 371***********5002 业余 初级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徐明军 男 45 跳远 510***********5265 一线 中级 贵州
成都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魏国新 男 50 跳高 511***********4001 一线 高级 云南

福建 新注册 陈翠平 女 49 100米栏 330***********7044 业余 中级
福建 新注册 周东焱 男 50 铅球 352***********1251 一线 中级
福建 新注册 阮召武 男 50 100米 352***********3003 业余 高级
福建 新注册 俞华秀 女 48 跳远 350***********9048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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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新注册 姚月华 女 39 400米栏 350***********7104 业余 中级
福建 新注册 王静 女 32 100米 350***********6002 业余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蔡军 男 51 跳远 350***********0073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陈建生 男 57 400米 350***********2037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陈欣 男 28 100米 350***********0001 二线 初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陈艳君 女 32 跳高 350***********3084 一线 体育教师
福建 确认注册 陈燕平 男 54 三级跳远 350***********7039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陈尊荣 男 57 跳远 350***********0043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丁雷 男 56 七项全能 110***********6275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高炳耀 男 52 400米栏 350***********5065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宫长江 男 44 1500米 371***********6051 业余 初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郭凡 男 34 100米 350***********0271 一线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黄宝挺 男 45 三级跳远 350***********9037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姜学洲 男 45 400米栏 350***********5201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柯赛光 男 32 400米 350***********7685 业余 体育教师
福建 确认注册 兰应汹 男 35 400米 330***********7849 一线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李晓云 女 49 铅球 210***********0532 业余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李延熙 男 37 跳远 130***********6063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林东 男 39 标枪 350***********7271 业余 中级 八一南昌
福建 确认注册 林飞燕 女 50 跳远 350***********2202 二线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林清泉 男 33 十项全能 350***********6003 业余 初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林鹰 男 55 三级跳远 350***********8019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刘朝旭 男 46 100米栏 350***********0037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福建 确认注册 刘勇君 女 55 跳高 350***********2040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牟连娟 女 46 七项全能 230***********3286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福建 确认注册 施向荣 男 56 400米 350***********3041 一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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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确认注册 宋书林 男 46 撑竿跳高 210***********7531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汤乃童 男 59 标枪 342***********4141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王勇 男 44 撑竿跳高 350***********4081 业余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尤汉山 男 43 400米栏 350***********1305 一线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于志杨 男 33 1500米 370***********3229 一线 体育教师
福建 确认注册 郑浩发 男 34 撑竿跳高 350***********6591 业余 初级
福建 确认注册 郑志佳 男 56 跳远 110***********7271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杨小平 男 56 跳高 350***********6001 业余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李宝莲 女 57 标枪 530***********1296 一线 高级
福建 确认注册 苏鹭明 男 44 100米 350***********5207 业余 中级
福建 确认注册 吴杜锽 女 37 200米 350***********2060 业余 中级
甘肃 新注册 李莉 女 31 20公里竞走 622***********8192 一线 中级
甘肃 新注册 卢韩雄 男 35 800米 620***********8583 一线 中级
甘肃 新注册 马虎 男 22 1500米 622***********5007 二线 体育教师
甘肃 新注册 杜瑾 女 27 标枪 620***********6272 二线 体育教师
甘肃 新注册 郝龙宝 男 58 100米 620***********0101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新注册 李志强 男 36 马拉松 620***********6653 二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韩宗敏 男 49 马拉松 620***********1101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李江学 男 46 5000米 620***********3103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马峰 男 50 铁饼 620***********8109 一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牟继荣 男 39 20公里竞走 620***********1581 二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宋绍强 男 46 20公里竞走 620***********9101 二线 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汤明 男 57 铅球 620***********4651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田新林 男 41 50公里竞走 620***********0103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王立峰 男 45 10000米 620***********9653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吴建军 男 47 5000米 620***********1101 二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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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确认注册 薛建军 男 59 5000米 620***********6103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杨大春 男 50 跳高 620***********3581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杨维泽 男 37 1500米 620***********0103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张俊 男 49 三级跳远 620***********9585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周应刚 男 41 50公里竞走 620***********9581 一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佟红燕 女 51 跳远 620***********7582 二线 副高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张晓冬 男 32 5000米 371***********4161 二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梁红玉 女 42 铅球 620***********8654 二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王芸 女 32 铁饼 652***********6056 二线 初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石广银 男 33 1500米 622***********5061 二线 初级
甘肃 确认注册 张坤 男 32 400米 371***********4001 二线 初级
甘肃 确认注册 王东升 男 38 三级跳远 620***********8581 二线 中级

甘肃 确认注册 李国强 男 67 3000米障碍 310***********5623 一线 国家级
四川,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八

一南昌
广东 新注册 罗旭明 男 51 100米 440***********9145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刘晓金 女 32 400米 360***********2172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岑玉梅 女 46 100米栏 440***********3002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程杰 男 47 400米 440***********200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王民 男 58 跳高 440***********161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黄连登 男 42 400米 441***********633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郑志杰 男 47 标枪 420***********8417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姚美好 女 44 100米 441***********5636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程长宏 男 55 10000米 440***********121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雷捷 男 37 100米 440***********5031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宁德宝 女 57 100米 430***********7102 业余 国家级
广东 新注册 刘付霖 男 37 400米栏 440***********8147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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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注册 庞亚平 男 49 跳远 440***********429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曾玉英 女 46 400米 441***********3024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王定来 男 35 标枪 441***********251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黎浩伦 男 32 110米栏 440***********5183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孟宪辉 男 43 800米 210***********110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梁健 男 37 跳远 440***********859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何悦浓 男 51 100米 440***********300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张宇 男 37 20公里竞走 210***********1139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曾华卫 男 49 跳远 440***********2143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张健 男 46 100米 441***********320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蔡江 男 44 撑竿跳高 440***********6263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周欢 女 36 撑竿跳高 360***********9444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黄瑞强 男 57 100米栏 440***********6143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岑忠燕 男 45 100米 440***********134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谢广勇 男 53 标枪 420***********7507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陈颂 男 45 100米 440***********5143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邓宇涛 男 27 跳高 360***********8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李文胜 男 49 100米 441***********2175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林晓军 男 52 跳高 440***********6007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杨世妥 男 32 跳高 441***********3521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麦伟杰 男 48 撑竿跳高 440***********8145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杨金源 男 44 400米栏 440***********212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刘兴 男 43 110米栏 440***********814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叶志伟 男 40 100米 440***********600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郑轻平 女 32 400米 350***********4002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张礼成 男 43 标枪 445***********7143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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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新注册 张国良 男 52 400米 445***********2505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邱楚泉 男 40 100米 440***********3073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傅晓兰 女 35 100米 445***********5062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冯卓星 男 54 跳远 442***********5501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潘亦斌 女 44 100米 441***********0004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黄创猷 男 43 跳远 441***********204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覃仁开 男 48 20公里竞走 441***********2573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赵丽开 女 45 100米 440***********8142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苏国栋 男 44 800米 441***********122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陈少坚 男 46 400米 441***********6161 业余 高级
广东 新注册 梁慧敏 女 36 三级跳远 440***********1152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梁健成 男 44 100米 440***********425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李浩 男 47 100米 445***********300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陈业纯 男 42 100米 445***********7067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叶冲 男 45 100米 441***********9301 业余 中级
广东 新注册 练惠能 男 25 三级跳远 441***********2663 业余 初级
广东 新注册 麦华 男 37 100米 441***********8353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新注册 张瞻铭 男 45 铁饼 370***********0021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确认注册 蔡舒 男 58 跳高 440***********4141 一线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常秀俊 女 47 800米 210***********1152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陈保文 男 50 20公里竞走 530***********8293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邓鉴洲 男 51 100米 440***********1341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干红 女 55 100米栏 430***********0152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高汉明 男 47 400米 440***********7211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顾燕强 男 47 跳远 320***********905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胡培佳 男 35 100米 441***********811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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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确认注册 黄恩发 男 57 撑竿跳高 440***********1145 一线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黄国雄 男 46 200米 440***********004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黄帅 男 32 跳远 210***********8551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吉泽标 男 55 110米栏 440***********114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劳耀基 男 53 跳高 440***********500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雷文浩 男 52 110米栏 440***********114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李崇雄 男 43 200米 440***********6251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确认注册 李忠 男 58 三级跳远 440***********4143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梁和记 男 54 400米 440***********921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梁嘉鸿 男 32 100米 440***********6433 一线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林镜波 男 54 100米 440***********0009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刘建兴 男 46 撑竿跳高 440***********7403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刘孝生 男 32 200米 445***********5351 一线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刘星南 男 43 跳远 440***********843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刘学 男 35 20公里竞走 210***********1241 一线 体育教师
广东 确认注册 刘英满 男 41 撑竿跳高 440***********614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马丽霞 女 45 100米 441***********5004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麦国强 男 58 三级跳远 440***********1143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梅子劲 男 49 跳高 440***********350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欧阳彤 男 53 三级跳远 440***********213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邱林 男 56 100米 450***********515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任秀娟 女 45 20公里竞走 210***********7372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孙荔安 男 58 20公里竞走 440***********4801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孙永坚 男 56 110米栏 440***********114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谭国衡 男 54 400米 440***********1149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谭学民 男 50 跳远 440***********5043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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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确认注册 王永华 男 39 800米 320***********3285 一线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魏阳 男 31 20公里竞走 232***********6201 一线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温永毅 男 36 100米 450***********0153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吴登权 男 44 20公里竞走 440***********1801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伍健辉 男 50 100米 440***********8145 一线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邢瑞玲 女 54 1500米 440***********6612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熊晓春 男 51 三级跳远 440***********7105 一线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杨金花 女 40 400米 441***********1104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袁国强 男 64 100米 440***********3143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袁仕荣 男 56 七项全能 450***********4003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张阜新 男 58 20公里竞走 210***********2651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张世浩 男 52 20公里竞走 440***********1801 业余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张显魁 男 36 400米 440***********944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张彦龙 男 56 20公里竞走 210***********305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郑炽良 男 35 110米栏 440***********3401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郑观真 男 42 400米栏 440***********8391 一线 国家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钟桂清 女 43 撑竿跳高 440***********0002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钟少婷 女 39 400米 440***********1142 一线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周巍 女 38 200米 440***********3144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朱水英 女 42 100米栏 440***********1612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刘洋 男 40 100米 440***********644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黄显武 男 56 100米 440***********2007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顾世浩 男 52 400米栏 440***********5001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李康满 男 29 400米栏 440***********917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谭健秋 男 44 跳远 440***********250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李大可 男 40 800米 440***********7543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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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确认注册 姚仰初 男 39 三级跳远 440***********8257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姚立武 男 51 100米 441***********2003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赵洪胜 男 59 标枪 440***********306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谢刚 男 34 100米 440***********501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张坤荣 男 43 撑竿跳高 440***********6041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何漳 男 31 撑竿跳高 441***********2255 业余 体育教师
广东 确认注册 林德祥 男 54 400米 440***********8303 业余 高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唐如泉 男 55 跳高 440***********900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杨光 男 56 110米栏 230***********3065 业余 中级
广东 确认注册 劳剑峰 男 45 三级跳远 440***********4311 业余 初级
广东 确认注册 王朝晖 男 51 跳高 440***********0101 业余 初级
广西 新注册 凌凤花 女 35 100米 452***********5522 业余 中级
广西 新注册 覃耀平 男 39 100米 452***********6211 业余 中级
广西 新注册 何颖 女 37 100米 450***********5052 二线 初级
广西 新注册 黎毅晖 男 46 三级跳远 452***********4007 业余 中级
广西 新注册 曹利灵 女 55 100米 450***********5004 业余 中级
广西 新注册 刘昕 男 49 100米 450***********4071 业余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陈艳春 女 47 100米 450***********8152 二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冯艳波 女 54 800米 220***********8334 二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傅晗 女 52 跳远 450***********6002 业余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龚伟 男 41 200米 450***********3151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顾能彬 男 42 100米 450***********7151 二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韩玲 女 34 100米 452***********7876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黄佩兰 女 57 100米 450***********4004 二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黄秋菊 女 31 200米 452***********8512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黄秋艳 女 40 三级跳远 452***********5036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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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确认注册 劳义 男 34 100米 450***********0159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梁忠吉 男 47 100米 450***********7151 二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林伟 男 45 100米 450***********6151 一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罗孙标 男 51 800米 450***********8003 一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庞桂斌 男 37 200米 450***********2051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荣桂平 女 48 400米栏 450***********8152 一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田玉梅 女 54 100米 450***********7008 一线 国家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韦华 男 40 跳远 450***********0151 二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吴雪莉 女 42 跳远 450***********5154 二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杨光明 男 42 100米 450***********0201 一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张东红 男 61 三级跳远 450***********8007 二线 国家级
广西 确认注册 张园 男 36 100米 450***********1151 二线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李善增 男 65 标枪 230***********5281 二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陆飞明 男 47 800米 452***********6271 业余 初级
广西 确认注册 毛洪波 男 37 十项全能 152***********4065 一线 高级
广西 确认注册 黄世华 男 33 跳远 450***********1151 业余 中级
广西 确认注册 王卫兵 男 60 100米 450***********6105 业余 中级
贵州 新注册 张建锋 男 49 10000米 520***********7003 二线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张祥东 男 30 10000米 232***********1023 业余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梁艳玲 女 44 1500米 520***********8490 业余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石志富 男 28 1500米 520***********3183 业余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王奠南 男 41 800米 522***********4021 业余 高级
贵州 新注册 余敏 男 34 400米 522***********321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岑明铭 男 34 400米 522***********200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陈明 男 29 5000米 522***********605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李玉红 男 37 1500米 522***********6023 业余 体育教师

第13页/共83页



 2020年中国田径协会教练员注册审核通过名单(2020-07-08)

