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队名称 身份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号

重庆前卫 运动员 张斌 身份证 51020219780314****

重庆前卫 运动员 杨啸川 身份证 51021319820404****

重庆前卫 运动员 雷波 身份证 50010319860827****

重庆前卫 运动员 李彦锜 身份证 50010619890211****

重庆前卫 运动员 梁涛 身份证 51020219780217****

重庆前卫 运动员 周国洪 身份证 51020219780210****

重庆前卫 运动员 李懋 身份证 51020219810326****

重庆前卫 运动员 孟凯 身份证 51021219780323****

重庆前卫 运动员 何鹏 身份证 52010219850630****

重庆前卫 队医 赵红军 身份证 54010219750703****

重庆前卫 领队 张庆 身份证 51022319690808****

重庆前卫 教练 杨扬 身份证 51020219730316****

重庆前卫 运动员 刘博超 身份证 50010319890203****

中国电子队 领队 刘成平 身份证 44030119620901****

中国电子队 教练 朱兵 身份证 34020419621030****

中国电子队 队医 梁静雯 身份证 44030119910207****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李焘 身份证 43092119840118****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张云 身份证 42122119910525****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刘超飞 身份证 44152319940403****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郭智荣 身份证 44182219730116****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钟诚 身份证 42020219850120****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何林志 身份证 43012219830503****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李昱宏 身份证 43078119811225****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罗春雷 身份证 61012419841127****

中国电子队 运动员 彭海洋 身份证 44030619790915****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刘维超 身份证 15020319810801****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崔辰 身份证 15020319900421****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董亚楠 身份证 15020219891223****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白金 身份证 11010719801015****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李岩 身份证 15263419840626****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徐剑 身份证 150203196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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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 领队 张翔宇 身份证 15020319770602****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刘鹏龙 身份证 15020319880213****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李旭阳 身份证 15020319910106****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范思钢 身份证 15020319720106****

中国北方稀土 运动员 滕文慧 身份证 15020319720524****

中国北方稀土 教练 蒋振峰 身份证 15020319700322****

中国北方稀土 队医 张华 身份证 14042319821018****

铁科先锋 运动员 郭志可 身份证 11010819860605****

铁科先锋 运动员 陶铸 身份证 15280119801007****

铁科先锋 运动员 李立 身份证 14102919921225****

铁科先锋 运动员 魏庆 身份证 37050219840930****

铁科先锋 运动员 高祥 身份证 37072719791022****

铁科先锋 运动员 晏耐生 身份证 36222819840507****

铁科先锋 运动员 张颖川 身份证 11010219900308****

铁科先锋 运动员 杨晨 身份证 12022319930530****

铁科先锋 运动员 张振宇 身份证 23100319810918****

铁科先锋 教练 周昱 身份证 11010819730415****

铁科先锋 队医 孔晓瑞 身份证 11010219620515****

铁科先锋 领队 赵恭月 身份证 11010819601031****

铁科先锋 运动员 王翔 身份证 34052119910831****

天津前卫 运动员 吴健伟 身份证 12011319730507****

天津前卫 运动员 任国栋 身份证 12010219761021****

天津前卫 运动员 王环宇 身份证 12010219861015****

天津前卫 运动员 周建明 身份证 12010519850120****

天津前卫 运动员 杨福晨 身份证 12010119831230****

天津前卫 运动员 王瑞龙 身份证 12010219880221****

天津前卫 教练 张宝庆 身份证 12010419631024****

天津前卫 运动员 李松 身份证 12010219870112****

天津前卫 运动员 王磊 身份证 12011319820718****

天津前卫 运动员 胡晨 身份证 12010219851004****

天津前卫 运动员 邓屈圆 身份证 12010219861201****

天津前卫 队医 韩立祥 身份证 12022319720222****

天津前卫 领队 闫荣建 身份证 12011019751119****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教练 陆炜晨 身份证 31010719870212****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领队 刘坤 身份证 31010919641206****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队医 金毅 身份证 34030219651208****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魏琦 身份证 32030219891202****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曹灿 身份证 34030319850710****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王冠 身份证 32010219890101****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赵英淦 身份证 32030219881119****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辛庆强 身份证 34030219790112****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马剑平 身份证 32051119870920****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单思奇 身份证 34220119920620****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袁荣康 身份证 31010819850204****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曹乐 身份证 34060319930208****

