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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报考专项 等级证书编码 运动员等级 证书授予单位 比赛名称

关昱昕 冰壶 2019110010867 一级运动员 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冰壶项目比赛

郭嘉鑫 冰壶 2015080120018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4-2015年度全国青年冰壶锦标赛

凌智 冰壶 201900482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刘思宇 冰壶 2019080120086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李孟阳 冰壶 201907001016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任海宁 冰壶 201908001002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李梦华 冰壶 2018050010343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混合双人冰壶锦
标赛

闫琴 冰壶 2018040010416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体育局 跨项入选冰壶集训队

廖铎 冰壶 2019050010005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混合双人冰壶冠
军赛

郭亚楠 冰壶 2018050010342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混合双人冰壶锦
标赛

于瀚朝 冰壶 2020070120330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冰壶锦
标赛

裴君杭 冰壶 2019070010005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田琦 冰壶 2019070420010 二级运动员 辽源市体育局 2018-2019年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
王莹茁 冰壶 2019070120515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苏亭毓 冰壶 2019070420001 二级运动员 辽源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刘彤 冰壶 2016070010037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
冰壶比赛

翟志鑫 冰壶 2019290010041 一级运动员 青海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冰壶冠军赛
宋泰霖 冰壶 2019070820001 二级运动员 白城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竞标赛
尹子怡 冰壶 201808012042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 冰壶锦标赛

郎蕙竹 冰壶 2015080120016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4-2015年度全国青年冰壶锦标赛

于镇也 冰壶 201708001005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朱泽仰旭 冰壶 2019030120529 二级运动员 石家庄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壶与陆地冰壶全能比赛

李首为 冰壶 2020010010002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壶比赛

王振 冰壶 2019080010025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侯富强 冰壶 2018080120424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冰壶锦标赛
宫博 冰壶 20180190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丁诗博 冰壶 2019080120130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汲明宇 冰壶 2019110010868 一级运动员 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冰壶项目比赛

冯雨杨 冰壶 2019110010869 一级运动员 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冰壶项目比赛

李娜 冰壶 2019080120087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何颖 冰壶 201708012008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全国冰壶锦标赛

孟天宇 冰壶 2019080120083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郑钧越 冰壶 2019030120530 二级运动员 石家庄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壶与陆地冰壶全能比赛

张立坤 冰壶 201907001000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刘奕雯 冰壶 2016080120069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6年黑龙江省冰壶锦标赛

白林翰 冰壶 201908012008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军

赛

阚婉宁 冰壶 2019080120088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首钢园.2018-2019年度全国冰壶冠

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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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欣怡 冰球 201901492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邓雨 冰球 20190142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2019全国冰球锦标赛
付显尧 冰球 2019230010596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王洁雯 冰球 2019190010470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冰球国家队集训
樊庭森 冰球 2020190120379 二级运动员 广州市体育局 2019年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锦标赛
李定怡 冰球 201901493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杜思佳 冰球 20180190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8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
孙雨婷 冰球 20180002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6-2017年度全国锦标赛
肖顺 冰球 2017080220040 二级运动员 齐齐哈尔市体育局 2017年黑龙江省冰球锦标赛
朱睿 冰球 2019080010073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迈 冰球 2019080010072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许雅屏 冰球 20190149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庄皓杰 冰球 2020190120380 二级运动员 广州市体育局 2019年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锦标赛

王帅 冰球 2018080420048 二级运动员 佳木斯市体育局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黑龙杯”
男子冰球比赛

辛尚谕 冰球 2020190120381 二级运动员 广州市体育局 2019年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锦标赛
林芳羽 冰球 2019190010528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葛思雄 冰球 2019060010638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赛
体校男子甲组

刘笑宇 冰球 2020030010018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谢晓楠 冰球 2019030010425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淼 冰球 201901458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张闯 冰球 201901425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吕晨熙 冰球 2020030010017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张艺淳 冰球 2019030010940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李静月 冰球 201903001041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依铭 冰球 201901460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王蕊 冰球 2019030010938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赵子怡 冰球 2019230010609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徐怡 冰球 2019030010941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包乌日娜 冰球 2019010010383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比
赛

陈启琛 冰球 2019010010385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比
赛

陈娜 冰球 2019230010606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李欣欣 冰球 2019050010016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中国冰球协会关于郭佳丽等181名
运动员集训满三个月的证明》