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贵州 新注册 陆钦都 男 36 100米 522***********546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石本媛 女 32 5000米 522***********1006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石明广 男 42 1500米 522***********342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邓春椿 男 39 800米 522***********3031 业余 中级
贵州 新注册 廖有清 男 45 800米 522***********5543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韦云江 男 45 5000米 522***********028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吴峰 男 44 5000米 522***********7081 业余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谢冰 男 36 10000米 522***********1161 业余 初级
贵州 新注册 蒋天亮 男 25 5000米 522***********720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田金金 女 28 1500米 522***********8402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令狐川 男 34 1500米 522***********118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王如泉 男 44 5000米 522***********816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吴廷贵 男 54 5000米 522***********000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张科 男 51 1500米 522***********2003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王仨仨 男 52 5000米 522***********4003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吴华江 男 43 200米 522***********4705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郭品琴 女 27 800米 522***********4382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赵雅玲 女 27 100米 522***********3704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敖华君 男 36 5000米 522***********5447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刘晓鹏 男 41 5000米 522***********749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刘威 男 28 5000米 520***********100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付杰 男 41 5000米 522***********572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熊小军 男 46 5000米 522***********776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李云义 男 40 5000米 522***********2761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新注册 黄河 男 45 5000米 522***********1643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确认注册 陈刚碧 男 25 5000米 522***********1087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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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确认注册 高亚男 女 29 10000米 220***********0564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确认注册 郭昊 男 33 800米 522***********2163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确认注册 李长忠 男 43 10000米 522***********1241 一线 高级
贵州 确认注册 廖永华 女 43 5000米 522***********7004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 确认注册 刘星 男 37 400米 520***********8305 业余 中级
贵州 确认注册 王诚 男 30 800米 520***********0121 业余 初级
贵州 确认注册 叶青 男 31 100米 522***********1005 业余 初级
贵州 确认注册 赵羿涵 男 33 5000米 522***********2203 业余 国家级
贵州 确认注册 朱家利 男 31 马拉松 522***********3343 业余 中级
海南 新注册 李汉华 男 56 100米 460***********7001 业余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代美 女 54 七项全能 460***********2182 一线 高级
海南 确认注册 符建安 男 41 100米 460***********5721 业余 初级
海南 确认注册 童永和 男 53 100米 460***********2183 一线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王海兰 女 44 100米栏 460***********6122 一线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谭子波 男 51 400米 440***********4005 业余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张红艺 男 58 十项全能 320***********0021 业余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张力勇 男 37 100米 420***********1011 业余 中级
海南 确认注册 符鹏程 女 42 100米 460***********5140 业余 初级
海南 确认注册 陈俊 男 29 400米栏 460***********4001 业余 初级
海南 确认注册 蒲贺飞 男 27 100米 460***********7313 业余 初级
海南 确认注册 蓝书萍 女 29 400米 460***********1402 业余 初级
海南 确认注册 区海鸿 男 40 跳远 460***********400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张炳武 男 41 100米 132***********315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付永生 男 42 800米 130***********4001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尹生忠 男 50 400米 130***********963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李军 男 38 400米 230***********1007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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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郭凤歧 男 37 400米 130***********208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郭宏涛 男 29 400米 132***********139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毕晨浩 男 26 400米 130***********3003 一线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袁涛 男 38 100米 130***********4091 一线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刘卓 男 50 100米 132***********527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王彪 男 30 1500米 130***********870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张鹤颖 女 47 跳远 130***********4002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郎宁 男 26 100米 130***********615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王涛 男 41 跳远 130***********306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贺金海 男 40 100米 132***********247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王斌 男 34 铅球 130***********303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毛建颇 男 40 三级跳远 132***********0693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解壁潇 男 30 跳远 130***********7005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晏建宇 男 57 跳高 130***********6033 一线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陈有明 男 56 100米栏 130***********6099 一线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刘洋 男 37 铅球 130***********5063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晏潇 男 33 跳高 130***********3001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陈恩宇 男 44 1500米 130***********407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田双旗 男 33 标枪 130***********6065 一线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范毅丽 女 58 跳高 130***********9032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郑克宇 男 55 三级跳远 130***********412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泉 男 36 标枪 440***********0571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郝淑娟 女 48 10公里竞走 130***********4034 一线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沈志龙 男 41 100米 132***********9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英 女 33 七项全能 130***********1272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浩 男 37 跳远 130***********6033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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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李茂海 男 52 110米栏 140***********2221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边记 男 39 1500米 130***********6093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鸿震 男 41 100米 130***********8065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崔久伟 男 40 100米 130***********433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颜辰伊 女 36 十项全能 130***********0066 一线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周立娜 女 33 铁饼 130***********435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更 男 36 800米 130***********4151 一线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李茹铭 女 49 400米栏 130***********448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冯天宇 男 27 400米栏 130***********439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王树山 男 44 200米 130***********7063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赵本宏 男 51 跳远 130***********606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周浩 男 54 400米 130***********821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冯婕 女 43 跳远 130***********5064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刘亚男 男 34 铅球 130***********2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赵九州 男 42 100米 133***********9165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何晓辉 男 37 跳高 130***********8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翠红 女 51 七项全能 130***********1002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郭亚民 男 52 100米 130***********40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强勇 男 42 铁饼 130***********4069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姬秀梅 女 77 10000米 130***********1122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孙新洁 女 67 跳高 130***********0034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高福成 男 25 十项全能 130***********523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赵福建 男 30 20公里竞走 130***********116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闫翠江 男 47 十项全能 130***********0065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耿吉忠 男 51 七项全能 132***********500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李傲燃 男 25 跳高 130***********200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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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张茹 女 49 标枪 130***********3066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静怡 女 24 100米 130***********600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海燕 女 49 10公里竞走 130***********3002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肖宁 男 30 400米 130***********409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宋建凯 男 51 铅球 130***********706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高杰 男 37 铅球 130***********2151 一线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杨凯旋 女 27 10公里竞走 130***********200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何海江 男 46 100米 132***********5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梁占奎 男 57 400米 130***********561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郑冠宇 男 22 800米 140***********81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石文彬 男 22 跳远 152***********309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毅 男 32 100米 130***********1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郭景虎 男 54 400米 130***********2063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许宏林 男 56 跳远 130***********100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王静 女 45 100米 610***********6324 二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春来 男 41 1500米 130***********80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周彦旭 男 38 100米 130***********83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肖海云 男 48 200米 132***********917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郭俊梅 女 41 800米 132***********017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袁延领 男 44 800米 131***********316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张宏伟 男 26 800米 130***********82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刘佳琪 女 32 三级跳远 130***********3092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刘星华 男 32 200米 130***********23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柳永富 男 27 100米 130***********325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胡振东 男 43 标枪 140***********115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松 男 22 1500米 130***********1473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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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郑艺 女 25 400米 130***********1002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徐艳芳 女 52 跳远 130***********5068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肖雄 男 33 100米 130***********557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陈海龙 男 42 七项全能 130***********0065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郭力 男 47 100米 130***********8067 一线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田虎 男 34 100米 131***********714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王庆丰 男 50 800米 130***********41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明伟 女 30 10公里竞走 130***********5002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郑彪 男 25 100米 130***********208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谷莉娜 女 35 200米 130***********6032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侯敏 男 39 200米 130***********303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刘建军 男 24 800米 130***********018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郭琳琳 女 32 100米 410***********637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杨东红 男 38 100米 130***********702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贾建洋 男 28 1500米 130***********738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王文亮 男 32 七项全能 132***********642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马俊 男 34 100米 130***********200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吴春明 男 47 铅球 130***********836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赵显志 男 60 跳远 130***********206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郗欣欣 女 37 跳远 130***********607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郭兆堂 男 59 800米 132***********746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劲杰 男 37 铅球 130***********403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桂满 女 55 800米 130***********8062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刘群 男 46 100米 130***********900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王立斌 男 38 110米栏 132***********008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徐梦 女 29 标枪 130***********1414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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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李江峰 男 42 110米栏 130***********107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丽 女 31 400米 130***********111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卢大伟 男 36 1500米 130***********700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赵娇娇 女 31 200米 130***********1002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牛晓烽 男 39 100米 132***********008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建河 男 51 铁饼 130***********106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小宝 男 42 200米 132***********10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毅 男 54 100米 110***********927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马洪叶 男 46 1500米 130***********622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耿晓伟 男 32 200米 140***********6225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暴学良 男 31 三级跳远 130***********827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亮 男 37 800米 130***********8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田新明 男 37 110米栏 130***********264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凯 男 31 1500米 130***********7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孙健 男 37 10000米 130***********103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常国兴 男 40 100米 130***********006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福祥 男 46 5000米 130***********4061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曹春生 男 40 100米 210***********002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芦豪 男 39 200米 140***********828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古华 男 29 800米 130***********842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赵潇潇 男 38 100米 132***********7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赵志新 男 50 铁饼 130***********406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武国松 男 33 10公里竞走 130***********130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张春齐 男 53 铁饼 130***********306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李胜利 男 54 110米栏 130***********227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刘皓吉 女 52 100米栏 130***********7272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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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龚如刚 男 49 1500米 130***********512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耿晓雪 男 33 三级跳远 130***********738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刘亚珍 女 56 5000米 130***********0032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毕冬涛 男 40 100米 130***********50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白宽宽 男 38 100米 130***********708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陈海山 男 42 800米 130***********471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孙荣辉 女 35 10公里竞走 130***********318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茂松 男 49 100米 130***********300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马彪 男 36 跳远 130***********44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杨宁 男 34 100米 130***********509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张艳红 女 44 100米 130***********0070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洪涛 男 50 跳远 130***********7465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张涛 男 33 马拉松 130***********860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继巍 男 37 100米 130***********32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春文 男 53 100米 130***********550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陈皎 男 33 100米 130***********6127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磊 男 30 100米 130***********874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果战友 男 53 200米 130***********126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吴忠凯 男 52 标枪 130***********6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陈俊杰 男 35 110米栏 130***********248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东旭 男 34 110米栏 130***********62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高连佐 男 34 10公里竞走 130***********023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岳玉敏 男 51 800米 130***********3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杨新 男 44 110米栏 132***********606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单爱国 男 35 100米 130***********831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杨成 男 26 100米 320***********5485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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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傅小兵 男 49 标枪 130***********19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刘红改 女 39 400米 132***********612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张鹏 男 27 100米 130***********66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刘泳汐 男 48 铅球 132***********4005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邵云祥 男 36 三级跳远 130***********522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常路遥 男 28 1500米 370***********1155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周跃安 男 52 铅球 130***********806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师威 男 53 100米 130***********7003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健伟 男 29 100米 130***********806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鹏鹏 男 26 100米 130***********218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晓杰 男 51 400米栏 130***********0003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范建路 男 54 1500米 130***********8067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谢冀川 男 54 十项全能 130***********8069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路耀龙 男 46 七项全能 130***********200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赵亮 男 43 铅球 130***********8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连山 男 56 跳远 130***********032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赵利 男 37 100米 132***********035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贺学 男 47 100米 130***********128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崔潇 女 26 1500米 130***********600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党永旭 男 28 400米 130***********336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凤琴 女 54 5000米 211***********904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明军 男 54 110米栏 130***********806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付彬 男 58 100米 130***********512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孙宏伟 男 43 100米 130***********133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金鹏 男 33 跳远 130***********200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志伟 男 33 100米 130***********8491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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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田冬冬 男 38 跳远 130***********706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孟祥杰 男 35 跳远 130***********109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高洪健 男 26 100米 130***********009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赵永辉 男 41 400米 130***********83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白松 男 39 100米 130***********51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杨荣华 男 35 跳远 130***********8003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刚 男 54 铅球 130***********5101 业余 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周薇 女 45 400米栏 130***********7066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王岩 男 29 110米栏 130***********914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曹海文 男 51 800米 131***********5067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魏玉林 男 54 5000米 130***********2063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朱帅 男 34 400米栏 130***********07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易澎 男 37 100米 130***********4643 一线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玉春 男 54 10公里竞走 130***********1033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曹建强 男 45 标枪 130***********3003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周玉玉 女 30 标枪 131***********2076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海峰 男 30 110米栏 130***********021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蒋正 男 34 110米栏 130***********575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郝艳贞 女 50 100米栏 130***********2066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敏 女 41 跳高 130***********806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王磊 男 36 5000米 130***********6065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刘江峰 男 43 110米栏 130***********0065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张翠兰 女 47 铅球 130***********606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庞维良 男 36 400米 130***********1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霍莎莎 女 35 1500米 130***********4064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冰 男 34 铁饼 130***********209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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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新注册 柳军宽 男 51 100米 130***********0069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哈明明 女 38 1500米 211***********8782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鸥 男 42 跳远 130***********624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李海军 男 40 1500米 130***********9063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赵焕琴 女 55 1500米 130***********5212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寇振鹏 男 33 400米 131***********406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廉明 男 46 800米 130***********9231 业余 副高级
河北 新注册 池亚南 男 32 400米 130***********1665 一线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陈浩 男 31 铅球 130***********906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李龙飞 男 33 100米 130***********3137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郝明 男 35 200米 130***********3001 业余 初级
河北 新注册 潘建国 男 37 100米 130***********812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静强 男 25 200米 130***********005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新注册 杨帆 男 35 跳远 130***********1061 业余 中级
河北 新注册 白建华 男 43 链球 110***********3275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曾宪东 男 37 1500米 130***********400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崔旭才 男 41 马拉松 130***********4351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范恩亮 男 41 跳高 130***********5063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高书海 男 51 3000米障碍 130***********806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耿胜利 男 52 标枪 130***********8061 一线 国家级
河北 确认注册 郝建林 男 46 200米 130***********9065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李梅菊 女 40 铅球 132***********3192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李梅素 女 61 铅球 130***********1062 一线 国家级 八一南昌
河北 确认注册 刘淑珍 女 54 三级跳远 130***********7070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刘亚男 女 33 三级跳远 130***********8064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史冬鹏 男 38 110米栏 130***********6001 一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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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确认注册 宋爱民 女 42 铁饼 130***********7066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王冬 男 32 200米 130***********2301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吴冀 男 41 跳远 130***********4065 一线 国家级
河北 确认注册 肖艳玲 女 52 铁饼 130***********7064 一线 国家级 江苏
河北 确认注册 徐兆华 男 39 1500米 130***********1063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张存彪 男 51 铁饼 130***********506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张丽 女 41 标枪 130***********9064 一线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赵存林 男 55 400米栏 130***********706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郑进锁 男 50 110米栏 130***********0061 一线 副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王文钊 男 41 跳远 130***********4067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朱恩龙 男 54 1500米 130***********8069 业余 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杨彦琴 女 53 铅球 130***********8070 业余 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李蕊 女 40 400米 130***********2062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王鹏 男 41 200米 130***********615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确认注册 张建军 男 43 撑竿跳高 130***********1243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确认注册 段岐峰 男 48 三级跳远 130***********0063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刘立伟 男 44 十项全能 370***********6311 业余 体育教师 北京,四川,山东
河北 确认注册 曹春英 女 46 400米 130***********8074 业余 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汪文红 女 50 三级跳远 130***********9070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张家福 男 60 跳高 130***********1211 业余 高级
河北 确认注册 高亦扬 男 29 十项全能 130***********4095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北 确认注册 弓健 男 32 铅球 130***********5241 业余 初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宋瑞玲 女 53 标枪 130***********1062 业余 中级
河北 确认注册 张会强 男 42 10公里竞走 130***********4355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张雨薇 女 27 10公里竞走 210***********7102 二线 体育教师
河南 新注册 王清芬 女 47 5000米 410***********7332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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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注册 刘智 男 50 铅球 410***********2335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宋艳玲 女 34 5000米 411***********3242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于丽丽 女 37 400米 420***********7122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王红杰 男 38 1500米 412***********0007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李宁 男 30 400米 411***********8155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吴鹏飞 男 28 400米 411***********0003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冯晓艺 女 56 400米 412***********8002 业余 高级
河南 新注册 李云飞 男 30 400米 411***********40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魏俊理 男 37 100米 411***********5509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杨全广 男 42 100米 410***********92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朱其昌 男 36 100米 410***********8003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姚长清 男 32 200米 220***********724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王鼎 男 38 跳远 410***********03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李玲 女 53 跳远 410***********9332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张琪 女 31 100米栏 410***********9510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张兰真 女 46 1500米 410***********7506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朱素敏 女 31 1500米 410***********2452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纪俊 男 33 800米 410***********5513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高骞 男 38 铅球 410***********5101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李彦飞 男 37 1500米 410***********976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刘有科 男 46 200米 410***********355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新注册 李民帮 男 53 200米 411***********005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新注册 李国民 男 62 1500米 411***********315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新注册 马青惠 女 55 800米 412***********3004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谢春生 男 56 400米 412***********420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新注册 牛国防 男 40 200米 412***********3601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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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新注册 崔庆隆 男 38 400米 412***********912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何勇 男 38 200米 412***********544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张大飞 男 32 400米 410***********2077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王丽萍 女 32 400米 410***********0702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党琦 男 27 200米 410***********43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薛文娟 女 35 100米 410***********0152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张玮东 男 33 200米 410***********64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刘争团 男 36 400米 410***********34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胡华欣 男 24 400米 410***********7895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王大涛 男 29 跳远 410***********30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马立明 男 47 10公里竞走 410***********5003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张巧珍 女 32 5000米 411***********1608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李阳 男 26 200米 410***********706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吕振兴 男 34 400米 410***********620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张涛 男 47 200米 410***********6221 业余 高级
河南 新注册 邢双健 男 24 200米 410***********0141 业余 初级
河南 新注册 马淑泰 男 46 100米 410***********2001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王燕舞 男 38 100米 410***********2381 业余 中级
河南 新注册 宋煜 女 54 标枪 410***********1332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边献荣 男 50 110米栏 411***********50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陈凤 女 45 100米 420***********5408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池涛 男 30 三级跳远 410***********940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崔丽敏 女 41 铁饼 410***********2254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丁颖 女 26 800米 411***********5806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郜聪聪 男 31 1500米 410***********289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耿艺珍 女 46 20公里竞走 410***********6104 业余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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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确认注册 郭志英 女 44 标枪 410***********1052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海静 女 35 跳远 410***********9052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韩瑞红 女 49 400米栏 410***********9254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韩世星 男 29 100米 410***********724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胡勇 男 33 800米 411***********500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扈珂 男 48 200米 410***********6335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黄海龙 男 43 400米 410***********733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黄炎 男 35 110米栏 410***********61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黄哲 男 56 跳高 410***********53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霍峰 男 41 1500米 410***********8275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冀保团 男 47 800米 412***********303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二龙 男 51 100米 410***********12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鹏亮 男 26 100米 412***********275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庆林 男 50 800米 410***********2275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文生 男 48 1500米 410***********425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志东 男 41 200米 412***********108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祖根 男 47 800米 410***********5339 一线 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梁东伟 男 50 1500米 412***********8157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爱存 女 56 1500米 410***********7336 一线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劲松 男 47 110米栏 410***********535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亚北 男 33 100米 410***********620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彦红 男 36 标枪 410***********0843 一线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卢伟强 男 36 200米 410***********155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卢献民 男 54 400米 412***********005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卢一飞 男 35 100米 410***********0003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鹿卡 男 33 110米栏 411***********1351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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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确认注册 吕兵 男 45 400米 440***********014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马飞 男 36 三级跳远 341***********192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孟军超 男 43 铅球 410***********233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牛好生 男 52 1500米 410***********3251 一线 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彭晓东 男 46 跳远 412***********0755 一线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邱佳 女 36 跳远 410***********7302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冉艳丹 女 40 100米 441***********8102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任李成 男 55 100米 410***********805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石红波 男 41 400米 410***********540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孙丽华 女 38 20公里竞走 410***********0052 一线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孙晓光 男 55 20公里竞走 410***********5333 一线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广甫 男 32 铅球 410***********5101 一线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陆甲 男 34 标枪 410***********809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文生 男 48 1500米 412***********84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新全 男 52 铁饼 412***********703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永吉 男 26 800米 412***********465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兆丽 女 51 1500米 411***********7054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吴艳玲 女 51 跳远 411***********0056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徐丹 女 43 跳远 210***********4062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徐明旺 男 43 400米 410***********6079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徐耀辉 男 38 铅球 410***********01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荀永霞 女 43 800米 412***********4400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闫广杰 男 37 200米 410***********5351 一线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燕昀 女 31 100米 412***********3606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光辉 男 44 铁饼 410***********5331 一线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国华 男 42 800米 412***********9651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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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确认注册 杨海平 男 47 跳高 410***********6277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明俊 男 56 1500米 410***********705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勤亭 男 57 400米 410***********527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文亮 男 37 标枪 130***********3327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秉涛 男 52 标枪 110***********9275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红涛 男 44 20公里竞走 410***********1277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洪 男 41 铅球 410***********3331 一线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军龙 男 49 800米 410***********2553 业余 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凯 男 50 跳远 410***********337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强 男 45 铅球 410***********7103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再利 男 46 1500米 411***********409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子鹏 男 32 110米栏 410***********620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赵敦富 男 44 110米栏 370***********7301 一线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赵宏霞 女 39 标枪 110***********5274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赵敏 女 29 1500米 410***********5562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郑营军 男 41 200米 411***********3051 一线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祝玉君 男 42 跳远 412***********4755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海涛 男 28 跳远 410***********795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孙伟 男 43 5000米 410***********815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敏 男 48 1500米 411***********505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鹏 男 47 110米栏 430***********0103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朱惠强 男 55 铅球 410***********6279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邓天月 男 45 5000米竞走 410***********405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董俊峰 男 38 10000米 411***********9053 一线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耿政丹 男 52 10000米竞走 410***********7105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郭兴军 男 50 800米 410***********5001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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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确认注册 郝广山 男 35 400米 410***********000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海珍 女 54 110米栏 410***********7106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赵凯 男 37 400米 410***********010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俊伟 男 46 跳高 410***********6355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金贵 男 56 铅球 410***********452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李华 女 51 铅球 410***********215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平刘社 男 47 400米 419***********904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徐晓东 男 41 10公里竞走 410***********605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杨凯 男 33 5000米竞走 410***********6017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陈龙 男 27 5000米 411***********1659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许志红 男 43 1500米 412***********1303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汪建 男 45 200米 420***********0407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惠萍 女 50 5000米竞走 410***********027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王新杰 男 51 100米 410***********220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王学随 男 43 400米 410***********010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陈黎黎 女 35 1500米 412***********4002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原贞辉 男 46 跳远 410***********2275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孙亮俊 男 46 三级跳远 410***********120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学庆 男 39 100米 210***********339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窦轶军 男 49 200米 410***********3251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张成岭 男 40 100米 410***********805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何华 男 51 1500米 410***********5003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白文强 男 45 铅球 410***********527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闫光 男 34 5000米 410***********120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陈军民 男 51 跳高 410***********727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唐玉军 男 53 100米 410***********4251 业余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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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确认注册 李永盛 男 38 铅球 410***********505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杨二印 男 57 10000米 410***********633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徐卫红 男 52 1500米 410***********015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樊雪芹 女 41 标枪 410***********8334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松山 男 50 110米栏 410***********5001 业余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常玲玲 女 36 1500米 410***********0484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张明利 男 44 跳远 410***********425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崔辉 男 40 400米 410***********924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牛广生 男 75 跳远 410***********4331 一线 副高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柴云春 男 60 400米 412***********5201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董丽 女 46 10000米 410***********9282 二线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张鸣 男 33 1500米 231***********9335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晋卫军 男 36 100米 411***********4951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刘岩 女 46 1500米 410***********4332 业余 中级
河南 确认注册 赵秀翠 女 52 400米栏 410***********8004 业余 体育教师
河南 确认注册 郭历萍 女 31 跳远 410***********7852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李宾宾 男 30 400米 410***********8083 业余 初级
河南 确认注册 杜长春 男 32 200米 410***********4703 业余 初级