上海火车头足球队 运动员 王伟 身份证 34030219820223****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王瑞 身份证 15010519890717****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贾铎 身份证 15010319890911****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刘一楠 身份证 15010219840213****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焦世奇 身份证 15042619860415****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陈波 身份证 15010319880720****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包磊 身份证 15010519870607****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石瑞 身份证 15010519910130****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科尔沁 身份证 15010219920220****

内蒙古公安厅 领队 张亚民 身份证 15010219591011****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丁震 身份证 15010319891018****

内蒙古公安厅 队医 赵巍 身份证 15010219860125****

内蒙古公安厅 运动员 刘云鹏 身份证 15010219900304****

南航阳光机务 队医 田宇 身份证 21010519850710****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陈振华 身份证 44011119650426****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裴琼阁 身份证 46010319791226****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崔志豪 身份证 15020419920520****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李博 身份证 1404111987032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阳峰 身份证 51302319890809****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李博 身份证 1404111987032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陈骏逸 身份证 44023219900503****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臧忠海 身份证 21010619870807****

南航阳光机务 教练 关寒 身份证 21011219781224****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董赞洋 身份证 2101041985100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柴安 身份证 44011119800225****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李昭宇 身份证 46010319820804****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白雪峰 身份证 22240119900519****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董旭 身份证 2101041978051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谢焰文 身份证 44010619671001****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康霏 身份证 4401111981072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张果 身份证 42212919771121****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林宇 身份证 44080319820528****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罗凯峰 身份证 44142519700114****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刘锋 身份证 21010419871122****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张阳葵 身份证 21010419681212****

南航阳光机务 运动员 王甲航 身份证 22010419860723****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杜峰峰 身份证 14050219871226****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张坚 身份证 14050219820802****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郭亚伟 身份证 14050219870323****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王震 身份证 14050219811230****

晋煤集团足球队 队医 王斌 身份证 14050219811025****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吕鑫 身份证 14050219890911****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段叶萌 身份证 13062219891123****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王菲 身份证 14050219830911****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郭路 身份证 14050219820201****

晋煤集团足球队 领队 张莉 身份证 14050219710619****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齐建东 身份证 14050219830430****

晋煤集团足球队 教练 贺捷 身份证 14050219751025****

晋煤集团足球队 运动员 成浩 身份证 14058119930114****

海关代表队 领队 张树军 身份证 15210119631027****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刘亚男 身份证 12010619870616****

海关代表队 领队 汪涛 身份证 44030319681212****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李庆强 身份证 44040219760916****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徐峥 身份证 43010519710808****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杨晓平 身份证 44010219780102****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朱保明 身份证 34030219770208****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李国庆 身份证 37020519780930****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周珂 身份证 37030419810625****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张一波 身份证 51010819871201****

海关代表队 教练 李汉云 身份证 44070219640517****

海关代表队 领队 李明 身份证 44010619650110****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邓璞 身份证 44088219860608****

海关代表队 运动员 郑宏华 身份证 5103021976062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马敏杰 身份证 5322281981102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罗忠元 身份证 5327291986011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张飞 身份证 6101251982112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高鹏飞 身份证 5303281984020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起云川 身份证 5323271994082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蔡江生 身份证 5325021992100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付开强 身份证 5327251993091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龚傲龙 身份证 4290041992092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杨佳松 身份证 2107261982122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运动员 崔晓伟 身份证 4105231987110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领队 张光元 身份证 5301231968022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教练 董斌 身份证 1101051965103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 队医 张亚妮 身份证 53011119900720****



