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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 苏佳妮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山东省排球冠军赛 第二名

排球 韩欣冉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排球 庞云卓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南省女子排球锦标赛甲组 第三名

排球 汤树芬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四川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第二名

排球 刘奕辰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二名

排球 裴梓夷 女 黑龙江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 第五名

排球 杨嘉瑜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排球 张梦杰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 第四名

排球 周芝敬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四川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一名

排球 蒋文琪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湖北省青少年女子排球锦标赛 第四名

排球 李垚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四川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第二名

排球 樊菁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19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女子组 第二名

排球 闫景暄 女 河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河北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女子组）第一名

排球 丁瑜萱 女 浙江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浙江省青少年学生排球锦标赛暨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

会排球比赛 第七名

排球 陈佳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四川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女子高中组 第六名

排球 陈俊茹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南省女子排球锦标赛 第三名

排球 张琳华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体育竞赛 第三名

排球 王琪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湖北省青少年女子排球锦标赛 第四名

排球 熊非桐 女 江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江西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第一名

排球 张永慧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湖北省青少年女子排球锦标赛 第四名

排球 冯彬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体育竞赛 第三名

排球 陈月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四川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第六名

排球 苗颖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排球项目）第三名

排球 田益水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排球比赛女子组 第二名

排球 张钰晗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排球锦标赛甲组 第一名

排球 韩明希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体彩·贾湖酒业杯”河南省青少年女子排球冠军赛 第一名

田径 葛淑婕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甘肃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100米12.37 第二名

田径 朱新宇 男 安徽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安徽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100米11.01 第二名

田径 曾良宇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联赛（中西部区）男子乙组100米

11.11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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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 高云鹏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甘肃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青年男子组200米22.18 第一名

田径 王亚龙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男子800 第一名

田径 张悦 女 陕西省 二级运动员
2019年陕西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公开组1500米 5分01秒95 第二

名

田径 杨加丽 女 云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投掷项群赛2暨省市分区 邀请赛女子10000米 第八名

田径 杨万熙 男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全国U系列田径通讯赛110米栏第一名

田径 廖俊杰 男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14.64s 第三名

田径 王子扬 男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 男子铅球 6公斤
成绩15.59 第一名

田径 刘稼稳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全国U系列通讯赛“多威杯”山东赛区系列赛 15.68米 第三

名

田径 聂伟承 男 吉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吉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44.32米 第三名

田径 朱博洋 男 吉林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吉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甲乙丙组）44.16 第一名

田径 纪超然 男 黑龙江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黑龙江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田径男子铁饼（U18组1.5千

克）47.32米 第三名

田径 吴昱彤 男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体育彩票杯”山东省田径锦标赛，50.17米 第二名

田径 常青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锦标赛男子甲组20000米 第一名

田径 赵晓龙 男 江苏省 一级运动员 江苏省第19届运动会5000米竞走 第四名

田径 陆燕兰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广东省“中国体育彩票”青少年竞走锦标赛女子甲组5000m

第二名

田径 尚晓荣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竞走邀请赛(1)暨后备人才基地竞走挑战赛
10公里竞走 50分48秒

田径 赵琳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贵州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3000米5000米竞走双项 第一名

田径 陈金瑾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全国青少年竞走锦标赛成绩：24：49  第四名

武术套路 王宇彤 男 甘肃省 运动健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武术套路（体校组） 男子南

刀   第二名

武术套路 许国强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男子乙组棍术第一名

武术套路 安泽涛 男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甲组太极剑第一名 太极拳 第

二名

武术套路 阚文萱 女 河北省 运动健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体校组）女

子甲组枪术 第二名

武术套路 刘龙伟 男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方元杯2019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武术赛男子枪术第三名

武术套路 周永秋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甲乙组）女子甲组华拳8.77

分 第一名

武术套路 丁华金 男 湖北省 一级运动员
湖北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男子南拳第一名，男子南棍

第一名，男子自选刀术 第四名

足球 韩晓彤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菁英杯”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
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  第一名

足球 陈湘怡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青岛市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女子组), 第四名

足球 王雨晨 女 陕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20陕西省青少年女子足球U19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谢子洁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女子U15组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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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周子慧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U17 第一名

足球 吕晨阳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U18-17女子组）第二名

足球 申钰 女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甲级联赛 第八名

足球 钟志婷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广西青少年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

足球 卓苑玉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8年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技组女子乙组足球比赛  第一名