马思淼 冰球 20190145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齐小卓 冰球 2019060010053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杨晓晗 冰球 2019060010052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杜艳红 冰球 2019230010608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石鑫 冰球 2019060010056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苑思洋 冰球 2019060010060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黄明昊 冰球 2019060010065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杜笑朗 冰球 2019060010059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巴敬惠 冰球 20190146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赵成辉 冰球 201901427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刘博文 冰球 201901481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徐铭晨 冰球 201901483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王永轩 冰球 20190148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冷宇 冰球 201901485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张梓盈 冰球 2020030010014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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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钰 冰球 201907001019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高明悦 冰球 201907001019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王田美子 冰球 2019090010231 一级运动员 上海市体育局 2019年全国冰球锦标赛
刘浩茹 冰球 201907001018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张晶 冰球 2019070010195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崔云杰 冰球 2019080010441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王旭 冰球 2019190220453 二级运动员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锦标赛
刘哲名 冰球 201923001059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宋奇翰 冰球 2019230010594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孙泽林 冰球 2019230010595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郭子琦 冰球 201908001043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车昊冉 冰球 2017080120187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7年黑龙江省冰球锦标赛

马小龙 冰球 2020020010114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陈星男 冰球 201908001031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赛

徐宇阳 冰球 2020220010029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李承泽 冰球 2020220010024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孙浩议 冰球 2020220010025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温松洋 冰球 201903230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2019 全国冰球锦标赛
刘可心 冰球 2019080010225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刘彤阳 冰球 2020020620073 二级运动员 南开区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球竞赛

魏鹏恩 冰球 2018080420046 二级运动员 佳木斯市体育局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黑龙杯”
男子冰球比赛

林正桥 冰球 2018080420047 二级运动员 佳木斯市体育局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黑龙杯”
男子冰球比赛

汝封霖 冰球 2020020010117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姜厚旭 冰球 2020020010115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周宇 冰球 201901449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孙若文 冰球 2019080010440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黄昱硕 冰球 2020020010116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冰
球比赛

李铃 冰球 2019190010527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张雅雯 冰球 2019190010530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余昭桦 冰球 2019190010531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梁卓情 冰球 2019190010529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罗文霞 冰球 201901497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魏雪琴 冰球 201901487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跨界跨项女子冰球国家集训队
丁馨仪 冰球 2019230010087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许家乐 冰球 2019230010610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李新怡 冰球 201923001060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向秋桐 冰球 2019230010601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2019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陈琳 冰球 201901434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周改玲 冰球 201901475 运动健将 中国冰球协会 中国冰球跨界跨项集训队
夏欣 冰球 2018220010315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
黄冠淞 冰球 2020220010030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2019全国冰球锦标赛
李欣玲 冰球 201907001013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冯咏诗 冰球 2019010010543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何家仪 冰球 2019010010542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谭金柳 冰球 2019010010540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毛颖诗 冰球 2019010010541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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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娅莉 单板滑雪 2019270010082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社体中心
组)

刘玉洁 单板滑雪 2019160010250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谢锦媛 单板滑雪 2019190010553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徐春瑶 单板滑雪 2019190010551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潘文文 单板滑雪 20190103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陈瑶瑶 单板滑雪 2019270010083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社体中心
组)

梁梦华 单板滑雪 2019190010533 一级运动员 广东省体育局
潘鑫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73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石富文 单板滑雪 20190102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阳 单板滑雪 2019010010263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葛家豪 单板滑雪 2019030010870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全骏正 单板滑雪 2019030720038 二级运动员 张家口市体育局
2018年河北省青少年单板滑雪平行项
目锦标赛

李寒 单板滑雪 2019030720179 二级运动员 张家口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李开先 单板滑雪 201903001088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康静楠 单板滑雪 2019040010004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于静韬 单板滑雪 2018050010411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7年-2018年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
全国锦标赛

吕亚慧 单板滑雪 2019050010042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关于组织跨界跨项单板滑雪国家集训
队训练有关事宜的通知

李卓航 单板滑雪 2019060020012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
冠军赛

魏鑫卓 单板滑雪 2017060020040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年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锦标赛

刘凯婷 单板滑雪 2019060010100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单板滑雪障碍追
逐冠军赛

周健 单板滑雪 20190164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赛季全国单板滑雪障碍追
逐冠军赛

路越新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1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曹露丹 单板滑雪 201807001008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单板滑雪平行项
目冠军赛

秦梓涵 单板滑雪 201901628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赛季全国单板滑雪平行项
目冠军赛

林忻竺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0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苗玉莹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05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张晓瑞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0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刘瀚阳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1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金泽范 单板滑雪 201907001019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王英欣 单板滑雪 201900510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平行大回转洲际杯

矫靖雯 单板滑雪 20190051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平行回转比赛中国
崇礼区云顶站

陈佳亮 单板滑雪 20190051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平行回转比赛中国
崇礼区云顶站

石瑜鑫 单板滑雪 201900513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平行回转比赛中国
崇礼区云顶站

郭千一 单板滑雪 201801920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年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中
国站）

贾路路 单板滑雪 20200124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2020国际雪联单板滑雪U型场地
世界杯瑞士站