广汽集团 运动员 沈懿翀 身份证 44010319890208****

广汽集团 运动员 陈景明 身份证 44088319930626****

广汽集团 领队 关乔 身份证 32011319630820****

广汽集团 运动员 何子毅 身份证 44010319880616****

广汽集团 教练 杨熙昌 身份证 44010319840131****

广汽集团 运动员 温永发 身份证 44182719890331****

广汽集团 运动员 招智彬 身份证 44060219930106****

广汽集团 运动员 温智恒 身份证 44010519880708****

广汽集团 运动员 冯奥璋 身份证 44010319930116****

广汽集团 运动员 钟叶诚 身份证 44011119950523****

广汽集团 运动员 林健东 身份证 44010519910922****

广汽集团 运动员 叶浩贤 身份证 44010619930628****

广汽集团 队医 钟尉恒 身份证 44010319910710****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迟国庆 身份证 21021319811001****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吕晓东 身份证 21020419860415****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姜旭 身份证 21020419840116****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刘钊 身份证 21020419890925****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庞杰龙 身份证 21020419880217****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曲宏纬 身份证 21020419870828****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领队 范伟 身份证 21020419730620****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教练 戴玉山 身份证 21020319540910****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孙健 身份证 21020419820209****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王志 身份证 21020319791130****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超编 亓欣 身份证 21020319830927****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王继猛 身份证 21028119920629****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队医 王志宏 身份证 21020419710415****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运动员 聂修震 身份证 21020219760728****

大连市西岗区职工足球联队 超编 刘峰 身份证 21021119721120****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夏丰 身份证 21022119730910****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刘云横 身份证 21060319800205****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杨勇 身份证 21021119801112****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领队 王树良 身份证 21021119601114****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教练 栾永 身份证 21020319540415****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侯克泉 身份证 21021219720115****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田超 身份证 21030219870128****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郭兆臣 身份证 21021119840503****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曲滨 身份证 21021119890401****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卢凯 身份证 21020219881212****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毕武剑 身份证 21021319840309****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运动员 张晨龙 身份证 21021119640423****



大连高新区员工队 队医 徐连德 身份证 21020319551205****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脱脱 身份证 62040219791126****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刘阳 身份证 13060219930428****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辛欣 身份证 21028219920723****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彭帅 身份证 21090219910126****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张玉成 身份证 37098219830713****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徐丁睿 身份证 42088119950315****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石永峰 身份证 21020319810306****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唐涣 身份证 34082519850221****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王文全 身份证 34222219790601****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运动员 管若晨 身份证 41010219930807****

锦州港 教练 战可训 身份证 21020219851110****

锦州港 领队 武林 身份证 21020219861030****

锦州港 队医 李羿 身份证 21020219850530****

锦州港 运动员 马文博 身份证 21070319890109****

锦州港 运动员 高正和 身份证 21028119880721****

锦州港 运动员 杨鹏 身份证 21070319890611****

锦州港 运动员 张崇 身份证 21070319890109****

锦州港 运动员 戚航 身份证 21020419890812****

锦州港 运动员 王强 身份证 21140219781006****

锦州港 运动员 杨冬 身份证 21020419811201****

中信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徐朋飞 身份证 13042519890703****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隋东亮 身份证 11010819770924****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姚广 身份证 21021319910101****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金苗 身份证 42100219851022****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孙文广 身份证 13070519871211****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岳效巍 身份证 11010119890121****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张培 身份证 11010419791118****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斯日古楞 身份证 15250219830911****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Raphael
Robert
Lido
Supusepa

港澳台通
行证

NPJ71K722****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张雷 身份证 11010419710716****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吴迪 身份证 11010619831107****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Roy
Lagendijk

港澳台通
行证

NVR31F9K3****

11人制组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宋维 身份证 14050219860514****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常昊 身份证 11010119860702****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杨博为 身份证 21020219800623****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教练 杨璞 身份证 11010119780330****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路鸣 身份证 11010319820921****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徐云龙 身份证 11010519790217****

中国金融体协（中信）代表队 队医 张阳 身份证 11010319620528****

中国金融体协 （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黄勇 身份证 11010119781001****

中国金融体协 （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王毅 身份证 11010419830716****