黑龙江 新注册 许中楠 男 30 铅球 230***********3183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新注册 孟君霞 女 60 1500米 231***********2006 业余 高级
黑龙江 新注册 刘华庆 男 54 1500米 230***********4021 业余 高级
黑龙江 新注册 张羽 男 38 20公里竞走 230***********9623 业余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常明 男 35 铁饼 230***********1191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陈兆国 男 43 400米 232***********4151 业余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付丽芹 女 50 20公里竞走 230***********8062 二线 副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高宏伟 男 35 跳远 232***********8517 一线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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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确认注册 高健敏 男 39 100米 231***********8103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国常建 男 36 400米栏 230***********1281 一线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姜书君 男 60 1500米 230***********1281 一线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金永稿 男 59 链球 230***********7063 一线 国家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鞠丽梅 女 42 马拉松 230***********9124 二线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李建华 男 51 链球 230***********1021 一线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刘大鹏 男 36 100米 230***********5281 二线 副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邱焕芬 女 54 20公里竞走 230***********7062 一线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孙健 男 41 110米栏 231***********8001 业余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唐照东 男 52 标枪 230***********7063 一线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陶洪波 女 40 铁饼 230***********0282 二线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王璐璐 男 38 铅球 231***********0003 业余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王颜春 女 44 1500米 230***********4282 二线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王元平 女 43 800米 230***********8282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危开平 男 38 铅球 230***********8341 业余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闻洪明 男 54 标枪 230***********5001 二线 副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谢遵鹏 男 34 三级跳远 230***********6351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尹维成 男 41 100米 230***********4281 二线 副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张德福 男 36 20公里竞走 230***********5301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赵小艳 女 56 马拉松 230***********8064 一线 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田迎春 男 41 铅球 230***********9571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李明轩 男 34 200米 230***********4023 一线 体育教师
黑龙江 确认注册 马良 男 36 链球 230***********2163 一线 中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李永君 男 56 跳远 230***********8053 业余 国家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于永萍 女 46 跳远 232***********3002 二线 副高级
黑龙江 确认注册 尹学利 男 41 跳高 370***********3291 一线 体育教师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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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新注册 王晖 男 46 400米 421***********9291 业余 副高级
湖北 新注册 张绍峰 男 24 跳高 420***********0161 业余 中级
湖北 新注册 周超 男 29 100米 420***********8355 业余 初级
湖北 新注册 张克堃 男 45 100米 422***********0601 二线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李德秀 女 56 400米 420***********2122 二线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赵上辉 男 49 100米 420***********2451 业余 副高级
湖北 新注册 芦静 女 58 400米 420***********3122 二线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肖勇 男 55 跳高 420***********0003 业余 副高级
湖北 新注册 洪波 男 47 100米 420***********3555 业余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任常东 男 41 100米 420***********9087 业余 中级
湖北 新注册 彭晓飞 男 49 200米 421***********3001 业余 中级
湖北 新注册 吴爱林 男 51 400米 429***********5305 业余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汪辉 男 35 100米 429***********1189 业余 中级
湖北 新注册 王华 男 51 跳远 420***********3431 业余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黄英伟 男 49 400米 420***********3001 业余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刘春宁 男 41 800米 130***********2211 二线 高级
湖北 新注册 卢标 男 51 跳高 420***********9405 二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曹庭盛 男 27 跳高 420***********7411 业余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曹晓培 男 57 200米 110***********1271 业余 高级 上海,山东,湖南
湖北 确认注册 陈东 男 51 110米栏 420***********1035 二线 体育教师 上海
湖北 确认注册 陈菊英 女 56 200米 420***********0122 一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黄志雄 男 39 400米 420***********3561 业余 初级
湖北 确认注册 李景丽 女 50 400米 410***********6332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李潜艇 男 46 400米 420***********0553 一线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李元武 男 50 400米 420***********8123 一线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刘庆 男 35 200米 420***********5551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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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湖北 确认注册 刘重新 男 65 100米栏 420***********640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罗中华 女 51 标枪 420***********6122 一线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吕钢 男 41 标枪 410***********7205 一线 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钱振华 男 57 跳高 420***********5403 业余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邵山 男 50 400米 650***********7303 二线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孙峰 男 38 200米 230***********4043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孙玉安 男 57 马拉松 420***********4125 一线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王永强 男 55 200米 420***********4003 一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夏文迪 男 26 200米 440***********7443 业余 初级
湖北 确认注册 谢继鸣 男 56 400米栏 420***********5125 一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熊卫 男 49 跳远 420***********1203 一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熊裕慧 男 62 200米 420***********4125 一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余长青 男 50 跳远 420***********1417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云知明 男 31 跳远 420***********9609 一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赵国华 男 46 400米 420***********7567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周群力 男 50 800米 420***********2005 业余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周毅 男 57 200米 420***********8125 一线 副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王佩 女 30 200米 420***********6254 业余 初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邱新民 女 50 400米 420***********3555 业余 中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邢衍安 男 37 110米栏 370***********7281 二线 体育教师 江西
湖北 确认注册 李维洋 男 31 400米 370***********1101 业余 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王亢 男 32 200米 420***********5001 业余 初级
湖北 确认注册 王鸣明 男 58 三级跳远 420***********9123 业余 高级
湖北 确认注册 黄文胜 男 51 100米 420***********140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王玲 女 26 100米 421***********3208 一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翟进明 男 48 200米 142***********9261 一线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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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湖北 确认注册 许龙飞 男 32 1500米 533***********5093 一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李海涛 男 29 1500米 370***********4175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王龙 男 43 200米 110***********327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张胜 男 51 200米 420***********032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北 确认注册 滕炜莹 男 55 1500米 110***********0273 二线 体育教师 北京,四川
湖北 确认注册 王俊林 女 41 200米 340***********3102 二线 体育教师 陕西
湖北 确认注册 周伟 男 44 200米 360***********6433 二线 副高级 四川,河北,上海,江苏
湖北 确认注册 马汝平 男 53 十项全能 420***********1509 二线 体育教师 陕西,山东
湖南 新注册 李丹 女 31 100米栏 430***********0102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李伟 男 31 跳远 430***********0005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邓全洲 男 56 100米 432***********9103 二线 中级
湖南 新注册 吴舢 男 31 100米 430***********0111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杨文彬 男 46 100米 433***********1003 二线 副高级
湖南 新注册 魏子杰 男 29 100米 431***********2001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谢科 男 34 100米 432***********5401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涂志勇 男 46 100米 430***********0003 二线 中级
湖南 新注册 黄征高 男 33 100米 422***********3005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陈雪鸿 男 40 400米栏 433***********0091 二线 中级
湖南 新注册 廖述波 男 33 100米 430***********3153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郑和彪 男 48 1500米 432***********4207 二线 中级
湖南 新注册 易志龙 男 31 800米 430***********3841 二线 初级
湖南 新注册 张鹏 女 57 110米栏 430***********4352 二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陈奇志 男 53 跳远 430***********257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南 确认注册 郭万良 男 56 铁饼 210***********1371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李建忠 男 59 800米 430***********2151 一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李鹏 男 36 100米 430***********9171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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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湖南 确认注册 刘国华 女 56 标枪 430***********3152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罗彬 女 50 100米栏 430***********7154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宁波 男 43 100米 430***********0151 一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彭江彪 男 56 100米 431***********9001 二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汤立双 女 52 标枪 430***********5154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向赤蓉 女 46 200米 430***********0154 一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徐清磊 男 29 标枪 370***********3841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南 确认注册 杨清明 女 38 400米 420***********5832 二线 体育教师
湖南 确认注册 张思阁 女 32 400米 430***********0394 一线 初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张伟伟 女 37 400米 370***********8004 二线 国家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张跃伟 男 60 跳远 430***********3151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周灿 男 43 跳远 430***********0151 一线 中级
湖南 确认注册 邹四新 男 52 跳远 430***********5151 一线 高级
湖南 确认注册 李素玲 女 38 跳远 430***********0154 二线 初级