王新哲 单板滑雪 2019310010023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鑫 单板滑雪 20200124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第三届冬季青年奥运会
王一同 单板滑雪 2019080620002 二级运动员 伊春市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单板滑雪锦标赛
付欣亚 单板滑雪 20190165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滑雪世界杯
王晶晶 单板滑雪 201901653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滑雪世界杯
李梓潮 单板滑雪 2019100010160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体育局 单板滑雪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张骏豪 单板滑雪 2019100010161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体育局 单板滑雪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魏如瀚 单板滑雪 201907001011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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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雯礼 单板滑雪 2019310010051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单板滑雪障碍追逐冠
军赛

姚雨彤 单板滑雪 20190050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单板滑雪平行项目亚洲杯
张栩诚 单板滑雪 201907001011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刘晨艳 单板滑雪 20190058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超 单板滑雪 2019020010040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韩佳成 单板滑雪 20190050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单板滑雪平行项目亚洲杯
吕美硕 单板滑雪 201900503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单板滑雪平行项目亚洲杯
宫窈瑶 单板滑雪 201915001143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李玉杰 单板滑雪 2019150011105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褚长健 单板滑雪 2019150011109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白鹏飞 单板滑雪 2019170010009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孙少康 单板滑雪 2019160010413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陈幼恩 单板滑雪 2019160010338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郭振行 单板滑雪 2019160010274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姚毅 单板滑雪 2019160010269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含含 单板滑雪 2019160010312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杨虎仙 单板滑雪 2019160010341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叶康佳 单板滑雪 2019160010384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耿逸筠 单板滑雪 2019170010020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张浩 单板滑雪 2019170010015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康文博 单板滑雪 2019170010036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李可欣 单板滑雪 2019200010123 一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一级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
黄流洋 单板滑雪 2019220010289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陈丹丹 单板滑雪 2019220010286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唐桂瑶 单板滑雪 2019220010334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袁海森 单板滑雪 2019220010335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姜茜 单板滑雪 2019220010285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杨康 单板滑雪 2019220010284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选材
朱宏谕 单板滑雪 201923001009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罗海明 单板滑雪 2019230010099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曾令茹 单板滑雪 2019230010094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龙颜瑜 单板滑雪 2019230010091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谌业美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84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萍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71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安桐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97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徐博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98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朱桂羽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92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罗娟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67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杨智彬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76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卢明慧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70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何筑昉 单板滑雪 2019240010069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蒋骏腾 单板滑雪 2019250010011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体育局 参与国家集训队
达瓦桑布 单板滑雪 2019260010021 一级运动员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诗吟 单板滑雪 2018300010145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周桂英 单板滑雪 2018300010155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王晓玉 单板滑雪 2018300010154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王昊 单板滑雪 2019310010016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入选社体中心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齐一昊 单板滑雪 20190162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平行项目亚洲
杯

祖福哈尔
·艾斯提

单板滑雪 201907001020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王畯 单板滑雪 2019270010098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社体中心
组)

韩佳硕 单板滑雪 201901022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疆博 单板滑雪 2020170010173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2019-2020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
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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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楠 单板滑雪 2018060010092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2018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锦标

赛

赵婉如 单板滑雪 2019070120135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单板滑雪平行项

目锦标赛暨U18青少年锦标赛

米传宁 冬季两项 2019050320022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冬季两项冠军赛

苗鹏 冬季两项 2019040010093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冬
季两项比赛

宝林 冬季两项 20160214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6年全国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

史东旸 冬季两项 2019040120004 二级运动员 太原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冬季两项比赛

池艳敏 冬季两项 2019050010007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

双福 冬季两项 2019051020010 二级运动员 巴彦淖尔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冬季两项冠军赛

张峰 冬季两项 2016330010361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

张倩雯 冬季两项 2019050010008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

张正帆 冬季两项 2019240010078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马秀萍 冬季两项 2019040010479 一级运动员 山西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冬
季两项比赛

高宇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6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短道
速滑资格赛

靳超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9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王紫嫣 短道速滑 20190231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战媛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12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姜丛胜 短道速滑 20190117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标
赛

孙欣玥 短道速滑 201908001038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短
道速滑比赛

崔鹤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6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朱昱璋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4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赵宇喆 短道速滑 2019050010111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

赵祥坤 短道速滑 2019050320018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冬季运动会短道
速滑比赛

孙英策 短道速滑 2019050320020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冬季运动会短道
速滑比赛

王博宇 短道速滑 2016070120013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5-2016年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
锦标赛

张得钿 短道速滑 201902315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
赛总决赛

付禹晰 短道速滑 201900374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度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王昊 短道速滑 202001225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第一站）

刘熹 短道速滑 201900403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田日新 短道速滑 201900384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社会组）

张静洋 短道速滑 201907001006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雷鸣源 短道速滑 2020170010170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2019-2020中国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
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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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汶 短道速滑 20190038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社会组）

