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6/30, 开始时间 09:00

资格赛

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比赛秩序单

2019年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手枪项目）

总计
开始

时间

轮

数

靶

位
注册号 姓名 省市

组
备注团体

1 2 3

安徽周庆媛5504811109:0009:00 安徽3

安徽袁宗明55012121 安徽3

北京韩岩琳53098131 北京1

北京许瀚文10086141 北京1

福建林月美59052151 福建1

福建张秉琛59099161 福建1

广东杨蕊瑜20019171 广东2

广东刘志鸿20012181 广东2

河北王一荻31180191 河北1

河北张杰31150201 河北1

河南周莹37230211 河南1

河南李进37286221 河南1

黑龙江高爱雯45570231 黑龙江1

黑龙江张华45013241 黑龙江1

湖北付嘉27035251 湖北1

湖北鲁金鹏27108261 湖北1

湖南王珂怡73328271 湖南1

湖南李芳建73572281 湖南1

吉林王薇萌43181291 吉林1

吉林刘易宗43044301 吉林1

建设兵团黄心蕾399009311 建设兵团1

建设兵团顾忠杰399008321 建设兵团1

江苏朱思颖25713331 江苏1

江苏狄译丰25521341 江苏1

江西汪琦79112351 江西1

江西梅阳79180361 江西1

辽宁肖嘉芮萱24683371 辽宁1

辽宁谭鹏飞24392381 辽宁1

宁夏高蕾95084391 宁夏2

宁夏李彭生95185401 宁夏2

山东张梦雪53063411 山东1

山东崔建鑫53085421 山东1

浙江卢恺曼57523431 浙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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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邵泽学5706444109:00 浙江1

上海王天慧21139451 上海1

上海麦嘉杰21249461 上海1

新疆陈佳99215471 新疆1

新疆王哲昊99087481 新疆1

杭州市楼芊里57923491 杭州市1

杭州市李俊龙57282501 杭州市1

重庆陈琳23193511 重庆2

重庆吕永昌20802521 重庆2

安徽李雪莹55102531 粤皖

广东林耀20851541 粤皖

甘肃李雪93064551 贵甘

贵州谢瑜85214561 贵甘

郑州市张玉欣38189571 郑州市1

郑州市宋志远37835581 郑州市1

解放军队吕绍萍111071591 解放军云

云南郭进波870189601 解放军云

宁波市林雅茜57738611 宁波市1

宁波市张钰57799621 宁波市1

贵州钱微85067631 贵川1

四川蒲琪峰28002641 贵川1

云南李天燕87004651 蒙云

内蒙古杨巍47008661 蒙云

天津潘娜22037671 晋津

山西刘锦尧35048681 晋津

解放军队许野雯113035691 解放军八一1

八一队胡鹏琦31172701 解放军八一1

广东朱欣20801711 粤清华

清华钱方恒57416721 粤清华

八一队车晓婷25022731 八一晋

山西王智伟35167741 八一晋

青海纪晓晶97006751 青皖

安徽张浩55035761 青皖

河北赵须3111411210:10 河北2

河北刘斯31164122 河北2

河南严晓琦37002132 河南郑州市

郑州市杨守旺37191142 河南郑州市

黑龙江王德辉45015152 黑龙江2

黑龙江霍佳铭45192162 黑龙江2

湖北吴霄萌慧27178172 湖北2

湖北步兵27545182 湖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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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刘锐7342219210:10 湖南2

湖南米扬73098202 湖南2

吉林贾玉莹43173212 吉林2

吉林王永强43084222 吉林2

陕西王倩29026232 解放军陕

解放军队吴嘉宇21142242 解放军陕

广西唐晓77128252 桂豫

河南何正阳37028262 桂豫

广西唐溶励77137272 广西2

广西张转强77057282 广西2

贵州樊迪985130292 青贵

青海马建97045302 青贵

宁夏尚凯艳95141312 宁夏1

宁夏王玉飞95040322 宁夏1

杭州市储储57611332 杭州市2

杭州市徐文奇571002342 杭州市2

云南李庭容870130352 云南2

云南俸林蒗870174362 云南2

宁波市郑慧慧57805372 宁波市2

宁波市王子晨57489382 宁波市2

四川王钦钦28010392 四川2

四川雷琪28251402 四川2

上海李淑瑶21226412 上海2

上海徐展翼21323422 上海2

陕西钟佳敏29145432 陕西3

陕西张俊杰29453442 陕西3

八一队姜冉馨21034452 解放军八一2

解放军队孙杨113003462 解放军八一2

北京任玉红10046472 北京2

北京李梓嘉10156482 北京2

福建蔡晓雪59057492 福建2

福建吴剑锋59017502 福建2

甘肃陈慧琳93117512 甘肃2

甘肃安孜奇93032522 甘肃2

山西陈妍35117532 甘晋

甘肃杨磊93027542 甘晋

辽宁王艺霏24182552 辽宁2

辽宁王杨24198562 辽宁2

四川曾雯28215572 贵川2

贵州娄小龙85280582 贵川2

浙江龚欣媛57615592 浙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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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马桢波5740060210:10 浙江2

重庆刘嘉许21235612 重庆1

重庆陈子雄23131622 重庆1

山西解清雅35283632 陕晋

陕西黄俊植29098642 陕晋

山东李沫53118652 山东2

山东蒲伟53056662 山东2

青海韩思程47339672 青海3

青海刘文龙97062682 青海3

内蒙古吴芮47612692 内蒙古2

内蒙古金龄童47290702 内蒙古2

江西陈瀚泽79204712 江西2

江西陈俊毅79121722 江西2

江苏陈静25586732 江苏2

江苏盛建25663742 江苏2

摘要

本页射手总数: 130; 总射手数: 130; 总团体数: 65; 可用靶位数: 78 (2-79)

说说 EF28F107

___ Team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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