火车头体育协会 确认注册 朱凤玲 女 48 马拉松 132***********9004 一线 国家级
吉林 新注册 郑毅 男 34 400米 220***********4281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孙喜贵 男 48 跳高 220***********906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叶连东 男 50 800米 222***********0215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陶园 女 39 100米 220***********8334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付佳琦 女 25 跳远 220***********4022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李清福 男 48 800米 220***********1227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魏国范 男 47 铅球 220***********558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王磊 男 38 100米 220***********404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徐新坤 男 27 400米 370***********633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高连德 男 55 1500米 220***********131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王磊玉 男 30 400米栏 220***********402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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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吉林 新注册 刘彦 男 41 铅球 220***********0707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张鹏 男 40 200米 220***********933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梁北 男 30 跳远 220***********3031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隋彦秋 女 47 跳高 222***********5112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程庆峰 男 45 铁饼 220***********3155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王贺 男 42 5000米 220***********5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刘建 男 53 100米 222***********100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范桂艳 女 48 200米 222***********7492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兰鹏 男 41 100米 222***********303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周洋 男 42 400米 220***********434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赵丹红 女 40 200米 220***********6322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王金彪 男 45 400米 220***********135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姜军 男 47 400米 220***********820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杨国亨 男 39 100米 220***********218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毕新锐 男 54 400米 220***********306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刘君 男 57 十项全能 222***********200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刘万鹏 男 58 十项全能 222***********300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李立 男 57 跳远 222***********0005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王欣茹 女 33 5000米 220***********1032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李艳富 男 59 100米 220***********202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吕文彪 男 52 400米 220***********8001 业余 中级
吉林 新注册 邱忠超 男 40 800米 220***********6313 业余 初级
吉林 新注册 孙广明 男 50 5000米 222***********020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丛奇飞 男 47 100米 222***********500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郑宝 男 42 100米 222***********622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新注册 赵有为 男 49 200米 220***********3611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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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新注册 郭大为 男 56 1500米 222***********909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徐连贵 男 38 400米栏 220***********8333 业余 初级
吉林 新注册 张郑毅 男 24 铅球 220***********2127 业余 初级
吉林 新注册 李微 女 31 400米 220***********8142 业余 初级
吉林 新注册 隋慕樵 男 56 十项全能 220***********247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冷志明 男 48 100米 222***********020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李军 男 43 1500米 222***********555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新注册 靳大勇 男 49 跳远 220***********0335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白增全 男 42 1500米 220***********9335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陈剑惠 男 54 1500米 220***********0653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崔松 男 41 400米栏 220***********8313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邓厚超 男 34 5000米 220***********2063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杜彪 男 50 200米 222***********618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郭健 男 44 3000米障碍 222***********8021 二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国文龙 男 41 400米 220***********330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侯丽翠 女 41 1500米 220***********6066 业余 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姜萍 女 41 铅球 220***********0212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姜帅先 男 35 20公里竞走 220***********5033 一线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李红卫 女 54 100米 220***********7062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李喆 男 53 十项全能 220***********0335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林晔 男 57 800米 220***********1807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刘少梅 女 56 100米 220***********6334 二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卢波 男 52 400米 222***********418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罗珂 男 56 200米 220***********336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吕希龙 男 38 马拉松 220***********2003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孟凡鑫 男 33 100米 210***********4151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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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确认注册 孟岩 男 39 400米栏 220***********0331 一线 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那英胜 男 43 跳远 220***********000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邵冲 男 42 1500米 220***********359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石磊 男 39 100米 220***********280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孙佳伟 男 42 1500米 220***********333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孙立臣 男 48 5000米 222***********806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孙宗武 男 48 十项全能 220***********4281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王凤波 女 45 400米栏 220***********2332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王仁梅 女 50 800米 220***********7332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王晓辉 男 46 1500米 230***********102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谢洪霞 女 50 铅球 220***********5336 二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谢立华 女 54 1500米 220***********5334 二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许光宇 男 37 跳远 222***********9045 一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闫臣 男 45 20公里竞走 222***********660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闫铁峰 男 32 100米 220***********745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于金帅 男 32 标枪 220***********933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张代龙 男 40 100米 220***********056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张福友 男 57 100米 220***********9431 二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张海云 女 51 铅球 220***********2334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张吉国 男 39 800米 220***********7251 一线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张向荣 男 46 400米 229***********340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张旭彬 男 48 800米 222***********8065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张竹琴 女 53 400米 220***********6042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赵光耀 男 49 100米 220***********1071 一线 国家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刘洋 男 37 400米栏 220***********4331 二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孙鹏 男 32 100米 220***********3121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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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确认注册 孙岩石 女 48 400米 220***********8332 业余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刘羽 男 29 110米栏 320***********5763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祖春雨 男 39 400米 220***********5425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刘鹏飞 男 43 5000米 220***********633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王智印 男 31 标枪 220***********402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杨鑫 男 42 100米 220***********8023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乔羽佳 男 36 110米栏 230***********409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朱鹏 男 38 十项全能 220***********6043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李世荣 女 44 5000米 220***********8314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吕培林 男 28 200米 220***********160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张磊 男 36 跳高 220***********210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何常尧 男 36 110米栏 220***********3061 业余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刘宏伟 男 47 跳高 220***********408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张志富 男 43 铅球 220***********8121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李亚东 男 42 100米 210***********0053 业余 体育教师
吉林 确认注册 任志远 男 35 跳远 220***********7211 业余 初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张啸乾 男 35 400米栏 220***********6331 二线 中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刘文俊 男 53 马拉松 220***********7331 一线 副高级
吉林 确认注册 孙勇 男 35 1500米 220***********2313 业余 中级
江苏 新注册 张震 男 35 跳远 130***********9121 业余 中级
江苏 新注册 黄健民 男 60 跳高 110***********9275 一线 国家级
江苏 新注册 周贤朋 男 36 跳高 130***********906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苏 确认注册 陈乐丹 男 42 5000米 210***********6505 业余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陈述 男 40 200米 320***********4201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高健 男 56 撑竿跳高 210***********8377 一线 体育教师
江苏 确认注册 韩波 男 52 800米 320***********1481 一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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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江苏 确认注册 胡跃进 男 61 400米栏 320***********6485 一线 国家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黄淡伟 男 47 400米 440***********1141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黄群 女 41 铅球 320***********0462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李朝林 男 51 5000米 210***********6203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林向前 男 33 3000米障碍 211***********7003 业余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陆斌 男 33 100米 320***********9441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江苏 确认注册 毛新利 男 39 20公里竞走 320***********6491 一线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聂晶晶 女 32 20公里竞走 321***********1252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邵丽伟 女 58 400米栏 320***********7484 一线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时林忠 男 39 3000米障碍 320***********6001 业余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苏鉴诚 女 57 400米 320***********2486 业余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苏懿萍 女 40 100米栏 320***********4332 业余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谭洪海 男 58 200米 320***********1483 一线 国家级 八一南昌
江苏 确认注册 唐涛 男 46 400米 132***********8501 一线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吴建华 男 55 三级跳远 320***********2481 业余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吴健 男 34 铁饼 320***********5641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邢爱兰 女 54 铁饼 320***********7486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徐志谦 男 58 100米栏 320***********3481 一线 国家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许美玲 女 31 400米栏 320***********4180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薛娟 女 34 标枪 320***********0142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余静 女 47 100米栏 320***********0482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臧宇 男 32 100米 321***********2141 一线 体育教师
江苏 确认注册 赵磊 男 41 十项全能 320***********8461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周永生 男 47 马拉松 320***********5677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朱华刚 男 57 跳远 320***********2485 一线 高级
江苏 确认注册 朱益红 女 47 200米 320***********3486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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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确认注册 姚俊 男 59 100米 320***********6177 一线 高级 四川
江苏 确认注册 杨美萍 女 38 链球 210***********3064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张清斌 男 48 20公里竞走 210***********2201 一线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关英楠 女 44 跳远 210***********5508 业余 中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赵奇 男 27 20公里竞走 341***********4181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谭建 女 32 铁饼 513***********0002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薛飞 女 30 5000米 372***********8004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白羽 男 26 200米 320***********7005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倪洋 男 27 400米 320***********7763 业余 初级
江苏 确认注册 王德明 男 51 10000米 230***********3283 一线 高级 火车头体育协会
江西 新注册 肖汉滨 男 40 10000米竞走 360***********8431 业余 中级
江西 新注册 罗时辉 男 25 跳高 362***********1721 业余 初级
江西 新注册 佟玲玲 女 28 10公里竞走 362***********5404 二线 体育教师
江西 新注册 罗建 男 26 跳远 360***********1055 业余 初级
江西 新注册 吴孟启 男 23 800米 362***********6307 二线 体育教师
江西 新注册 尚尔明 男 54 800米 362***********5103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新注册 邵杨 男 29 100米 362***********1073 业余 中级
江西 新注册 许跃 男 56 十项全能 362***********5391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曾赣丰 男 45 400米 362***********100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曾臻 男 55 200米 362***********6065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冬梅 女 57 400米栏 360***********9432 二线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露霁 男 29 100米 362***********1401 一线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陈学君 男 46 1500米 362***********308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龚国华 男 56 七项全能 360***********2433 一线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桂智兴 男 48 10000米 362***********5081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郭海军 男 52 马拉松 211***********5001 一线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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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确认注册 黄诚玉 女 51 铅球 360***********5432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德华 女 53 十项全能 362***********8432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梁小珍 女 29 十项全能 362***********7006 二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刘斌 男 48 跳远 362***********5011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刘艳 女 41 400米 360***********3434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吕红兵 男 43 110米栏 360***********543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彭琴云 女 57 铁饼 360***********6432 二线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石恒华 男 48 20公里竞走 362***********30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宋维军 男 60 跳高 360***********2433 一线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宋志霞 女 37 400米 362***********9006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汪玲梅 女 55 20公里竞走 360***********3434 二线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晖 男 51 100米 362***********7001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建林 男 55 110米栏 362***********300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危科 男 37 20公里竞走 362***********0183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吴永清 男 48 链球 360***********9431 一线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谢凌 男 37 400米 362***********5001 一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许卫群 男 57 铅球 362***********300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应辉 男 49 撑竿跳高 340***********2101 一线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于光 男 63 链球 360***********5435 一线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秀芳 女 49 110米栏 362***********6002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忠军 男 56 100米栏 220***********3123 一线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朱大军 男 47 铁饼 360***********2431 二线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邹建明 男 46 跳远 362***********6003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俊 男 32 三级跳远 360***********1437 二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胡京翔 男 66 跳高 110***********6181 二线 副高级 上海
江西 确认注册 谢卓斌 男 48 跳远 362***********8075 业余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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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确认注册 伍建峰 男 40 十项全能 362***********2361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铭敏 男 27 100米 360***********606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胡根生 男 44 铅球 362***********1003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曾三保 男 59 20公里竞走 362***********10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鹏 男 24 110米栏 360***********5023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刘少斌 男 44 100米 362***********3843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恢恒 男 48 跳远 360***********630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倩 女 33 七项全能 362***********0052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吴墨松 男 39 100米 362***********8437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大田 男 26 20公里竞走 411***********8381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林奕薇 女 26 跳远 360***********4002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孙雯 女 31 100米 360***********8662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蒋春华 男 50 20公里竞走 362***********508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罗玉琼 女 25 1500米 362***********2128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小友 女 23 100米 362***********4112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宋志宏 男 49 200米 360***********4003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林枝成 男 44 800米 360***********10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力维 女 51 七项全能 360***********6432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聂辉 男 40 800米 362***********80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宋学群 女 45 七项全能 362***********3002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张赣平 男 53 200米 360***********8015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苑仁华 男 55 10公里竞走 362***********0151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林柏云 男 55 800米 362***********8201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周炜 男 47 400米栏 362***********6085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杨福明 男 54 800米 360***********1433 二线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纯勇 男 44 200米 360***********0009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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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确认注册 吴继华 男 40 400米 360***********743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郑华 男 59 110米栏 360***********22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新华 男 59 1500米 360***********1001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魏思林 男 34 100米 360***********2553 二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飞跃 男 41 1500米 420***********8417 二线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黄志勇 男 51 1500米 360***********444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刘守香 男 42 铅球 360***********6211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强 男 58 跳高 360***********5001 业余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韩雪 女 24 20公里竞走 210***********9202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徐勇 男 44 1500米 362***********9063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周伟 男 34 100米 362***********3001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乐钟萍 女 45 200米 360***********6432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娜 女 51 铅球 362***********2004 业余 副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玉卿 男 57 800米 360***********6151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梁俊 男 39 100米 360***********743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康滨 女 28 20公里竞走 362***********8352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李海鸣 男 57 100米 360***********5151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刘剑峰 男 43 20公里竞走 360***********2433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龚顺连 男 49 三级跳远 360***********0029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徐丽琴 女 29 20公里竞走 321***********6494 一线 体育教师
江西 确认注册 肖丽 女 65 10000米 530***********4292 一线 国家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美林 男 66 800米 360***********8081 一线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万勇 男 32 链球 210***********2781 一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成威 男 26 400米栏 360***********2651 二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程政 男 26 110米栏 360***********6525 业余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刘剑 男 43 跳远 360***********1255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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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确认注册 李驿星 男 26 跳高 360***********2273 一线 初级
江西 确认注册 王斌 男 63 1500米 110***********4131 一线 国家级
江西 确认注册 刘大军 男 31 十项全能 362***********82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郭颖弢 男 41 跳高 362***********315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裴灵杰 男 35 20公里竞走 360***********3001 业余 中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魏冬红 女 54 800米 362***********7202 业余 高级
江西 确认注册 陈令彭 男 40 800米 360***********8101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高帅 男 46 1500米 210***********7579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苗延禧 男 35 20公里竞走 210***********350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王永博 男 29 800米 210***********8181 二线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冷燕 女 53 1500米 211***********2024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赵显良 男 51 铅球 210***********564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李震 男 35 800米 210***********9057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曹汝峰 男 41 400米 210***********2403 业余 副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李爱国 男 38 10000米 210***********725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李波 男 38 跳远 210***********037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胡宝泉 男 31 100米 210***********400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丁维峰 男 47 800米 210***********4577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卢宏跃 男 25 100米 211***********3289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邓克富 男 37 铁饼 210***********660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李丽 女 41 1500米 210***********6392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张屹 女 46 七项全能 210***********0532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杨克强 男 53 十项全能 210***********025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车长鸣 男 36 800米 210***********8601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高红苗 女 46 5000米竞走 210***********7492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陈涛 男 37 跳高 210***********3413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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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新注册 白天慧 女 30 跳远 210***********9510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宋登辉 男 29 10000米竞走 210***********2721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安晓睿 男 24 链球 210***********8091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杜尚锋 男 40 标枪 211***********104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孙有利 男 56 跳远 210***********240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赵云海 男 38 1500米 210***********5493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金玉东 男 43 5000米 210***********0493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丁有园 男 33 100米 210***********0275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孟庆宇 男 47 100米 210***********0061 业余 副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张新鑫 男 35 100米 210***********416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佀传仆 男 42 跳高 210***********900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王萍 女 43 标枪 370***********5024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崔建伟 男 36 5000米 211***********014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王少鹏 男 45 三级跳远 211***********1169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姜大海 男 41 400米栏 211***********244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李晓亮 男 36 20公里竞走 211***********804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刘攀越 女 44 标枪 211***********4002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徐婷婷 女 34 跳远 210***********2174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孙斌 男 34 铅球 211***********219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邹颖 女 37 800米 210***********0212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董宝南 男 34 400米 210***********0211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徐爱军 男 50 10000米竞走 210***********7323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毕守利 男 51 100米 210***********2357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高洪涛 男 33 十项全能 210***********837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刘铁权 男 56 跳高 211***********8183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张新国 男 45 110米栏 210***********3373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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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新注册 王永利 男 47 100米 211***********0127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张跃才 男 55 铁饼 211***********6203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杨继元 男 25 10000米竞走 211***********5275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王泽华 男 49 标枪 210***********537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王佳佳 男 36 110米栏 210***********9101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邱建国 男 51 链球 210***********9101 业余 副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张贺 男 35 20公里竞走 210***********9053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朱磊 男 32 铅球 210***********6253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王飞 男 40 20公里竞走 210***********9047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那明锋 男 30 100米 210***********8023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方晓宇 女 33 1500米 210***********6404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张耀 男 52 400米 210***********1377 业余 中级
辽宁 新注册 王奎元 男 54 十项全能 110***********4253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于志军 男 51 400米栏 210***********7203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王庆捷 男 55 3000米障碍 210***********9433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宋维民 男 57 跳远 210***********4303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武冬梅 女 40 800米 210***********3204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王英福 男 40 10000米 210***********6205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刘军 男 41 十项全能 210***********3421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卢迪 男 35 200米 210***********7253 业余 初级