张根源 短道速滑 2017070120026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黄晶晶 短道速滑 2020170010171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2019-2020中国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
四站

姚鸿彧 短道速滑 2020030010020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2020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第四站）

塔猛 短道速滑 201902313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寇超 短道速滑 201907001005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崔华原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7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刘冠男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75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陈思宇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67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张爽 短道速滑 20190231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潘维铠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6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王欣怡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7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刘思奇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6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王湘元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7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段玉 短道速滑 201907001025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蔡欣 短道速滑 2018070120329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7-2018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锦
标赛

张洪瑞 短道速滑 201907001006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张祚 短道速滑 201907001016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于炜烨 短道速滑 2017070720003 二级运动员 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16-2017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滑锦
标赛

张子钦 短道速滑 201907001007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短道
速滑资格赛

崔金丹 短道速滑 20190038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度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杜柏 短道速滑 201408012008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4年黑龙江省短道速度滑冰锦标赛

杨璐旭 短道速滑 2020170010172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2019-2020中国短道速滑冠军赛

苏薪洁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6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短道
速滑资格赛

杨浩 短道速滑 20190230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王佳鑫 短道速滑 20190039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高建一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31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
联赛

蒋博宇 短道速滑 20200122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第四站）

杨微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11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子豪 短道速滑 2019080010383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孙博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4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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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博 短道速滑 2019080010385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短道
速滑资格赛

孙冬羽 短道速滑 20190117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标
赛

赵勇超 短道速滑 2018080120556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
赛

吕晓彤 短道速滑 201801108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短道速滑联赛第四站（成人组）

王文亮 短道速滑 2017080120198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6/2017年度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锦
标赛

刘青 短道速滑 2017080120084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
锦标赛

李俊达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05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周子歆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8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刘政桥 短道速滑 20190116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标
赛

薛智文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0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董司莹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0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金亮 短道速滑 201908001020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暨第二
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短道资格赛

赵佳成 短道速滑 201902316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
（第一站）

徐红丽 短道速滑 20170084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6-2017年度全国联赛成人组第一
站

宋嘉华 短道速滑 20190040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王栋翰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5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孙婧怡 短道速滑 2017080120169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6-2017年度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锦
标赛

薛贵祥 短道速滑 20190040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李亿 短道速滑 2019030010867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二青会短道速滑决赛

韩禹祥 短道速滑 2019150012222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标赛暨二青会
短道速滑资格赛

孔庆瑞 短道速滑 2020300525019 二级运动员 中卫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 2020全区青少年锦标赛

马超 短道速滑 2019310010052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
锦标赛暨二青会短道速滑资格赛

夏枞 短道速滑 2019050010027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8-2019年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锦
标赛

杨巳润 短道速滑 2018070320037 二级运动员 四平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少年短道速
滑锦标赛

王宇 高山滑雪 2019080010226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佳财 高山滑雪 2019250010191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体育局

丛亮 高山滑雪 20201980
国际级运动健

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2020国际雪联高山滑雪积分赛
（万龙站）

柴燊 高山滑雪 2019080120092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锦
标赛

耿禹樨 高山滑雪 2019030720035 二级运动员 张家口市体育局 2018年河北省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

白彦洋 高山滑雪 2018030010133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

李悦 高山滑雪 2018030010134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

孙文华 高山滑雪 2018030010347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高山滑雪青少年
锦标赛

肖飞 高山滑雪 2018030010348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高山滑雪青少年
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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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清 高山滑雪 2019030010401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

王琦 高山滑雪 2019050010014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组织高山滑
雪项目跨界选材入选运动员雪上集训
的函》

蔡梦丹 高山滑雪 2018330010018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全国高山滑雪青少年锦标赛

李兆兴 高山滑雪 2020060120039 二级运动员 沈阳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暨辽宁省U系列青少年高山
滑雪比赛

郝梓茗 高山滑雪 2018080120089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锦
标赛

李艺佳 高山滑雪 2020060120038 二级运动员 沈阳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暨辽宁省U系列青少年高山
滑雪比赛

钮新舒 高山滑雪 2020060220030 二级运动员 大连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

邰芙迪 高山滑雪 201907001010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赵一睿 高山滑雪 2020060010037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

李海硕 高山滑雪 2020060120040 二级运动员 沈阳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暨辽宁省U系列青少年高山
滑雪比赛

郝海林 高山滑雪 2020060010040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2020年度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
雪锦标赛

宫芮 高山滑雪 201907001026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高
山滑雪

赵力楠 高山滑雪 2019080120028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黑龙江省高山滑雪锦
标赛

薛博 高山滑雪 2017080010141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

吴官泽 高山滑雪 20140139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3-2014全国单板平行项目高山滑
雪冠军赛

尹连魁 高山滑雪 201108001003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0-2011年全国高山滑雪锦标赛

张玉营 高山滑雪 20190165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年度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