中国金融体协 （中信）代表队 运动员 李杨 身份证 41020219890426****

中国金融体育协会 领队 张亮 身份证 23010319670101****

中国金融体育协会 领队 郑一材 身份证 23012119831229****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谢康 身份证 51152719850816****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刘丰 身份证 51382619881111****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领队 乔晖 身份证 51021219671110****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练 杨成柱 身份证 51010819830209****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队医 易文远 身份证 51152119820110****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沈旭涛 身份证 51010619760412****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余驰 身份证 51013119710524****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梁川 身份证 5107031983031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王沃 身份证 51010519800605****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邹威廉 身份证 43021119910211****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屈健 身份证 51012919820327****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黄中豪 身份证 51011319950804****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孙林 身份证 51010619901017****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王喆 身份证 51010719900301****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向宇 身份证 51112619881113****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蒋巍 身份证 5101241986061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吴凌沙 身份证 51030219890417****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彭锐 身份证 51060219891004****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龚博 身份证 51168119881019****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刘芯言 身份证 5101821988110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康诚祖 身份证 5110231989121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石跃驰 身份证 51010519900903****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王珏 身份证 51310119840926****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彭地 身份证 51070319800427****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游浩天 身份证 51102319930618****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陈瑞 身份证 51152119820110****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运动员 袁渊 身份证 51021219790424****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张健明 身份证 21021219930201****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贾斌 身份证 21120219930302****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刘春亮 身份证 21010319840505****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李韬 身份证 21010519870407****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王朝正 身份证 21010519861102****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韩鹏 身份证 21010519851024****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张宏伟 身份证 22240119820408****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董震 身份证 21010419890321****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贾亮 身份证 21072619950821****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姚思远 身份证 21010519890712****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齐艺凯 身份证 21010619960219****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林世雄 身份证 21021319900204****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姜希凯 身份证 21010519820904****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朱业丰 身份证 22030219891115****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张林 身份证 21010519881217****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顾云鹏 身份证 21010419840618****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郭树纬 身份证 21010619841013****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穆杨 身份证 21010519770320****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张志刚 身份证 21010519780924****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运动员 王瑀琢 身份证 21080219930108****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领队 才德富 身份证 21122419701129****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教练 姚波 身份证 21010519641012****

中国航空体协足球队 队医 张天 身份证 21010519730202****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周勇刚 身份证 65020319770407****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刘毅 身份证 65020419810930****

中国电科 运动员 沈秋晨 身份证 11010119860808****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刘伟 身份证 13010219830116****

中国电科 运动员 谢海啸 身份证 51010819780531****

中国电科 运动员 王鹏 身份证 37050219900115****

中国电科 运动员 殷华博 身份证 13010219830328****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孙鉴英 身份证 21110219790501****

中国电科 教练 尚飞 身份证 11010819800530****

中国电科 运动员 魏文韬 身份证 33010619871010****

中国电科 运动员 祝照海 身份证 12010519861029****

中国电科 运动员 颜斌 身份证 11010819820511****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周波 身份证 51012319910126****

中国电科 运动员 王家城 身份证 13010219880208****

中国电科 运动员 何建伟 身份证 46000319820111****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刘羽鑫 身份证 33080219931113****

中国电科 运动员 徐璐 身份证 43072519850415****

中国电科 运动员 曾祥第 身份证 46002819820331****

中国电科 运动员 黄文强 身份证 51010419920330****

中国电科 运动员 李福龙 身份证 13010419850718****

中国电科 运动员 潘东 身份证 50022419931118****



中国电科 领队 谢春茂 身份证 51130219810427****

中国电科 队医 谭宗源 身份证 5002411984012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牛展 身份证 42011119890519****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吴文清 身份证 42011119681229****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宋明亮 身份证 42010319900326****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吴志锋 身份证 42012319730904****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翁自力 身份证 42011319691123****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彭训超 身份证 4201031964101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陈世龙 身份证 42010119940906****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罗希 身份证 42010619880216****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刘君 身份证 42010219890207****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邢雅彬 身份证 5224011991020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陈枭 身份证 42010219890720****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汪召利 身份证 4201011971090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梁军 身份证 4201131987041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王怀波 身份证 33108119900408****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许磊 身份证 42010419731107****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刘柏良 身份证 42010319890430****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武翔 身份证 42112219970124****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黄元峰 身份证 42011419790815****