辽宁 新注册 邵华 男 44 铁饼 211***********8371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王艳芳 女 47 5000米 210***********0374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王鑫 女 41 七项全能 211***********1052 业余 高级
辽宁 新注册 熊艳华 女 42 100米栏 211***********4372 业余 体育教师
辽宁 新注册 吴庆宏 男 52 三级跳远 210***********6379 业余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卜范芳 女 42 100米 370***********0296 一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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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确认注册 丛长青 男 46 链球 210***********9583 一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郭进 男 50 七项全能 210***********9321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韩玉成 男 41 50公里竞走 210***********6153 一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贾鹏 男 39 铅球 210***********8645 一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李月光 男 53 20公里竞走 210***********6151 二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林娜 女 40 1500米 210***********8578 一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刘建立 男 54 50公里竞走 210***********0053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刘军 男 41 七项全能 210***********7003 二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刘帅 男 38 跳高 210***********1031 二线 体育教师
辽宁 确认注册 刘兴权 男 41 100米栏 210***********1577 二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刘玉桥 男 44 铅球 210***********1821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马立国 男 58 铅球 210***********7531 二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梅坤 男 43 链球 210***********2053 一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门伟 男 36 400米 210***********1553 一线 体育教师
辽宁 确认注册 孙敏娜 女 38 撑竿跳高 210***********8646 一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孙日鹏 男 45 1500米 210***********5579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王时忠 男 59 5000米 210***********4139 二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吴涛 男 38 铁饼 210***********5107 一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徐东文 男 51 三级跳远 210***********3531 一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杨仁光 男 44 20公里竞走 211***********4301 一线 国家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姚文君 男 55 十项全能 210***********0531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尹丽丽 女 43 800米 210***********0242 二线 中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尹文斌 男 37 三级跳远 210***********5715 二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赵永华 女 51 铁饼 210***********2536 二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周伯宝 男 62 标枪 210***********8401 一线 高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周连春 男 57 跳高 210***********8533 二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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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确认注册 郭林涛 男 28 800米 210***********9583 一线 初级
辽宁 确认注册 刘维 女 29 链球 210***********9052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新注册 乌恩巴图 男 39 跳远 150***********426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新注册 姜凤晶 女 32 铁饼 152***********8752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贺飞飞 男 27 200米 152***********349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李伟 男 29 5000米 152***********833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王月娇 女 27 100米 150***********8024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艾志军 男 39 100米 152***********760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李春红 女 30 100米 230***********8242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额尔登毕力格 男 36 100米 152***********813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许雷 男 33 100米 152***********957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张立强 男 53 跳远 110***********427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呼志峰 男 34 400米 152***********130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吴楠 男 33 100米 150***********553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刘圆 男 26 铅球 150***********426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苏文涛 男 28 100米 152***********818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朱建峰 男 36 400米 152***********003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陈晓涛 男 38 标枪 150***********729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李佳 男 40 100米 150***********446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侯杰 男 34 400米 152***********327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王金亮 男 32 5000米 152***********006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郝蒙福 男 41 100米 150***********645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张海彬 男 31 十项全能 232***********027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张健 男 27 铅球 220***********874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刘杨 男 33 200米 150***********700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陈冲 男 28 5000米 150***********0203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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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新注册 李志红 女 25 5000米 142***********4062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吉亚太 男 38 100米 152***********4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朱金鑫 男 28 跳远 150***********6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呼日瓦 男 29 5000米 152***********43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鲍雄伟 男 44 5000米 150***********509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禚金库 男 25 100米 220***********7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刘宇鑫 男 28 5000米 150***********1303 业余 初级
内蒙古 新注册 王华 男 40 1500米 152***********431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包林 男 43 1500米 152***********6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董海洋 男 30 200米 150***********25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张爱平 男 30 400米 150***********436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周波 男 28 200米 150***********524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闫明喜 男 52 200米 152***********821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冯岩 男 31 200米 152***********209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铁木尔 男 43 5000米 152***********618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魏新猛 男 23 5000米 320***********5569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彭金奎 男 33 400米 130***********432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宋娜 女 37 200米 150***********1066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王彦波 男 36 10公里竞走 152***********433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郭志刚 男 55 100米 150***********405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乔建忠 男 62 5000米 150***********920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矫洪涛 男 41 跳远 150***********826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新注册 华亭 男 41 马拉松 152***********130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新注册 永明 男 22 马拉松 152***********74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贺永成 男 44 5000米 152***********02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柳国祥 男 36 100米 152***********1335 业余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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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新注册 时德翔 男 56 1500米 152***********503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任宝福 男 54 铅球 152***********6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赵志峰 男 37 1500米 150***********9467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底艳 女 36 200米 150***********5034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王士娟 女 35 20公里竞走 150***********9024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新注册 郝银光 男 47 100米 152***********5001 业余 副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包峰林 男 44 1500米 150***********8251 一线 国家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曹旗 女 46 铁饼 150***********5252 一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陈福春 男 42 5000米 150***********3453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杜久辉 男 45 三级跳远 150***********125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韩强 男 43 50公里竞走 150***********8261 一线 副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广金 男 34 100米 150***********8273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宝 男 40 100米 150***********812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和平 男 49 100米 150***********820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陆艳梅 女 38 20公里竞走 152***********9502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庞海玉 男 57 200米 150***********206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柒拾叁 男 46 5000米 150***********326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东山 男 45 三级跳远 150***********622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闫帅 男 39 跳远 150***********4153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杨嗣臣 男 51 铁饼 150***********507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殷长喜 男 45 10000米 150***********3253 一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志英 女 46 铅球 150***********9254 一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徐发光 男 33 50公里竞走 152***********721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尚飞 男 44 400米 150***********5205 一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巴特 男 34 1500米 152***********0001 一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丽波 女 37 20公里竞走 150***********1052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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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强 男 44 跳高 152***********305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邓七十五 男 50 5000米 152***********4553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芳 女 42 20公里竞走 150***********6056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世雄 男 40 铅球 150***********410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武占璋 男 40 铅球 152***********2263 业余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静宇 男 54 200米 152***********5125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高福禄 男 39 铁饼 150***********4123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徐慧升 男 29 跳远 150***********92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呼和 男 28 铁饼 150***********950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平 男 45 200米 152***********906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文涛 男 30 铁饼 150***********954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贾建国 男 56 铁饼 152***********410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曲文艺 男 42 铁饼 150***********2257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雁宇 男 42 1500米 150***********7287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忠 男 48 200米 150***********520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孙跃东 男 46 铁饼 150***********33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赵志超 男 37 跳远 150***********333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袁帅 男 27 200米 150***********300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徐永军 男 42 5000米 150***********2205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翟雅萍 女 43 800米 150***********5102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希呢呼 男 27 100米 152***********011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尚勋 男 37 1500米 150***********5463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宝音 男 30 1500米 152***********43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那金龙 男 30 200米 152***********951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赖春林 男 42 铁饼 152***********541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蔺挨锁 男 39 跳远 152***********3033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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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确认注册 崔淑英 女 61 200米 150***********1002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于海波 男 41 1500米 152***********830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杜宇震 男 24 铁饼 152***********321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赵红梅 女 43 800米 150***********0400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忠 男 40 200米 152***********251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赵志红 男 54 200米 152***********610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钱龙 男 30 5000米竞走 152***********028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姚鑫 男 38 铁饼 150***********845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田勇 男 44 100米 150***********81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贾岩 男 31 标枪 152***********810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黄锐 男 43 跳远 152***********10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郭洁茹 女 30 铅球 152***********5572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斯卫 男 43 马拉松 152***********6061 一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潘志平 男 48 铁饼 152***********812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文利 男 57 200米 150***********1203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苏军 男 48 200米 150***********835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龙 男 35 200米 152***********30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廉平 男 39 200米 152***********033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胡志彬 男 35 10000米 150***********9003 一线 国家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海龙 男 44 50公里竞走 152***********8201 一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洪涛 男 44 跳高 152***********3093 一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宋菲菲 女 31 铅球 152***********8062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宏杰 女 45 七项全能 152***********8008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洪顺 男 40 110米栏 152***********4605 一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建海 男 36 1500米 152***********507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昊 男 32 1500米 152***********3311 二线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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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确认注册 孙慧君 男 43 1500米 152***********6285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静 女 40 10公里竞走 150***********9732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范宾 男 38 1500米 152***********915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高艳吉 男 30 200米 230***********712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吴永德 男 48 200米 152***********909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恒娇 男 34 100米 231***********300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陈彬 男 40 1500米 150***********4455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任健强 男 36 200米 140***********555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崔伟伟 男 36 200米 152***********3087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郭凯 男 31 20公里竞走 152***********3423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于生涛 男 46 跳远 150***********010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景艳 女 43 20公里竞走 152***********8102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于建伟 男 43 110米栏 150***********200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嫱 女 34 铅球 230***********7032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刘润平 男 42 铁饼 152***********639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辛清 男 46 铁饼 150***********220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王昊 男 29 跳远 152***********9103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高勇 男 37 200米 152***********567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温树德 男 50 200米 152***********103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郭永亮 男 40 200米 152***********127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冯界 男 44 1500米 150***********105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利军 男 34 1500米 150***********73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邢耀华 男 45 铁饼 152***********4001 一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郝维涛 男 38 200米 152***********106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柴宝玉 男 36 跳远 152***********715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魏迎乐 男 31 1500米 152***********3421 二线 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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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郑巴雅尔 男 57 十项全能 150***********52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丁宝君 男 39 1500米 150***********327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杨永健 男 43 200米 152***********266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武林杰 男 29 10公里竞走 152***********1331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乔建林 男 44 跳远 152***********12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鑫 男 39 200米 150***********015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吕鹏 男 45 200米 150***********5203 二线 初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杨春利 男 49 1500米 152***********900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巴鑫 男 39 110米栏 150***********8200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魏伟 男 32 十项全能 150***********516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杰 男 38 200米 150***********9205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高占国 男 35 跳远 152***********9243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付晓东 男 49 200米 152***********200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高长春 男 40 200米 150***********9331 二线 高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强 男 38 跳远 152***********0277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郭志辉 男 37 10公里竞走 140***********2341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贠卫东 男 36 1500米 152***********0001 二线 中级
内蒙古 确认注册 张双青 男 40 200米 152***********4061 二线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李军 男 33 1500米 152***********8600 业余 体育教师
内蒙古 确认注册 许国强 男 47 100米 152***********1021 一线 体育教师
宁夏 新注册 王秀琴 女 57 铅球 640***********1008 业余 中级
宁夏 新注册 李庆梅 女 55 100米 640***********0002 业余 高级
宁夏 新注册 代杰 男 34 三级跳远 640***********4331 业余 中级
宁夏 新注册 刘春红 女 50 3000米障碍 640***********6124 一线 中级
宁夏 新注册 韩琴花 女 49 1500米 640***********4124 一线 中级
宁夏 新注册 杨飞 男 31 100米 640***********0005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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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新注册 王勇刚 男 41 3000米障碍 640***********3121 一线 中级
宁夏 新注册 杨海昌 男 61 1500米 210***********6001 业余 高级
宁夏 新注册 许宁 男 63 三级跳远 150***********0251 业余 高级
宁夏 新注册 张仲科 男 64 200米 150***********7453 业余 高级
宁夏 确认注册 白有智 男 40 800米 640***********7121 业余 中级
宁夏 确认注册 杭瑞东 男 42 1500米 640***********7127 业余 初级
宁夏 确认注册 刘银昌 男 49 3000米障碍 640***********7065 业余 中级
宁夏 确认注册 马金梅 女 44 400米 640***********3122 业余 中级
宁夏 确认注册 马自成 男 39 1500米 640***********2121 一线 中级
宁夏 确认注册 尚吉军 男 37 800米 640***********6125 业余 初级
宁夏 确认注册 黄伟 男 36 200米 640***********6051 业余 初级
宁夏 确认注册 杨涛 男 33 5000米 640***********3001 一线 中级
宁夏 确认注册 单长明 男 58 马拉松 150***********5251 一线 国家级
宁夏 确认注册 王亚栓 男 32 3000米障碍 640***********6201 业余 初级
宁夏 确认注册 陈佳 女 25 5000米 640***********6234 业余 初级
宁夏 确认注册 赵佳利 男 38 跳远 640***********4123 业余 高级
青海 新注册 曹茉婕 女 28 10000米 632***********0056 一线 体育教师
青海 确认注册 常青 男 54 200米 630***********3377 业余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陈俊英 女 53 100米栏 630***********0252 业余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丁子鹏 男 44 200米 371***********1105 业余 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董寿基 男 35 50公里竞走 632***********5081 一线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俄项索南 男 32 5000米 632***********7001 业余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韩润林 男 45 5000米 630***********0121 业余 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靳海鹏 男 39 10000米 630***********9121 业余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雷建军 男 57 1500米 630***********2127 业余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李生福 男 46 50公里竞走 630***********7041 业余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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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确认注册 刘海明 男 44 50公里竞走 630***********1041 一线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苏伟 男 37 10000米 630***********7043 一线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孙玉邦 男 54 400米 630***********2069 业余 副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王维彪 男 40 5000米 630***********3041 业余 高级
青海 确认注册 徐晴 女 36 20公里竞走 630***********7312 业余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尹顺金 男 35 马拉松 530***********6035 一线 中级
青海 确认注册 于和平 女 55 50公里竞走 630***********4046 业余 中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黄伟 女 32 50公里竞走 411***********1402 业余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王世刚 男 39 50公里竞走 370***********2253 一线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陈雪 女 28 800米 210***********3492 业余 初级
青海 确认注册 张元龙 男 34 50公里竞走 630***********3127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新注册 刘旭东 男 41 1500米 370***********916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徐杰 男 32 400米 370***********410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葛志刚 男 33 800米 370***********4013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张道民 男 32 400米 370***********153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徐磊 男 33 铅球 370***********027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建民 男 52 20公里竞走 370***********9031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王士礼 男 33 5000米 370***********6101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李怀朋 男 45 110米栏 370***********633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葛浩 男 25 100米 370***********760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春 女 37 铁饼 372***********8140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李飞 男 32 10000米 371***********883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张令生 男 31 100米 370***********523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王洪军 男 40 20公里竞走 370***********3063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孙丽芳 女 30 1500米 370***********8204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赵飞 男 50 铅球 372***********0145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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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新注册 祝思印 男 50 800米 372***********6295 业余 高级
山东 新注册 王召强 男 41 20公里竞走 372***********5101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宋宇峰 男 41 100米 372***********10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徐玉朴 男 43 三级跳远 372***********2127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黄刚 男 50 跳远 371***********4481 业余 副高级
山东 新注册 刘东鑫 男 24 200米 371***********008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单洪飞 男 26 跳远 371***********478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鹿旭光 男 26 铅球 371***********20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李光宗 男 28 100米 371***********063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段保亮 男 28 十项全能 371***********212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阚文生 男 29 100米 371***********122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管仁海 男 45 标枪 371***********5613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张彦法 男 42 400米 371***********0095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张馨木 女 24 1500米 371***********7072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贤义 男 47 1500米 372***********8031 业余 高级
山东 新注册 刘贝贝 女 29 标枪 370***********5002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袁硕 男 24 撑竿跳高 370***********208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申建伟 男 52 跳远 371***********1053 业余 副高级
山东 新注册 张鹏 男 31 110米栏 371***********000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牟宗金 男 55 400米栏 372***********0053 业余 副高级
山东 新注册 解玉军 男 50 400米栏 370***********8035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马洪涛 男 38 200米 372***********3025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李进 男 24 1500米 371***********136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孙洪峰 男 28 十项全能 371***********279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靳祖涛 男 36 100米 371***********404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罗帅 男 26 200米 370***********704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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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新注册 孙聪 男 34 1500米 370***********70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朱新强 男 39 铅球 370***********016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李守鹏 男 50 100米 370***********40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王留柱 男 41 100米 370***********616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金安 男 48 100米 370***********53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高剑平 男 48 100米 370***********408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郭海龙 男 38 100米 370***********339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富超 男 31 100米 370***********8343 二线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王学仁 男 48 1500米 210***********2201 二线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盖丁 男 36 100米 372***********90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丁永勤 男 43 跳高 310***********9841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仲敏维 男 33 三级跳远 370***********9071 业余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辛佳 男 32 铁饼 370***********110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侯帆 男 51 800米 371***********3005 业余 高级
山东 新注册 彭传冲 男 28 800米 371***********9681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新注册 窦兆波 男 36 1500米 370***********3105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焦聪聪 女 31 400米 370***********5082 二线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姜晓丽 女 31 5000米 370***********6522 一线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马学翔 男 26 400米 370***********585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陈广 男 29 200米 371***********8033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刘强 男 44 100米 370***********6581 业余 初级
山东 新注册 姚永光 男 37 铅球 370***********6851 一线 中级