王荣涛 高山滑雪 20200141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2020国际雪联高山滑雪积分赛
（万龙站）

卢昊 高山滑雪 201908001022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黄筠斐 高山滑雪 201915001101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梁兰香 高山滑雪 2019200010081 一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一级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
陈诗语 高山滑雪 2019250010192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体育局
杨思琳 高山滑雪 2019250010226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体育局
魏仙妹 高山滑雪 2019250010227 一级运动员 云南省体育局
玛尔玛尔
·叶尔力

克
高山滑雪 2019310010055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跨界跨项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新疆组

刘伟杰 高山滑雪 2019270010034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
孔维玉 高山滑雪 201908001011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袁添淇 花样滑冰 20150165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4-2015年全国冠军赛
石尚 花样滑冰 201902361 运动健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2019/2020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邵馨莹 花样滑冰 201902368 运动健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任俊霏 花样滑冰 202000394 运动健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2019/2020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高子健 花样滑冰 202000112 运动健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
韩悦 花样滑冰 201707001002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6-2017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
刘慕桐 花样滑冰 201900395 运动健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2018/2019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赵盈 花样滑冰 20160188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5-16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李芃锐 花样滑冰 2018080010076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花样滑冰冠军赛

金珉志 花样滑冰 201915001009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海信2018全国花样滑冰大奖暨U系列
青年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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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文润 花样滑冰 2018010010019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
王子璇 花样滑冰 2019010010257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
王丽纯 花样滑冰 2019010010259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
卢妤 花样滑冰 2019010010261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
沈鸿飞 花样滑冰 2019010010258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

马文博 速度滑冰 2018080010220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速度
滑冰比赛

刘金硕 速度滑冰 201908001015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徐梦锦 速度滑冰 202007001011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20-2021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石景鑫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10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王韩 速度滑冰 2019080220012 二级运动员 齐齐哈尔市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王鑫宇 速度滑冰 201808001007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黑龙杯”
速度滑冰比赛

张爽 速度滑冰 2019080520025 二级运动员 大庆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速
度滑冰比赛

张路通 速度滑冰 2020330010007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于宗海 速度滑冰 20190015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二站

陈曦 速度滑冰 202008001003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李冉 速度滑冰 2019080320005 二级运动员 牡丹江市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陈佳文 速度滑冰 201800007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联赛第二站

许嘉贺 速度滑冰 2020070920041 二级运动员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体育局 2020年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徐小丁 速度滑冰 2019030010397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河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许浩杨 速度滑冰 2020030010360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20年河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苏欣雨 速度滑冰 201900457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宝斯晗 速度滑冰 20200115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代鑫 速度滑冰 201801532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
赛

马岩 速度滑冰 20200113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辛星 速度滑冰 20170156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6-2017年度全国青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刘坤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35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姜广霖 速度滑冰 20190016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杨铠 速度滑冰 2020050320055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辛俊仙 速度滑冰 201308001011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3年度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王鑫 速度滑冰 201907001018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张健 速度滑冰 202007001010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20-2021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韩昊 速度滑冰 2020050520001 二级运动员 通辽市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刘珍 速度滑冰 2020050520044 二级运动员 通辽市体育局
2020 年度“体彩杯”内 蒙古自治区
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李想 速度滑冰 2019050720001 二级运动员 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大庆站）

崔智婕 速度滑冰 2019050010020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中国赛艇协会关于组织跨界跨项速
度滑冰国家集训队补充集训名单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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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政熹 速度滑冰 2020330010004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裴国栋 速度滑冰 2018060020021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靳凯智 速度滑冰 201902323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蔡运超 速度滑冰 2018060020020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王绪琦 速度滑冰 2020060010041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刘佳欣 速度滑冰 202007001010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20-2021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蒋东航 速度滑冰 2018070120348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吉林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速度滑冰
项目比赛（青少年组）

赵思翔 速度滑冰 2018060020019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王馨悦 速度滑冰 201900465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崔成林 速度滑冰 2020060020015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张芷琼 速度滑冰 202007001002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9-2020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
赛

陈垚 速度滑冰 2020070010117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20-2021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高鹏翔 速度滑冰 2020330010039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冷福祥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49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荣泽胜 速度滑冰 201807001017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王灿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47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夏子涵 速度滑冰 201907001018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郑登科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78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周丹阳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84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梁浩 速度滑冰 202007001010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20-2021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李盈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76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毕超凡 速度滑冰 2020010010132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张航瑞 速度滑冰 20190046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孙浩博 速度滑冰 2018070120347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吉林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速度滑冰
项目比赛（青少年组）

刘双峰 速度滑冰 20190047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刘妍 速度滑冰 2020070120377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于洪洋 速度滑冰 201807001018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四站