武汉开发区 运动员 郑佳文 身份证 42010319910201****

武汉开发区 领队 胡玮 身份证 42011119830902****

武汉开发区 教练 高翔 身份证 42011119790721****

武汉开发区 队医 徐琼 身份证 42010119820612****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王毅 身份证 45020419831105****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马国政 身份证 45220119940214****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周文君 身份证 37120319950116****

上汽通用五菱 领队 许俭初 身份证 45020419780408****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张琪 身份证 45020319880907****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王威 身份证 45020419890507****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覃珉 身份证 45021119900925****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张军 身份证 45080219850808****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许俭初 身份证 45020419780408****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董筱 身份证 37030519900822****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赵中杰 身份证 45020419841122****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满毅 身份证 37020319930705****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梁东 身份证 45020419770626****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向肖艺 身份证 45020419900325****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梁振凌 身份证 45020519940115****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张焕成 身份证 37020519951020****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莫兵 身份证 45020419811226****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徐驰 身份证 45020219860919****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林炳军 身份证 45050219870201****

上汽通用五菱 教练 李国樑 身份证 45020419690218****

上汽通用五菱 队医 钟计明 身份证 45020219681202****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余斯迪 身份证 45020419920319****

上汽通用五菱 运动员 黄宇 身份证 45020519910716****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李琰 身份证 14042319820619****

潞安太行润滑油 领队 李晋东 身份证 14042319701030****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魏博 身份证 14042319900623****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刘鹏 身份证 14042319830113****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贾兰波 身份证 14042319880714****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王凯君 身份证 14042319830415****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刘剑 身份证 14272619820426****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牛振鹏 身份证 14042319810804****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胡佳敏 身份证 14041119841004****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任瑞 身份证 14042319910128****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申恩泽 身份证 14042819890918****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关凯 身份证 14042319900510****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王帅 身份证 14041119911206****

潞安太行润滑油 领队 李晋东 身份证 14042319701030****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郭建敏 身份证 14041119770924****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王宁 身份证 14041119900105****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常麟 身份证 14042319851123****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李琦 身份证 14042319881220****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张成城 身份证 14042319940402****

潞安太行润滑油 教练 常凯波 身份证 14042519880708****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黄鹏 身份证 14041119810216****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李晨昊 身份证 14042319891029****

潞安太行润滑油 运动员 荣帅 身份证 14042319850115****

潞安太行润滑油 队医 赵玉炜 身份证 14042319840814****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姜峰 身份证 21021119820316****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魏强 身份证 21020419880720****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李天一 身份证 21020319871005****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苗新治 身份证 21020419810219****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邹峻 身份证 21022419890122****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宁辰 身份证 21020419820405****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刘成业 身份证 21020419811114****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成少飞 身份证 21020319850301****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于航 身份证 21021119900809****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王冬 身份证 21021119891107****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刘兴勇 身份证 21021119851030****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梁晓峰 身份证 21020419911122****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肖雷 身份证 21021119900228****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领队 商剑飞 身份证 21010319661221****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教练 王晓昱 身份证 21020319720410****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肖成栋 身份证 21028119880402****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吴兵 身份证 21021319771202****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王斌 身份证 21010219810427****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孙丹 身份证 21021319840605****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王金山 身份证 21021319921009****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汤隆 身份证 21021119880101****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运动员 何泽豪 身份证 21028119890120****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足球队 队医 邓伟 身份证 21022119710223****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李佳一 身份证 44130219931005****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杨彩勇 身份证 44152219890210****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梁言 身份证 21010419870730****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林凯然 身份证 44152219870320****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陶俊峰 身份证 21010219880128****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领队 张刘伟 身份证 41272619810117****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教练 赖炳江 身份证 44152219881127****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黄华杰 身份证 45262219700122****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陈武焕 身份证 44152219891020****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欧春华 身份证 44162519860118****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欧晓军 身份证 44088319970305****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李龙 身份证 37020319851104****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张君 身份证 42010419920701****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李衍聪 身份证 46000319940314****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黄华聪 身份证 44088319950707****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赵帅 身份证 21010419811109****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队医 戴少治 身份证 44158119911124****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赵健 身份证 21010419830718****