山东 新注册 栾芝莉 女 47 铁饼 370***********4292 一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安杰 男 32 100米 371***********6077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曹昌海 男 43 10000米 372***********81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常卫 男 39 20公里竞走 372***********2383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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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陈琳 女 29 400米 370***********9752 一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庆宇 男 48 400米 370***********90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迟敬禄 男 37 100米栏 370***********90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崔光远 男 51 铅球 370***********330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崔昔阳 男 42 100米 370***********152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邓伟 女 48 100米 370***********300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董宝华 男 40 三级跳远 370***********0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杜蓓蓓 女 37 铅球 370***********6104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杜磊 男 37 铅球 372***********3385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杜云鹏 男 31 20公里竞走 370***********6203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范伟 男 58 马拉松 370***********619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冯德岁 男 52 200米 370***********8009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葛蕴 男 52 撑竿跳高 110***********527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郭冬梅 女 40 50公里竞走 370***********929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韩庆强 男 46 200米 370***********129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韩勇 男 47 铅球 370***********929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侯尔钊 男 46 100米 370***********756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翠 女 33 50公里竞走 371***********8802 业余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坤军 男 53 400米 370***********7297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明才 男 49 20公里竞走 370***********229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思龙 男 34 跳远 370***********0005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素杰 女 53 20公里竞走 370***********5292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维宾 男 53 铁饼 370***********9295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山东 确认注册 李祥 男 31 200米 370***********6607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秀霞 女 52 1500米 370***********1298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兆杰 女 35 200米 370***********7802 二线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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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李榛 男 33 撑竿跳高 370***********3513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振军 男 50 三级跳远 370***********6035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梁峰 男 47 100米 370***********220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德刚 男 60 跳高 370***********4331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光 男 41 100米 370***********6361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国振 男 35 铁饼 370***********911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好清 男 45 100米 370***********139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顺国 男 49 50公里竞走 370***********024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素兰 女 47 七项全能 372***********0032 业余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新军 男 50 100米 372***********7141 二线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勇 男 43 100米 370***********0295 一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长勇 男 55 5000米 370***********029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振刚 男 39 标枪 370***********233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志刚 男 46 800米 370***********8391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龙玉文 女 44 10公里竞走 370***********9292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栾超 男 34 100米 370***********7003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马世晓 男 52 链球 370***********8291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马长诗 男 52 十项全能 372***********61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毛新远 男 48 20公里竞走 370***********2297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秦强 男 37 标枪 370***********8251 一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石辰 男 32 200米 370***********710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舒锋 男 50 跳高 372***********1037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舒一展 男 32 跳高 370***********249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司天峰 男 36 20公里竞走 370***********7291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宋绍利 男 55 50公里竞走 370***********1003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苏娟 女 45 50公里竞走 370***********3292 二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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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隋江峰 男 36 20公里竞走 370***********925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婧 女 35 1500米 370***********2304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丽娜 女 55 跳远 110***********7280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秀荣 女 50 标枪 370***********5294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万升庆 男 36 1500米 370***********7551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滨 男 38 100米 370***********830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佃江 男 61 1500米 370***********229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红鸽 女 50 200米 370***********8294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虎 男 54 跳远 370***********729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建新 男 57 铅球 370***********629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立斌 男 49 50公里竞走 371***********4771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敏生 男 35 三级跳远 370***********74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薇 女 51 跳高 370***********9296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文全 男 44 400米 370***********607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文忠 男 52 标枪 510***********2377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宪根 男 43 100米 130***********007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昀 男 45 5000米 372***********9371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吴波 女 48 5000米竞走 372***********4034 业余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夏鸿义 男 61 撑竿跳高 370***********8295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肖红艳 女 55 1500米 370***********6296 业余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谢道锋 男 40 十项全能 372***********204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谢芳 女 49 5000米 371***********1722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熊杰 男 72 撑竿跳高 370***********3291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冬 男 39 100米 220***********800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鸿翠 女 62 100米栏 370***********2162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金福 男 45 100米 370***********5133 二线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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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徐明壮 男 45 100米 370***********68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韶阳 女 40 铁饼 370***********9102 一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松 男 32 1500米 370***********9321 一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文涛 男 57 三级跳远 370***********8103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颜光富 男 41 800米 372***********3105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杨德慧 女 37 铅球 370***********8294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尹相东 男 39 1500米 370***********907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于欢 男 38 十项全能 372***********64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帮恒 男 58 铁饼 371***********6101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洁 女 32 1500米 370***********2466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俊杰 男 41 十项全能 370***********0295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年玉 男 34 三级跳远 371***********601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世宝 男 38 400米栏 370***********5201 一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卫 男 48 400米 372***********103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文卿 男 52 100米 370***********629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晓睿 男 35 20公里竞走 130***********436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晓媛 女 37 200米 370***********7032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迎夏 男 53 十项全能 372***********0007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元 男 38 20公里竞走 370***********5605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增惠 男 61 400米栏 370***********0271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赵炳春 男 50 七项全能 370***********9299 一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赵之涛 男 44 链球 372***********281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郑桂霞 女 47 1500米 370***********4292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郑凯 男 40 5000米 371***********7051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山东 确认注册 郑钦凯 男 36 400米 370***********7423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周国 男 48 20公里竞走 370***********1291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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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周茂金 男 56 标枪 370***********500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朱树春 男 60 5000米 370***********2291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庄光锋 男 48 铁饼 372***********40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卜立平 男 38 三级跳远 372***********410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冲君 男 55 十项全能 110***********827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广东 男 37 50公里竞走 370***********905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立军 男 55 铁饼 370***********6035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明 男 41 1500米 370***********73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玉香 女 41 400米 370***********833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丛辉 男 43 标枪 371***********440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韩锦丽 女 54 标枪 370***********0292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郝树海 男 57 400米 372***********0033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姜大勇 男 57 跳远 370***********310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姜浩 男 37 100米 371***********99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蒋振国 男 37 1500米 371***********416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金龙辉 男 52 5000米 370***********6333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孔艳 女 49 20公里竞走 370***********5294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凡 男 52 三级跳远 370***********629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富强 男 35 1500米 370***********1535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李金堂 男 37 铁饼 370***********7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景波 男 56 50公里竞走 370***********3031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林 男 41 链球 370***********329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梁丽丽 女 38 标枪 370***********6154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磊 男 60 跳远 372***********721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明刚 男 45 100米 370***********839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刘艳霞 女 39 铁饼 371***********3102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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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刘怡麟 男 43 跳高 370***********5293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马淑丽 女 42 铁饼 370***********039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莫树新 男 41 1500米 370***********029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聂树德 男 53 跳远 370***********4291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宁罗虹 男 59 400米栏 370***********4037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潘海莲 女 42 20公里竞走 370***********429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潘玉波 男 60 5000米 370***********6293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任瑞萍 女 44 三级跳远 370***********1102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史亮 男 48 十项全能 370***********9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德译 男 35 铁饼 370***********825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光红 女 40 5000米 370***********8292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琳 女 44 铅球 370***********2302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屠翔 男 46 800米 370***********1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法苓 男 43 400米 370***********829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修岩 女 49 110米栏 370***********6304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秀清 女 47 撑竿跳高 370***********3294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智勇 男 41 铅球 370***********911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魏丽 女 46 5000米 370***********9292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武茂勇 男 36 跳远 370***********553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立松 男 53 400米栏 370***********720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薛爱玲 女 41 20公里竞走 370***********2394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伊继辉 男 60 三级跳远 370***********0103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尹向军 男 51 铅球 370***********7293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宏哲 女 43 400米 210***********3152 一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洪臣 男 53 100米 372***********800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洪奎 男 42 100米 110***********8271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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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确认注册 张庆利 男 47 800米 370***********0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新利 男 48 20公里竞走 370***********7013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颖 女 40 链球 370***********525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渝昊 男 37 铅球 370***********6291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张跃进 男 52 5000米 370***********6295 业余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赵德琴 女 55 100米 370***********2262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赵名强 男 48 撑竿跳高 370***********0293 二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郑启 男 54 跳高 110***********927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郑霆 男 38 跳高 370***********502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郭庆仙 女 56 标枪 370***********7022 一线 国家级 陕西
山东 确认注册 司志林 男 55 铅球 370***********2031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周奇 男 50 跳远 370***********902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姚永志 男 57 400米 370***********4295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伟 男 47 5000米 372***********9385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毕晓亮 男 27 跳高 370***********6001 二线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万金阁 男 33 20公里竞走 370***********4801 二线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李懿家 男 38 跳远 370***********6337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进 男 47 铅球 370***********4215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乔冰 男 41 1500米 370***********424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窦维宴 男 46 110米栏 370***********0501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岳峰 男 52 400米 370***********6181 二线 副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陈军吉 男 43 十项全能 370***********045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许洪胜 男 46 十项全能 370***********3293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鹏 男 37 100米 371***********870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卢雨亭 男 49 100米 372***********1321 二线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毕云川 男 37 5000米 371***********8231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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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山东 确认注册 苗国娟 女 40 跳远 372***********5644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隋本京 男 57 1500米 370***********400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云 女 28 标枪 370***********9252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宋文杰 男 50 400米 230***********7493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徐德兴 男 21 50公里竞走 370***********040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郭延祥 男 33 铅球 370***********9391 业余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于国辉 男 43 50公里竞走 370***********0291 业余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张国林 男 34 10000米 370***********118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肖慧敏 女 28 10000米 371***********1052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孙承刚 男 29 50公里竞走 371***********134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时娜 女 40 20公里竞走 370***********5458 一线 国家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银行 男 43 20公里竞走 370***********2453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王立克 男 31 铅球 371***********2757 一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康 男 32 跳远 370***********6481 二线 初级
山东 确认注册 蔡尚岩 男 57 1500米 370***********7931 二线 中级
山东 确认注册 牛家奎 男 58 800米 370***********3331 二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黄潇潇 女 37 400米栏 370***********3032 一线 高级
山东 确认注册 李光明 男 37 800米 372***********8341 二线 体育教师
山东 确认注册 姚义 男 56 1500米 110***********6577 二线 高级
山西 新注册 庾石锁 男 29 跳高 142***********0127 一线 初级
山西 新注册 于进海 男 37 200米 140***********9851 二线 初级
山西 新注册 白传波 男 35 100米 140***********4851 二线 初级
山西 新注册 曹高飞 男 38 110米栏 140***********2127 二线 中级
山西 新注册 孙永伟 男 41 跳高 140***********0155 业余 初级
山西 新注册 刘强 男 29 马拉松 370***********3027 一线 初级
山西 新注册 王黑小 男 57 100米 140***********2043 二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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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山西 确认注册 曹文军 男 51 10公里竞走 142***********405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曹学军 男 40 标枪 142***********8001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曹振水 男 53 800米 110***********5271 业余 国家级 北京,四川,湖北
山西 确认注册 程贤红 女 51 铁饼 140***********4206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杜桂英 女 63 跳高 210***********1042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滑邵荣 女 46 铅球 140***********4152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贾吉山 男 56 10公里竞走 142***********605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景文胜 男 50 800米 142***********5211 一线 副高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刘青 女 34 800米 370***********3026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刘文杰 男 43 400米 140***********2151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刘兴华 男 65 跳高 210***********404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刘云涛 男 42 三级跳远 132***********2173 业余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孙世鹏 男 44 标枪 110***********0271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武伟杰 男 28 5000米 370***********9681 业余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徐葵 女 42 跳高 140***********4122 一线 高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杨俊丽 女 38 400米 140***********0182 一线 初级 八一南昌
山西 确认注册 贠先虎 男 47 撑竿跳高 140***********2231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张如 男 37 链球 320***********8505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蔡元元 女 38 100米 220***********5064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高文绪 男 46 标枪 140***********1271 一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姜广成 男 46 铅球 370***********4291 业余 高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孟莹 女 27 链球 140***********7684 二线 体育教师
山西 确认注册 刘成功 男 39 铁饼 210***********0133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宋素波 男 41 铁饼 140***********412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陈勇 男 40 十项全能 140***********1233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畅荣升 男 54 100米栏 140***********8491 二线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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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山西 确认注册 薄志富 男 22 400米 140***********3503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孙伟 男 33 400米 130***********4441 业余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武金生 男 57 1500米 142***********3055 二线 初级
山西 确认注册 孙路 男 48 1500米 140***********104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闫永柱 男 48 铅球 142***********5281 二线 中级
山西 确认注册 郝毅敏 女 45 跳远 140***********3512 二线 副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范沛 男 38 链球 610***********5321 二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冯辉 男 56 1500米 612***********1003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付国强 男 41 50公里竞走 610***********9325 一线 中级
陕西 确认注册 黄树刚 男 45 200米 610***********1323 一线 中级 八一南昌
陕西 确认注册 孟凡宇 男 41 跳远 210***********9357 一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史雅坤 男 32 100米 410***********3401 一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王国庆 男 51 链球 610***********0325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王琨 男 34 10000米 610***********7223 二线 体育教师
陕西 确认注册 王列东 男 44 50公里竞走 610***********5241 一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魏善军 男 54 110米栏 320***********6281 一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武毅 男 29 100米 610***********7153 二线 体育教师
陕西 确认注册 夏正华 男 46 标枪 610***********1521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杨莎 女 34 20公里竞走 612***********6304 二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张永莉 女 31 铅球 610***********6002 二线 初级
陕西 确认注册 齐大凯 男 33 链球 610***********3323 一线 中级
陕西 确认注册 王光林 男 54 200米 110***********5901 一线 中级
陕西 确认注册 杜超 女 54 标枪 110***********8002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童华 男 51 200米 110***********8275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高全 男 57 七项全能 210***********1371 一线 高级
陕西 确认注册 宋其纯 男 54 400米 610***********8321 二线 中级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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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陕西 确认注册 吕萍 女 58 200米 610***********8162 一线 高级 山东
上海 新注册 黄臻辉 男 38 100米 310***********3291 业余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郑智慧 女 28 200米 340***********0006 业余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周佳敏 男 35 100米 310***********5047 业余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王俊 男 34 100米 340***********0495 业余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刘柏林 男 28 1500米 370***********3823 二线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陆忱 男 28 铅球 310***********5031 业余 初级
上海 新注册 孙敬 女 44 跳高 370***********3072 业余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毕忠 男 51 链球 360***********1431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蔡巍 男 51 100米栏 310***********8081 业余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曹靖 男 42 110米栏 310***********1083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陈雁浩 男 48 110米栏 310***********2801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戴名辉 男 54 400米 110***********2271 二线 副高级 河南,湖南,内蒙古,新疆
上海 确认注册 杜卫东 男 52 三级跳远 310***********9081 二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高大鹏 男 34 1500米 220***********4735 二线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顾学文 男 37 400米栏 310***********6241 业余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李开林 男 52 跳远 310***********3121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刘侠 男 60 100米 310***********4241 一线 国家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钱国军 男 49 标枪 330***********3123 一线 国家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沈士达 男 49 100米 310***********6291 二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石鹏 男 33 1500米 370***********8523 一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隋新梅 女 55 铅球 310***********1084 一线 国家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孙海平 男 65 110米栏 310***********3041 一线 国家级
上海 确认注册 覃继红 男 44 撑竿跳高 450***********5151 二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汤伟明 男 42 400米 310***********6361 二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陶克雄 男 58 标枪 310***********9043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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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上海 确认注册 陶睿 男 48 跳高 370***********6331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王丽宁 女 33 100米 320***********7616 二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王智慧 女 54 跳远 310***********7562 二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王舟舟 男 43 跳高 150***********0051 一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吴小五 男 50 跳远 320***********4361 一线 副高级 北京,湖南
上海 确认注册 吴鋆 男 39 撑竿跳高 310***********1443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奚霞顺 男 57 十项全能 310***********3323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徐耀良 男 59 撑竿跳高 310***********7087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许沛声 男 58 200米 310***********7365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严颖 女 38 标枪 310***********3308 二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杨耀祖 男 39 100米 310***********9401 一线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张竣 男 37 铅球 370***********1101 二线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赵静 女 31 跳高 230***********0482 二线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周宏 男 54 100米栏 310***********4281 二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周伟明 男 57 100米 310***********0323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朱民华 男 55 跳远 342***********3221 一线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周斌 男 37 110米栏 310***********9393 业余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林旭 男 53 跳远 310***********8625 业余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符秀红 女 50 十项全能 310***********6482 业余 国家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林重阳 男 60 跳高 310***********7325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顾伟杰 男 47 撑竿跳高 310***********3101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张峰 男 48 110米栏 310***********9041 业余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瞿一敏 男 59 110米栏 310***********9481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刘璐 女 51 跳高 310***********6628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李智 男 58 100米 630***********4041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王晓东 男 55 撑竿跳高 231***********8051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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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确认注册 王智军 男 45 100米 310***********7861 业余 中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方水泉 男 69 110米栏 310***********1021 业余 高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徐士姣 女 27 800米 320***********5082 业余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左东慧 女 33 铅球 232***********6044 业余 初级
上海 确认注册 段福康 男 29 100米 310***********7091 业余 初级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黄玮 男 37 100米 310***********0519 一线 中级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刘飞亮 男 35 撑竿跳高 370***********7551 一线 中级 上海,山东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沈建廷 男 57 100米 310***********8281 一线 高级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唐宝军 男 38 800米 320***********7301 一线 高级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陶宇佳 女 33 800米 360***********6002 一线 初级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王朝阳 男 42 800米 310***********0863 一线 高级 上海