费景隆 速度滑冰 20190231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马彬 速度滑冰 20200115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孙浩 速度滑冰 2016050010030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6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段权政 速度滑冰 20190048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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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筱迪 速度滑冰 201807001006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梁冰 速度滑冰 2020070220031 二级运动员 吉林市体育局
2020-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侯彦利 速度滑冰 201807001018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吉林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速度滑冰项目
比赛

郑恬 速度滑冰 201807001017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赵文暄 速度滑冰 2019070420014 二级运动员 辽源市体育局
2018-2022年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
赛

朱琪 速度滑冰 2019070620013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9年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邹聚萍 速度滑冰 2019070620012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9年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李婉婷 速度滑冰 2018070620001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王俊崎 速度滑冰 201907001013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吉林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速度滑冰项目
比赛

张超 速度滑冰 201900461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代朵朵 速度滑冰 2018070620002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王伟峰 速度滑冰 2017070620016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崔滢茜 速度滑冰 2018070010067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金文靓 速度滑冰 20190047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一站
刘彤 速度滑冰 2019080120127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殷焕阁 速度滑冰 201808001021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速度
滑冰比赛

王雪 速度滑冰 2020080120055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一
站

陈硕 速度滑冰 201908001014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刘嘉俊 速度滑冰 201908001014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
赛

李强 速度滑冰 202008001003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赵跃 速度滑冰 2020020620103 二级运动员 南开区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周梓涵 速度滑冰 202000126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王琳琳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1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邹禄鹏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42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宇曦 速度滑冰 2019081020009 二级运动员 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刘丁瑞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33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心雨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2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卿思宇 速度滑冰 2019080420010 二级运动员 佳木斯市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孙碧营 速度滑冰 202008001006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王宝怡 速度滑冰 2020330010006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任赞凝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32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思琦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1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宋雨泽 速度滑冰 202001137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孙小涵 速度滑冰 20180000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联赛第一站
杨滨瑜 速度滑冰 201801098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联赛第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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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鑫雨 速度滑冰 2020080120056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一
站

吕长鑫 速度滑冰 2020010010133 一级运动员 北京市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周宇婷 速度滑冰 20190117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国际滑联速度滑冰联赛第
五站（总决赛）

段宇鑫 速度滑冰 201608001004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5/16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四
站（乌鲁木齐）

王博 速度滑冰 201908001052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刘洋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1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路振权 速度滑冰 20160185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5-16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一
站

徐萌 速度滑冰 202001154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秦霏霏 速度滑冰 2016081020009 二级运动员 鹤岗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2016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杨英哲 速度滑冰 2019080520027 二级运动员 大庆市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卜亚超 速度滑冰 2016080520027 二级运动员 大庆市体育局 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崔凯 速度滑冰 2019080010100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付佐民 速度滑冰 2012080010013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陆畅 速度滑冰 20180187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

杨东生 速度滑冰 201701562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6-2017年度全国青年速度滑冰锦
标赛

秦成旭 速度滑冰 20200113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二站

关诗琦 速度滑冰 2019080420005 二级运动员 佳木斯市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蒋有志 速度滑冰 201902322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葛帮喜 速度滑冰 20200012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董成龙 速度滑冰 202008001004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李雨霖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50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杨汉志 速度滑冰 201900476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19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刘琦 速度滑冰 2019080010014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范名扬 速度滑冰 2019080520023 二级运动员 大庆市体育局 2019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金名 速度滑冰 202001135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

刘旭 速度滑冰 20180108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联赛第一站

高吉 速度滑冰 20200012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丁一 速度滑冰 2019100010150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体育局 速度滑冰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黄余琳 速度滑冰 201900169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四站

周子航 速度滑冰 2019050010023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跨界跨项
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集训的通知》

王威 速度滑冰 2019100010144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体育局 速度滑冰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王若昊 速度滑冰 2019310010027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2018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速度滑冰
暨达标赛

宋云山 速度滑冰 2019310120247 二级运动员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
2019—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比赛

马海搏 速度滑冰 2019310010029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2019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速度滑冰
暨达标赛

王玺宇 速度滑冰 2019310120250 二级运动员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
2019—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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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 速度滑冰 2019310120249 二级运动员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
2019—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比赛

马凯文 速度滑冰 201902320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邓智瀚 速度滑冰 201900173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8-2019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二站

马瑞婕 速度滑冰 2016310120012 二级运动员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 2016年自治区青少年速度滑冰比赛
马拉提·
马合沙提

速度滑冰 2019310120248 二级运动员 乌鲁木齐市体育局
2019—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比赛

景晨竣 速度滑冰 2018310010109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速度滑冰赛
暨达标赛

王宇 速度滑冰 2020311120032 二级运动员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
2019-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
年速度滑冰比赛