锦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运动员 何海政 身份证 44142119880202****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欧阳鹏奇 身份证 52010219870807****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曾刚 身份证 52010319891005****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李泽鑫 身份证 52270119981110****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金吉明 身份证 52260119961125****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郭黔龙 身份证 52010319880908****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向岭海 身份证 52010319831226****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领队 李健 身份证 52011119660520****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马运坤 身份证 52010319880108****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朱伟恒 身份证 52010319930118****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冯恺 身份证 52010319891116****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郭海 身份证 51020219780403****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黄冠森 身份证 52010319931021****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孙晓鹍 身份证 52010319870213****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冯权 身份证 52010219870422****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队医 孙晨 身份证 52010319930108****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教练 刘建华 身份证 52010319561227****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曾宪云 身份证 52272319870430****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马凌 身份证 52272619901012****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徐睿 身份证 52010319891231****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赵凯 身份证 52273019890615****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耿文聪 身份证 52010319920317****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运动员 程晓东 身份证 21021319911205****

贵州前卫 运动员 王海兰 身份证 52222519880514****

贵州前卫 运动员 李鑫 身份证 52010219830911****

贵州前卫 运动员 钟恒 身份证 52011319810815****

贵州前卫 运动员 游玺廪 身份证 52260119861011****

贵州前卫 运动员 陈晖 身份证 52010219831012****

贵州前卫 领队 杨小刚 身份证 52222719851208****

贵州前卫 运动员 龙辉 身份证 52011119761230****

贵州前卫 运动员 杨杰 身份证 52270119821019****

贵州前卫 运动员 张耀 身份证 52250119860212****

贵州前卫 运动员 代应 身份证 52222219860114****

贵州前卫 运动员 刘震 身份证 52210119850831****

贵州前卫 运动员 刘华华 身份证 52272919830613****

贵州前卫 运动员 陈忠昊 身份证 52011219821003****

贵州前卫 运动员 杨京 身份证 52010319870226****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韦振任 身份证 45270219860206****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吴骏锋 身份证 45272619840915****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谢珉 身份证 45270219801123****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覃明略 身份证 45270219851130****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李成智 身份证 4527021984120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苏相霖 身份证 4527021984072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石正 身份证 4527021982060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姚晓杰 身份证 4527021984032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黄靖 身份证 45270119840616****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黎俊 身份证 45272619861111****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覃栩杭 身份证 45270219910707****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刘洪烨 身份证 45020419930116****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陈春 身份证 45020419850921****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戚麟 身份证 45270219880221****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托敏 身份证 45270119790513****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杨宇 身份证 45272919880218****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刘荣 身份证 45270119850810****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罗显亮 身份证 4527231986032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罗建军 身份证 45270119760801****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运动员 韦登 身份证 45273119871224****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教练 韦勇剑 身份证 45270119701228****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队医 黄光荣 身份证 45270219651023****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中医院 领队 罗建文 身份证 45272619630916****