足球 何惠垚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省总决

赛  第一名

足球 何逸博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安徽省第十四届青年运动会女子乙组决赛 第一名

足球 郭迎硕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赛 第三名

足球 马星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女子甲组 第二名

足球 马慧敏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阳路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19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竞标赛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王诗怡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2019年湖南省足球协会锦标赛 第五名

足球 张冰冰 女 江苏省 二级运动员 2021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 第四名

足球 刘艳芳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参加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张琰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甘肃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高中女子组）

足球 斯日木吉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杯”校园足球四季联赛 第五名

足球 钟娟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第二届青运会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女子16岁组 第七名

足球 符欣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广西体校杯足球赛（女子U16U17） 第三名

足球 于凝睿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 甘肃省U17足球锦标赛获得第一名

足球 符玉莹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硕克杯女子甲组并获得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胡彩怡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中职组）全

省总决赛 第三名

足球 张钰柔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女子16岁组 第一

名

足球 周彤 女 江苏省 一级运动员 2021中华人名共和国第十届全国运动会足球女子十八岁以下组 冠军

足球 程迪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 第一名

足球 李敏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U19女子
组）第五名

足球 周紫曼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U18-17女子组）第三名

足球 谢彤杉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17年体彩杯河南省女子足球锦标赛 第一名

足球 刘伊娜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1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 第四名

足球 周文静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中职组）全

省总决赛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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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李雁萍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甘肃省足球运动协会U-17锦标赛女子组 亚军

足球 徐梦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大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高中女子组 第一名

足球 周利芳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湖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一名

足球 梁伊琪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参考消息-萨马兰奇杯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获 第二名

足球 杨梅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第四届湖南省中学生运动会 第一名

足球 陈沛雲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2019年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二名

足球 吴凤霞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中职）全省总决

赛 第一名

足球 刘玥瑶 女 河北省 一级运动员 2019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第二名

足球 德吉央宗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足球比赛【女子U17】第二名

足球 李祥瑞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大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高中女子组 第三名

足球 陈香伶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19年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女子甲组第一名

足球 付星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柴志星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河北省中学生校园足球联赛中荣获高中女子组 第三名

足球 冯秋菊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硕克杯”2019年海南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赛暨中学女子校园足球

联赛 第二名

足球 邓思甜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湖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一名

足球 邵诗雅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四川赛区 第三名

足球 成焰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廖树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2021贵州省四级联赛女子高中组 第四名

足球 刘欣悦 女 湖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湖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中学生联赛 第五名

足球 陈彦臻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19年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U17）第三名

足球 马潇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甘肃省足球协会U-17锦标赛（女子组) 第一名

足球 蔡迎格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1河南省足球协会俱乐部杯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钱茹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U16-15女子组）第六名

足球 张冉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赛（VI8-
17女子组）第二名

足球 王俊欢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项目青少年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杨士琼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18-2019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甲组）超冠赛 第六

名

足球 呼禹帆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
部联赛（U17-16女子组）第六名

足球 梁丽金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二级运动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女子足球乙组 第一名

足球 陶姿颖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2021年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女子甲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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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陈佳仪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重庆市2021年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阿拉塔嘎娜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杯”校园足球四季联赛 第五名

足球 王静芳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河北省第九届青运会足球项目比赛暨2020年河北省青少年足

球联赛 第四名

足球 张莹莹 女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山西省足球锦标赛暨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足球资格赛（女

子甲组）第二名

足球 吴佳瑞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第一名

足球 唐露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19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五名

足球 穆雨欣 女 河北省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 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王春 女 海南省 一级运动员 “硕克杯”2020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吴彤彤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冠军

足球 李雨婷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菁英杯”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
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  第一名

足球 李丹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甘肃省足球锦标赛 第一名

足球 皇甫佳妮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
（U17女子组）  第三名

足球 李悦怡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 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

女子16岁组 第七名

足球 陈艳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中联赛 第六名

足球 张姿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湖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五名

足球 杨昶琳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高中女子乙组最佳阵容（2020届

校园足球高中女子乙组国家队）

足球 董嘉瑶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王好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8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技组女子乙组足球比赛 第二名

足球 李乾英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贵州省“足协杯”青少年足球冠军赛 （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邵佳佳 女 陕西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体彩杯”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俱乐部联赛 （U17-

16女子组）第五名

足球 陈雅文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河南省足球协会俱乐部杯U16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景俏 女 山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山西省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一名

足球 杨可心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河南省足球协会俱乐部杯女子U16足球锦标赛 第三名

