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代表单位 职位 姓名 性别 生日 原代表单位

1 北京 运动员 刘卓 女 2004-09-16

2 北京 运动员 胡佳怡 女 2006-09-30

1 北京 运动员 刘雅楠 女 2005-09-01

2 北京 运动员 祁以琳 女 2003-01-19

3 北京 运动员 梁诗韵 女 2003-09-18

4 北京 运动员 史弘悦 女 2006-01-18

5 北京 运动员 陈禹希 女 2005-05-30

6 北京 运动员 邢运佳 女 2006-12-21

7 北京 运动员 韩镇月 女 2006-02-03

8 北京 运动员 刘春爽 女 2004-02-25

9 北京 运动员 霍家美 女 2005-09-14

10 北京 运动员 张蓝心 女 2004-08-11

11 北京 运动员 曲悠然 女 2006-08-25

12 北京 运动员 韩香 女 2004-07-21

13 北京 运动员 英闻笛 女 2006-03-22

14 北京 运动员 黄敏琪 女 2006-10-12

15 北京 运动员 姜瑞希 女 2006-11-01

16 北京 运动员 冯雯萱 女 2006-08-26

17 北京 运动员 纪媛媛 女 2005-03-11

18 河北 运动员 李文佳 女 2003-09-06

19 河北 运动员 陈思潼 女 2006-05-21

20 河北 运动员 陈思诺 女 2006-05-21

21 河北 运动员 王琪 女 2006-06-07

22 河北 运动员 付佳丽 女 2006-01-07

23 河北 运动员 侯俊欣 女 2003-12-24

24 河北 运动员 李晋谊 女 2005-09-10

25 河北 运动员 郭美超 女 2006-02-04

26 河北 运动员 徐澜杉 女 2005-03-08

27 河北 运动员 王笑语 女 2006-02-04

28 河北 运动员 薄露 女 2003-05-13

29 河北 运动员 王涵祎 女 2005-12-23

30 河北 运动员 杨紫贻 女 2006-06-09

31 河北 运动员 侯依凡 女 2006-05-23

32 河北 运动员 徐培茹 女 2006-07-22

33 河北 运动员 张京京 女 200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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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内蒙古 运动员 康丽 女 2003-03-03

35 内蒙古 运动员 姜璎桓 女 2004-10-16

36 内蒙古 运动员 于果 女 2004-07-05

37 内蒙古 运动员 李可 女 2006-07-16

38 内蒙古 运动员 闫美琼 女 2006-12-07

39 内蒙古 运动员 郑贺 女 2005-11-21

40 内蒙古 运动员 徐佳星 女 2004-08-20

41 内蒙古 运动员 赵心蕊 女 2006-11-15

42 内蒙古 运动员 刘梓鈺 女 2004-07-03

43 内蒙古 运动员 蓝雨欣 女 2004-06-15

44 内蒙古 运动员 李昊 女 2005-12-20

45 内蒙古 运动员 张薷月 女 2006-08-10

46 内蒙古 运动员 车宇訢 女 2004-04-20

47 内蒙古 运动员 宋雨书 女 2005-08-03

48 内蒙古 运动员 徐佳艺 女 2005-05-08

49 内蒙古 运动员 杨阳 女 2005-06-26

50 内蒙古 运动员 宋欢欢 女 2005-08-20

51 上海 运动员 付佳悦 女 2005-07-02

52 上海 运动员 张馨月 女 2004-12-06

53 上海 运动员 郭美麟 女 2003-02-16

54 上海 运动员 张书琪 女 2005-05-16

55 上海 运动员 周颖超 女 2003-03-21

56 上海 运动员 田博雅 女 2005-04-11

57 上海 运动员 王美贺 女 2005-02-16

58 上海 运动员 聂芯蕊 女 2004-03-04

59 上海 运动员 吕奕玄 女 2003-09-23

60 上海 运动员 王钰乔 女 2004-02-19

61 上海 运动员 张兆涵 女 2005-08-15

62 上海 运动员 常钰琪 女 2006-01-17

63 上海 运动员 张馨月 女 2003-03-11

64 上海 运动员 郝梓含 女 2005-05-11



65 四川 运动员 李陈陈 女 2004-04-28

66 四川 运动员 李新怡 女 2003-05-07

67 四川 运动员 何潇 女 2003-09-29

68 四川 运动员 刘岚 女 2003-11-28

69 四川 运动员 李意平 女 2004-02-06

70 四川 运动员 李心媛 女 2006-05-05

71 四川 运动员 向秋桐 女 2003-08-23

72 四川 运动员 唐瑛浩 女 2006-02-23

73 四川 运动员 曾愫愫 女 2006-05-19

74 四川 运动员 曾靖涵 女 2003-05-18

75 四川 运动员 侯安鑫 女 2004-12-15

76 四川 运动员 王静 女 2004-03-14

77 四川 运动员 丁馨仪 女 2003-12-26

78 四川 运动员 周芷帆 女 2005-09-12

79 四川 运动员 赵妤婧 女 2006-07-19

80 四川 运动员 王佳璁 女 2005-02-03

81 四川 运动员 杨小萱 女 2006-07-14

82 四川 运动员 张博雅 女 2006-03-01

83 四川 运动员 卢欣怡 女 2006-02-06

84 四川 运动员 柳可 女 2006-06-28

85 四川 运动员 陈卢思宇 女 2005-06-06

86 四川 运动员 耿艺桐 女 2006-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