东风HONDA 运动员 栾威 身份证 42010219950311****

东风HONDA 运动员 余佳 身份证 42010419820826****

东风HONDA 运动员 乐凯 身份证 42010319850409****

东风HONDA 运动员 郑维力 身份证 42010319920426****

东风HONDA 运动员 万鹏 身份证 42010619861128****

东风HONDA 运动员 龙年 身份证 42010519880219****

东风HONDA 运动员 曹凯 身份证 42010219950320****

东风HONDA 运动员 王志刚 身份证 42030219860322****

东风HONDA 运动员 陈波 身份证 42010519810110****

东风HONDA 运动员 张志鹏 身份证 42010319870620****

东风HONDA 运动员 陶然 身份证 42011719880225****

东风HONDA 运动员 刘舜 身份证 42010319930109****

东风HONDA 运动员 李扬 身份证 42010319890516****

东风HONDA 运动员 姜夏 身份证 42010319910115****

东风HONDA 运动员 贺德馨 身份证 42011519900302****

东风HONDA 运动员 邓幕来 身份证 42010219871221****

东风HONDA 运动员 程兵 身份证 42010619930811****

东风HONDA 运动员 胡晋豪 身份证 42011119930209****

东风HONDA 运动员 徐进博 身份证 42900419910621****

东风HONDA 领队 阮方 身份证 42020319810912****

东风HONDA 教练 曾凡化 身份证 42010419820206****

东风HONDA 队医 张健 身份证 42030019681112****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朱鹏 身份证 21020319940209****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刘晨 身份证 21020419930810****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张学堃 身份证 21020419950128****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李基晟 身份证 21020419860610****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张庆 身份证 21020319890911****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向晓宇 身份证 21020419840513****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刘洪宇 身份证 21020319890716****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朱良杰 身份证 21020219860406****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张志滨 身份证 21020219930726****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郑东 身份证 21020419931208****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都郁 身份证 21020419850901****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陈发展 身份证 37078419921128****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王中正 身份证 21020319930809****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刘骏博 身份证 21020319910115****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吴海滨 身份证 21020219981017****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张宝桢 身份证 21021319900819****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雷宪男 身份证 21021319841013****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郝兴晨 身份证 21020419870108****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包世潮 身份证 21021119881115****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王吉宏 身份证 21020419860524****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徐寅虎 身份证 21020419860212****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泰欧
港澳台通
行证

A03721862****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塞比
港澳台通
行证

A06239107****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韩圣国 身份证 21021319880812****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金扬 身份证 21021119891024****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徐小晔 身份证 21021319900227****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王振东 身份证 21021319911228****

大连湾职工联队 运动员 李奇 身份证 21010219900502****

大连湾职工联队 领队 薛邦慧 身份证 21021119760310****

大连湾职工连队 运动员 王通 身份证 21020319851003****

大连湾职工连队 运动员 张海龙 身份证 22028319890123****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张鑫禹 身份证 23030319970119****

中国湖北教师 领队 李巍 身份证 61011319781226****

中国湖北教师 队医 臧守相 身份证 37132919901108****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许敏 身份证 36242519850813****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何博 身份证 42010619880918****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吴超 身份证 41010519781213****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杨楠 身份证 42010319830516****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陈振 身份证 42070419900104****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陈枭 身份证 42010219890720****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李凯 身份证 37030419860224****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胡杰 身份证 42010319870313****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李梓健 身份证 42011119890216****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胡长骏 身份证 42010319910130****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翟巍 身份证 42011119840224****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杜辉 身份证 13010219791102****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许明浩 身份证 42010319830318****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唐俊 身份证 42010319860604****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余文曌 身份证 42011119891009****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晏飞 身份证 42010419850403****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贺知峰 身份证 42100219860212****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刘涛 身份证 42010319750714****

中国湖北教师 教练 熊伟 身份证 42010619640104****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汤洋 身份证 42011519870818****

中国湖北教师 运动员 邢雅彬 身份证 52240119910208****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那其格道尔
吉

身份证 15212819961201****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王洋 身份证 61232319890105****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郑飞 身份证 15020419880807****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诺日布桑 身份证 15252619990717****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刘洋 身份证 15220119861004****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乌恩德苏 身份证 15252619950818****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黄敏敏 身份证 33038219831105****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王勃文 身份证 15010319910501****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闫嘉伟 身份证 15010519900209****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特尼格尔 身份证 15213119960330****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赵冬 身份证 15010219881219****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布和朝鲁 身份证 15252519960920****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满达 身份证 15232719831017****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赵汉东 身份证 15010319910606****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杨磊 身份证 15263119961211****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张颜凯 身份证 15010419910109****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马力岩 身份证 15212919930707****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贺磊 身份证 15022219860529****

呼和浩特瑞沃 运动员 呼兰 身份证 1525281994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