艾培尔丁
·亚合甫

速度滑冰 202000835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二站

帕拉沙提
·努尔卡
马丽

速度滑冰 201801870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
赛

阿拉依·
叶克本

速度滑冰 20190263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联赛
（第一站）

叶尔哈那
提·阿依
提纳马

速度滑冰 202001148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哈那哈提
·木哈买

提
速度滑冰 202001347 运动健将 中国滑冰协会 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门俊爽 速度滑冰 201908001023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商航 速度滑冰 2020080120057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9-2020年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二
站

梅佳伟 速度滑冰 2019100010143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体育局 速度滑冰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张鑫淼 速度滑冰 2019070010181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
冰锦标赛

刘鹏禹 速度滑冰 20180152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9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二站

周思达 速度滑冰 201807001005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速度滑冰联赛第
一站

赵明月 速度滑冰 201907001013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
锦标赛（大庆站）

王淞 速度滑冰 201801090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联赛第一站

耿嘉阳 速度滑冰 2017310010097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全国速度滑冰2016-2017年度（第一
站）

李贺楠 速度滑冰 2019080120012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8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

胡景涛 跳台滑雪 20200141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刘奇 跳台滑雪 20120170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 第十二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袁伟乔 跳台滑雪 2019070520050 二级运动员 通化市体育局 第二届全年青年运动会
李春泽 跳台滑雪 2019070010085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崔启航 跳台滑雪 201907001007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跳台滑雪冠军赛

郝艳婕 跳台滑雪 2019070010080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跳台滑雪冠军赛

陈浩 跳台滑雪 2019080010219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于丽婷 跳台滑雪 2019080010217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瑞 跳台滑雪 202001253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朱鸿林 跳台滑雪 20200125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赵川 跳台滑雪 20200125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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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潇洋 跳台滑雪 20200125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

刘鑫 跳台滑雪 2019230010084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黄星月 跳台滑雪 2019230010083 一级运动员 四川省体育局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臧晓坤 越野滑雪 2019150011023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张成浩 越野滑雪 201807001007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孟祥鑫 越野滑雪 2019020010033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路静宜 越野滑雪 2019020010031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云家 越野滑雪 201903001041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岳君秋 越野滑雪 2019030010377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宋圣迪 越野滑雪 201903001040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迪 越野滑雪 2019030010411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勾振东 越野滑雪 2018050320005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越野滑雪锦标赛
王晨 越野滑雪 2018050320003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越野滑雪锦标赛
李帅 越野滑雪 2018050320004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越野滑雪锦标赛

马一茗 越野滑雪 2017050320043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越野滑雪锦标赛

马玉莹 越野滑雪 2017050320041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越野滑雪锦标赛

郑冬雪 越野滑雪 2017050320040 二级运动员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
2017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
越野滑雪锦标赛

渐凯歌 越野滑雪 2018050010064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史光旭 越野滑雪 2018050010063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邢孟龙 越野滑雪 2019050010010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组织下一阶
段跨界跨项越野滑雪集训队集训的函
》

塔米乐 越野滑雪 2019050010011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组织下一阶
段跨界跨项越野滑雪集训队集训的函
》

王旭 越野滑雪 2019270010041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李映谕 越野滑雪 20190093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宇杭 越野滑雪 2019070120141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

陈国铭 越野滑雪 2019070120140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越
野滑雪比赛

周子博 越野滑雪 2019070010122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越野滑雪
锦标赛

赵新乐 越野滑雪 2019070120143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唐清贺 越野滑雪 2019070120142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

王桂福 越野滑雪 2019070120139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青少年越野滑雪
锦标赛

王莹莹 越野滑雪 2015070120086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4-2015年度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

冯铄淳 越野滑雪 2019030010361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

刘越 越野滑雪 2018070620008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单宏宇 越野滑雪 2019030010880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孟佳鑫 越野滑雪 2019030010878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白晓东 越野滑雪 201903001087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刘运琦 越野滑雪 2019070120512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越
野滑雪比赛

于立丽 越野滑雪 2018330010023 一级运动员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郑泽磊 越野滑雪 2016070620002 二级运动员 白山市体育局 2015-2016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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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兆慧 越野滑雪 2019070120511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越
野滑雪比赛