足球 吕梦晴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山东省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 第二名

足球 杨露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总决赛（女子）第四名

足球 周莹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7年“中国体育彩票杯”山东省足球冠军联赛暨山东足协青少年

精英训练营冠军联赛 第三名

足球 金铭新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大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高中女子组 第二名

足球 喻晓倩 女 贵州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总决赛（女子）第二名

足球 陈雨蓉 女 山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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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闫佳鑫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二级运动员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U15
女子组）第二名

足球 王梓晗 女 河北省 二级运动员 河北省第九届青少年运动会（女子甲组）第五名

足球 吴琪琪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全省总决赛（高中女子

组）第三名

足球 张燕妮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19甘肃省青少年锦标赛 冠军

足球 沈慧颖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 第三名

足球 黄龙丹 女 湖南省 一级运动员 2020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 第四名

足球 陈诺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0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谈瑞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U19）第三名

足球 罗钧尹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20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常乐乐 女 辽宁省 一级运动员 辽宁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第一名

足球 张敏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 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单红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女子U18足球锦标赛 第一名

足球 王诚瑶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0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U19）第二名

足球 马红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杨里拉 女 浙江省 二级运动员 浙江省第十届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总决赛 第四名

足球 刘丹宁 女 河南省 一级运动员 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女子组 第八名

足球 林婉婷 女 福建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唐志渔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青少年女子甲组足球 第五名

足球 李佳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19甘肃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U17）第四名

足球 温丽雯 女 广东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女子U16 第三名

足球 赵俏文 女
宁夏回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 第四名

足球 赵绮瑶 女
内蒙古自

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足球联赛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赛（U18-
17女子组）第一名

足球 周以鑫 女 河北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河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三名

足球 王娅蕾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张阳阳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广东省 省长杯 高中 职中 全省总决赛 第二名

足球 周语婕 女 江西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高中组第二营区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张笑可 女 河北省 一级运动员 河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三名

足球 汤婧 女 江苏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省长杯”卡尔美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总

决赛 第二名

足球 赵宇翔 女 上海市 二级运动员
第十六届上海市运动会足球比赛（女甲组）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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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李梦湘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辽宁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季军

足球 江姿渝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2018年青少年重庆足球协会杯赛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李梦驰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2019年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吴颖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20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八名

足球 张琴琳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第六名

足球 刘嘉玲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贵州省足球协会青少年锦标赛（女子乙组）第一名

足球 马黑秋菠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20年四川省青少年女子U19足球锦标赛 第一名

足球 陶敏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甘肃省第四届中学生运动会女子足球比赛 第二名

足球 陈竣宜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19年重庆市足球协会杯赛女子甲组 第二名

足球 蔡梦娇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山东省大中小学生体育联赛足球比赛 第四名

足球 梁钰婷 女
广西壮族
自治区

一级运动员 2020年第二届广西足协杯足球锦标赛 冠军

足球 吴依婷 女 广东省 二级运动员 广东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马毓麟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三名

足球 李美莹 女 山东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河南省足球协会俱乐部杯足球锦标赛 冠军

足球 李梦晴 女 安徽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安徽省学校体育联赛一高中足球比赛 第六名

足球 胡锦美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0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四名

足球 彭凯俐 女 湖南省 二级运动员 2021年湖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锦标赛（女子甲组）第一名

足球 魏宇欣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女子u15组）第八名

足球 孙琴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女子组 冠军

足球 陈果 女 甘肃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甘肃省足球运动协会U-17锦标赛（女子组）第一名

足球 董馨垚 女 重庆市 二级运动员 重庆市2019年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五名；

足球 陆璐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女子甲组 第二名

足球 熊敬灵 女 重庆市 一级运动员 2020年重庆市城市足球冠军联赛女子甲组 第一名

足球 孙晓婷 女 安徽省 一级运动员 2021年安徽省校园足球联赛 第一名

足球 王文娟 女 陕西省 二级运动员 2020年陕西省青少年女子足球U19锦标赛 第二名

足球 邓国颖 女 贵州省 一级运动员 2019年贵州省足球协会青少年锦标赛（女子乙组）第一名

足球 王玉瑶 女 河南省 二级运动员 2019河南省省长杯 第二名

足球 孙允博 女 辽宁省 二级运动员 2020辽宁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第二名

足球 林芸芸 女 四川省 一级运动员 2018四川省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女子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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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魏爱苹 女 甘肃省 二级运动员 2020甘肃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女子U19) 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