四川 新注册 周璐 女 31 800米 150***********8362 二线 体育教师
四川 新注册 黄祥 男 28 100米 412***********5089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新注册 江岚 女 51 跳高 510***********2384 一线 高级
四川 新注册 张中民 男 48 铁饼 110***********5275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新注册 戴伟民 男 58 400米栏 310***********9411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郑重 男 41 800米 210***********9203 业余 副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曾文勇 男 31 400米 510***********4243 一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陈器 男 56 撑竿跳高 510***********8381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陈智聪 男 48 链球 510***********6897 一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邓茹 女 30 400米 152***********1412 业余 中级 天津
四川 确认注册 董官清 男 53 5000米 110***********5275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郭峥嵘 男 48 十项全能 511***********0061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韩刚 男 41 800米 150***********0453 一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郝建鹏 男 37 十项全能 211***********3563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何建刚 男 56 100米 510***********1377 二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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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确认注册 何显林 男 56 110米栏 510***********0381 二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胡晓 女 53 100米 510***********4376 二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金勇 男 43 铁饼 320***********4001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雷泉 男 48 400米 510***********2897 二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雷雨 男 50 200米 512***********0185 一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李民达 男 37 铁饼 370***********3251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刘馨 女 50 七项全能 513***********7032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骆川平 男 59 链球 510***********9377 二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宁树强 男 55 铁饼 510***********3377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逄晓 男 32 链球 370***********2001 一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谭晶玉 女 37 跳远 510***********1062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唐小舟 男 31 100米 510***********2181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王珩 男 30 跳远 510***********8003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王凌康 男 56 铅球 510***********9421 二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王莹琪 男 37 400米 110***********6005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王永康 男 60 标枪 510***********9299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四川 确认注册 吴尚辉 男 54 三级跳远 110***********9279 业余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许羽 男 50 200米 510***********9067 一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叶虎 男 47 200米 512***********1811 二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叶森 男 34 200米 511***********2031 一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于浩飞 男 49 800米 110***********5277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赵永胜 男 52 20公里竞走 420***********1429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钟梅 女 43 跳远 510***********7158 一线 高级 八一南昌
四川 确认注册 周杨 女 32 撑竿跳高 510***********6224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李涛 男 52 400米 510***********7377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周玉斌 男 52 400米 110***********5281 一线 体育教师 山西,新疆,山东