刘伟旭 越野滑雪 2019020010029 一级运动员 天津市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嘉欣 越野滑雪 201508012017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4-2015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裴彤 越野滑雪 2016080120121 二级运动员 哈尔滨市体育局 2015-2016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郭雨涵 越野滑雪 201901667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入选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陈雨哲 越野滑雪 20190059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马卫东 越野滑雪 2019120010161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体育局 无
尚姿彤 越野滑雪 201915001103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邹晶 越野滑雪 2019150011024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纪晓龙 越野滑雪 2019150010927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2018年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纪璐璐 越野滑雪 20190096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丁杰 越野滑雪 2019150011028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徐源海 越野滑雪 2019150010946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2018年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齐冉 越野滑雪 201900968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迟钰滨 越野滑雪 2019150010922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2018年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张锟 越野滑雪 201900958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万龙 越野滑雪 2019150010941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2018年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张家尚 越野滑雪 201900957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蔚方化 越野滑雪 20190095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嘉兴 越野滑雪 2019150010938 一级运动员 山东省体育局 2018年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杨明洋 越野滑雪 2019160010239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赵萌洋 越野滑雪 2019160010240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航 越野滑雪 201900919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韦晓夏 越野滑雪 2019200010121 一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一级运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
李丽娜 越野滑雪 2019240010093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磊 越野滑雪 2019240010095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杨维玉 越野滑雪 2019240010096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邓智月 越野滑雪 2019240010056 一级运动员 贵州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何浩杰 越野滑雪 2020280920038 二级运动员 天水市体育局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越野滑雪锦标赛

吴梦婷 越野滑雪 2019280010009 一级运动员 甘肃省体育局 越野滑雪跨界跨项选材

东智多杰 越野滑雪 20182900100022 一级运动员 青海省体育局
2018年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队（越野滑
雪）

马国强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11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李渊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05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田智宸 越野滑雪 2018300021211 二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王龙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33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马永凯 越野滑雪 2018300021205 二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马家宝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27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王芳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15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丁佳乐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28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孔传旭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19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海婷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20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马小飞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06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李晓娟 越野滑雪 2018300010116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吾尔英·
木拉提

越野滑雪 2019310010231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体竟字【2018】70号第一条款

阿克卓力
·托和涛

汗
越野滑雪 2019310010163 一级运动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体竞字【2018】70号第一条款

宫天城 越野滑雪 20190091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赵鑫隆 越野滑雪 2019270010072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跨界跨项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郑茗心 越野滑雪 2019270010074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跨界跨项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李改艳 越野滑雪 2019270010018 一级运动员 陕西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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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院凯 越野滑雪 2018050010270 一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李一凡 越野滑雪 201907001011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谢思祺 自由式滑雪 2019080010026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8-2019全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锦标赛

郝文静 自由式滑雪 2019160010415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陈卓 自由式滑雪 2017060010112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6-2017年度世界青年锦标赛
李媛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36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王佳琳 自由式滑雪 2017030010173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6-2017年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锦标赛

蔡杰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366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高尚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403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
巧冠军赛

王文卓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869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年二青会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坡面
障碍技巧与大跳台项目比赛（坡面障
碍技巧）

薛通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365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翟秋宇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368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张怡然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40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
巧冠军赛

郑玉 自由式滑雪 201901660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入选障碍追逐国家集训队

杨智博 自由式滑雪 2018060020026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7-2018年度全国自由式滑雪U型场
地冠军赛

隋亚欣 自由式滑雪 2016060010159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5-2016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锦标赛

刘晶晶 自由式滑雪 2020060010043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U型场
地锦标赛暨十四冬资格赛

贾丽亚 自由式滑雪 201900495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9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
界青年锦标赛

何炳含 自由式滑雪 2017070010057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6-2017全国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冠
军赛

刘梦婷 自由式滑雪 2017070010058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6-2017全国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冠
军赛

范誉泷 自由式滑雪 201901623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冠军赛

孙勃 自由式滑雪 201907001013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严伟文 自由式滑雪 201907001015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冠军赛

苏悦 自由式滑雪 2019070120129 二级运动员 长春市体育局
2018-2019年度全国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逐冠军赛

付强 自由式滑雪 2019070010263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单板滑雪及自
由式滑雪障碍追逐比赛

付永 自由式滑雪 2019070520013 二级运动员 通化市体育局 全国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冠军赛

杜金伦 自由式滑雪 201900536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2018-2019年度全国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冠军赛

宋佳宁 自由式滑雪 2019070010156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8-2019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逐冠军赛

焦金蕖 自由式滑雪 2019070010264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自
由式滑雪雪上技巧比赛

田地 自由式滑雪 2020070010029 一级运动员 吉林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雪上
技巧冠军赛

金正 自由式滑雪 201900581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李烁 自由式滑雪 2019030010762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体育局
2019-2020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水池系列赛（第三站）

王湛溶 自由式滑雪 2019160010271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郭亚东 自由式滑雪 2019160010302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童梦瑶 自由式滑雪 2019160010360 一级运动员 河南省体育局 入选国家集训队

石军权 自由式滑雪 2019170010320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体育局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由式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及大跳台

陈正阳 自由式滑雪 2018300010143 一级运动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 青少年冰雪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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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松昊 自由式滑雪 2017080010198 一级运动员 黑龙江省体育局
2016-2017全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冠军赛

麦静云 自由式滑雪 201900974 运动健将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跨界跨项入选国家集训队

赵楚儿 自由式滑雪 2017060020010 二级运动员 辽宁省体育局
2016-2017年度全国自由式滑雪U型场

地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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