第75页/共83页



 2020年中国田径协会教练员注册审核通过名单(2020-07-08)

注册单位 注册类型 姓名 性别 年龄 执教项目 证件号码 执教队伍 技术职称 其他执教单位
四川 确认注册 潘少奎 男 53 800米 370***********6291 业余 高级 江西
四川 确认注册 章荣江 男 59 三级跳远 110***********1221 业余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杨辉 男 57 100米栏 110***********5279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李秀梅 女 52 400米 510***********7212 一线 高级 江西
四川 确认注册 赵振英 男 53 400米栏 210***********0931 业余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朱耀康 男 51 110米栏 310***********8623 一线 高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倪志伟 男 33 200米 320***********7605 业余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曾艳 女 45 100米栏 510***********9166 二线 中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李珍珠 女 34 800米 150***********3470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张蓉 女 37 100米栏 510***********5032 一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张华东 男 28 100米 513***********1821 二线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马华 男 28 800米 513***********7651 业余 初级
四川 确认注册 李毅 男 48 200米 310***********3081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周振平 男 53 400米栏 110***********4275 业余 体育教师
四川 确认注册 张敬军 男 49 10000米 110***********2005 业余 体育教师 贵州,山东
天津 新注册 李蕾蕾 女 30 10000米竞走 152***********8082 二线 初级
天津 新注册 张春城 男 37 200米 120***********1121 二线 中级
天津 新注册 李秀云 女 46 10000米竞走 211***********9002 一线 高级
天津 新注册 白龙 男 30 跳高 120***********8211 二线 初级
天津 新注册 杜晓玮 女 32 跳高 232***********1232 二线 初级
天津 新注册 张鑫 男 38 跳远 120***********4431 二线 中级
天津 新注册 张厚喜 男 39 标枪 120***********5551 二线 中级
天津 确认注册 陈建新 男 32 400米 120***********0391 一线 中级
天津 确认注册 李景雪 女 46 800米 210***********0534 一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倪秀玲 女 58 跳高 130***********3066 一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孙福海 男 47 标枪 120***********0001 一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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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确认注册 孙太凤 女 37 铁饼 120***********6452 二线 中级
天津 确认注册 王臣 男 30 跳高 120***********7303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张李文 女 46 跳高 120***********3602 一线 副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陈明 男 36 110米栏 120***********8425 二线 中级
天津 确认注册 杨子伟 男 50 10公里竞走 211***********2001 二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李 健 男 28 400米 130***********7151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董 庆明 男 38 标枪 120***********1525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王磊 男 27 800米 120***********4241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王迪 男 27 400米 220***********5247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刘花花 女 35 跳远 432***********0246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张春利 男 28 100米 120***********1331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吕元帅 男 32 400米 120***********0531 二线 初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刘小晖 男 48 200米 120***********8701 一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郝翔 男 37 十项全能 120***********3481 二线 中级
天津 确认注册 刘蕴丽 女 53 200米 120***********7600 二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杨洪涛 男 49 标枪 120***********5603 二线 高级 广东
天津 确认注册 郑军 男 49 十项全能 120***********5603 二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潘亚峰 男 43 50公里竞走 150***********7251 一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郭长林 男 45 400米栏 230***********5200 一线 高级
天津 确认注册 陈晓东 男 49 三级跳远 230***********2063 一线 高级

西安体育学院 新注册 冯杰 男 34 铅球 652***********8081 一线 初级
西安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陈老虎 男 57 链球 610***********6321 业余 副高级
西安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李彩霞 女 32 撑竿跳高 152***********3452 一线 中级 陕西
西安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马屹 女 54 铅球 650***********1304 一线 副高级 陕西,新疆,八一南昌
西安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徐政 男 59 撑竿跳高 610***********0361 一线 体育教师 安徽
西安体育学院 确认注册 蒋秋艳 女 37 10公里竞走 612***********4542 一线 高级 陕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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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新注册 徐祥府 男 30 1500米 410***********0253 二线 初级
西藏 确认注册 玫瑰多吉 男 45 标枪 540***********5153 业余 中级
西藏 确认注册 张玉龙 男 33 10公里竞走 411***********6561 一线 体育教师
西藏 确认注册 格桑次仁 男 53 马拉松 540***********1153 一线 高级
西藏 确认注册 洛桑元旦 男 30 马拉松 542***********3001 一线 初级
西藏 确认注册 罗桑 男 37 10公里竞走 540***********1157 二线 初级
西藏 确认注册 赵艳峰 男 32 1500米 142***********2245 二线 中级
西藏 确认注册 达瓦卓拉 女 30 800米 542***********1106 二线 初级
新疆 确认注册 程守国 男 59 10000米 650***********565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艾孜提艾力·

麦麦提敏
男 27 800米 653***********400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张洋 男 38 200米 650***********119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谷明 男 37 1500米 654***********604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左斌 男 55 400米 230***********4681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阿不都拉·依

布拉音
男 40 铅球 650***********1301 一线 国家级

新疆 确认注册 刁兆义 男 46 三级跳远 650***********0303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王建博 男 41 十项全能 650***********830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奴尔浪 男 60 铁饼 650***********5303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曹庆安 男 58 三级跳远 650***********0301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陶建春 男 57 铅球 650***********0061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葛长海 男 56 10000米 650***********3301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吴晓辉 男 47 跳高 650***********7063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李旭 男 57 跳高 650***********9063 一线 体育教师

新疆 确认注册
努尔买买提·

吐拉克
男 38 铁饼 650***********8305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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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确认注册 阿合拜克 男 47 5000米 650***********430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李文魁 男 48 铅球 650***********1341 一线 中级
新疆 确认注册 吴桂花 女 49 铁饼 650***********4304 一线 中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确认注册 付明亮 男 37 800米 410***********7503 业余 初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确认注册 候相亭 男 26 跳高 659***********0571 业余 初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确认注册 肖毅敏 男 32 铁饼 659***********1185 业余 初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确认注册 王文海 男 30 1500米 652***********0085 业余 初级

云南 新注册 付廷连 女 32 10000米 530***********5152 一线 中级
云南 新注册 徐盼盼 女 28 100米栏 330***********0162 二线 初级
云南 新注册 杨祥 男 33 3000米障碍 532***********2073 二线 初级
云南 新注册 董晓燕 女 27 10公里竞走 532***********3072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常春虎 男 42 10公里竞走 532***********1135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陈和林 男 56 20公里竞走 530***********3293 一线 国家级
云南 确认注册 董诗兆 男 50 10000米 533***********6015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高金海 男 53 1500米 530***********5291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何亚辉 男 49 20公里竞走 532***********4001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黎则文 男 46 20公里竞走 530***********5293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梁九建 男 52 10000米 530***********8031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王会德 男 55 铅球 530***********3041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王忠睿 男 37 3000米障碍 532***********6041 一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韦寿春 男 31 400米栏 532***********9157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邢树财 男 35 10000米 533***********4283 一线 副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徐兴德 男 36 20公里竞走 532***********2425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杨安跃 男 37 1500米 530***********2293 一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张国伟 男 60 10000米 530***********6299 一线 国家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张仁玉 男 54 5000米 532***********8371 二线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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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确认注册 赵成良 男 36 20公里竞走 530***********1151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赵文斌 男 40 10000米 530***********8291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周海平 男 50 100米 510***********8423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朱党勋 男 39 10000米 532***********0371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朱荣华 男 46 马拉松 530***********9297 一线 副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杨涛 男 30 20公里竞走 530***********2171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张平红 男 40 10公里竞走 532***********2051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李裕明 男 42 10公里竞走 532***********9051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赵石生 男 42 1500米 530***********8031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李仕萍 女 43 铁饼 530***********6294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李磊 男 32 10公里竞走 532***********9465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陆强 男 51 跳高 510***********1421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吴杰 男 54 110米栏 510***********4421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张天平 男 41 10公里竞走 533***********7283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杨国才 男 45 10000米 530***********6291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冯育魁 男 55 200米 532***********3003 二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自明荣 男 49 跳远 530***********4073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早有丽 女 32 800米 533***********4034 二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徐耀芝 女 30 20公里竞走 533***********0076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段其全 男 31 10000米 533***********5103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韩印 男 25 1500米 530***********4373 二线 初级
云南 确认注册 余兰 女 54 20公里竞走 530***********2292 一线 高级
云南 确认注册 展恩德 男 30 20公里竞走 530***********3491 一线 中级
云南 确认注册 李有才 男 37 10000米 532***********0433 一线 中级
浙江 新注册 王干明 男 53 标枪 330***********9301 业余 中级
浙江 新注册 洪绍楠 男 36 跳远 230***********0055 业余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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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新注册 龚雅琴 女 40 标枪 330***********0302 业余 中级
浙江 新注册 郁巧英 女 30 200米 330***********1482 业余 初级
浙江 新注册 吴冷西 男 48 撑竿跳高 330***********0001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曾华祥 男 56 跳远 330***********920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陈翀 男 51 400米栏 330***********120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陈银河 男 57 跳高 330***********4047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傅豹 男 40 十项全能 330***********7525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胡高科 男 39 跳远 330***********6201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黄水明 男 47 跳远 330***********207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李荣祥 男 48 标枪 330***********842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刘琦 男 59 1500米 210***********3539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孟祥胜 男 47 跳高 372***********2003 二线 国家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沈玲玲 女 41 七项全能 330***********2104 业余 初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沈盛妃 女 39 七项全能 330***********1406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宋静儿 女 42 铅球 330***********1042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唐林华 男 53 标枪 330***********304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陶剑荣 男 65 100米 330***********604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童笑梅 女 31 800米 330***********3004 一线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王君印 男 50 800米 211***********658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于国成 男 38 400米栏 371***********8377 一线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张仁杰 男 51 跳远 110***********8277 一线 国家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张素阁 女 40 铅球 411***********6606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张艳玲 女 56 七项全能 210***********4534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章勇 男 45 400米 332***********7003 业余 体育教师
浙江 确认注册 赵时金 男 35 跳远 330***********575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周立 男 30 标枪 332***********7001 业余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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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确认注册 朱娟红 女 37 100米 330***********5636 一线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朱书靖 男 35 三级跳远 330***********4023 一线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朱伟 男 42 800米 330***********6085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刘剑波 男 58 三级跳远 332***********604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王军 男 58 铁饼 330***********7201 一线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张伟 男 35 标枪 330***********736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金涛 男 51 撑竿跳高 330***********3201 一线 国家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金熙佳 男 60 跳远 330***********8001 二线 体育教师
浙江 确认注册 张成 男 40 110米栏 210***********732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沈国宏 男 43 铅球 330***********8531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钟虎 男 31 跳远 331***********0493 业余 初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周铁民 男 50 撑竿跳高 110***********9275 业余 高级 北京,山东
浙江 确认注册 卢秀荣 女 56 铁饼 411***********7562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祁红 女 51 跳远 330***********1202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蔡忆健 男 40 跳远 330***********1403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陈华明 男 34 200米 331***********4181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张春晓 男 47 跳高 340***********2021 一线 体育教师
浙江 确认注册 陈柯 男 30 400米栏 330***********4731 一线 初级
浙江 确认注册 金其超 男 28 跳高 330***********4131 一线 初级
浙江 确认注册 熊善虎 男 27 十项全能 330***********4141 业余 初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吴亚存 男 52 100米 330***********6065 业余 高级
浙江 确认注册 夏秀东 男 32 1500米 210***********9307 业余 中级
浙江 确认注册 曹竹萍 女 30 跳远 331***********2312 一线 体育教师
重庆 新注册 胡宇 男 36 100米 500***********0003 二线 初级
重庆 新注册 李晓艳 女 58 100米 510***********8212 一线 国家级
重庆 确认注册 邹华 女 42 100米 510***********7182 一线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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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确认注册 陈永鉴 男 50 100米 510***********1377 一线 高级
重庆 确认注册 石阳 女 37 20公里竞走 210***********4008 一线 中级
重庆 确认注册 李科 男 40 400米栏 110***********8273 一线 中级
重庆 确认注册 何军 男 36 100米 500***********2001 一线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沈云暴 男 43 100米 330***********8003 一线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刘湘 男 37 400米 500***********1001 一线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彭子龙 男 37 三级跳远 510***********6041 一线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李安全 男 49 撑竿跳高 510***********2001 一线 中级
重庆 确认注册 牛娜娜 女 37 100米 510***********0182 一线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王军 男 57 100米 510***********0211 业余 高级
重庆 确认注册 王熳 女 43 100米 510***********9192 业余 初级
重庆 确认注册 代燕 女 45 100米 510***********5184 业余 中级
重庆 确认注册 张高军 男 53 十项全能 110***********5273 业余 中级
重庆 确认注册 罗洪 男 56 十项全能 510***********1163 业余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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