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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组队 静安区 WU YOYO 女 澳大利亚 2008/10/29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中学国际部 队列滑A组 否 需提供上海核酸检测

2 联合组队 静安区 孔维昕 女 中国 2010/1/22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黄浦区 队列滑A组 否

3 联合组队 静安区 孙思妍 女 中国 2007/8/1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永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 联合组队 静安区 项欣怡 女 中国 2010/1/1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队列滑A组 否

5 联合组队 静安区 杨莛萱 女 中国 2009/2/7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昌邑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6 联合组队 静安区 张亦心 女 中国 2010/5/19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三林镇中心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7 联合组队 虹口区 Leung Wai Kiu 女 中国香港 2010/8/12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美国国籍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8 联合组队 虹口区 邓旭博 女 中国 2009/8/20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徐汇区向阳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9 联合组队 虹口区 葛妙涵 女 中国 2010/3/3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浦东南路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10 联合组队 虹口区 关景岫 女 中国 2010/8/18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徐汇区向阳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11 联合组队 虹口区 简千诺 女 中国 2009/3/29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民办更新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12 联合组队 虹口区 林诗晨 女 中国 2009/3/11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新金童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13 联合组队 虹口区 盛悠然 女 中国 2009/9/22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民办平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14 联合组队 虹口区 施子诺 女 中国 2009/7/15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浦东进才实验中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15 联合组队 虹口区 汤斯华 女 中国 2008/9/15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市民办德闳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16 联合组队 虹口区 俞佳妮 女 中国 2009/10/12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上海 队列滑A组 否

17 联合组队 虹口区 章语珊 女 中国 2010/10/4 上海全明星俱乐部 民办常青藤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18 独立组队 张智予 女 中国 2011/3/9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外黄浦外国语小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19 独立组队 华逸程 男 中国 2009/9/2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男子B组单人滑
20 独立组队 邓靖渲 女 中国香港 2009/9/22 上海飞扬俱乐部 华二国际部 队列滑A组 否
21 独立组队 张圭妍 女 中国 2010/3/31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22 独立组队 濮愫 女 中国 2006/11/22 上海飞扬俱乐部 民办中芯学 队列滑A组 否
23 独立组队 孟令菲 女 中国 2006/12/4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中学国际部 队列滑A组 是 少年组 女子高龄B组单人滑
24 独立组队 曹舒尔 女 中国 2009/7/2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建平西校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A组单人滑
25 独立组队 蔡雨绮 女 中国 2009/1/29 上海飞扬俱乐部 建平西校 队列滑A组 否
26 独立组队 蒋乐伊 女 中国 2006/12/18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实验学校南校 队列滑A组 否
27 独立组队 张恬 女 中国 2008/11/18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南中学东校 队列滑A组 是 少年组 女子低龄B组单人滑 需提供上海核酸检测
28 独立组队 张子乐 女 中国 2010/10/15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浦东民办万科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需提供上海核酸检测
29 独立组队 陈妍冰 女 中国 2008/12/11 上海飞扬俱乐部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南校 队列滑A组 否 需提供上海核酸检测

30 独立组队
Dorothy Xinlan

Lao
女 加拿大 2012/1/20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中学国际部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31 独立组队 张予婷 女 中国 2009/7/9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32 独立组队 张予瞳 女 中国 2009/7/9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民办永昌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A组单人滑
33 独立组队 葛筱晴 女 中国 2009/7/3 上海飞扬俱乐部 黄浦区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34 独立组队 康雅楠 女 中国 2009/11/16 上海飞扬俱乐部 新世界实验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35 独立组队 朱依真 女 中国 2007/11/27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民办尚德实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36 独立组队 董涵 女 中国 2008/4/30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尚德实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37 独立组队 朱海月 女 中国 2010/1/8 上海飞扬俱乐部 新世界实验小学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38 联合组队 静安区 徐卿 女 中国 2005/9/27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民办迅行中学 队列滑A组 否
39 联合组队 静安区 白晟延 女 中国 2005/3/1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民办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队列滑A组 否
40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金诺 男 中国 2010/8/6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明珠小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男子B组单人滑
41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朱馨瑶 女 中国 2008/7/1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民办美高双语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少年组 女子低龄B组单人滑
42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应昕如 女 中国 2009/12/28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民办包玉刚实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3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张贺 女 中国 2007/3/23 上海飞扬俱乐部 平和双语 队列滑A组 否
44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彭彦嘉 女 中国 2007/6/12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教育学会附属清河湾中学 队列滑A组 否
45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孙莺桐 女 中国 2004/7/21 上海飞扬俱乐部 宋庆龄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6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刘柳儿 女 中国 2008/3/5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杭州湾双语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7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陈子洋 女 中国 2008/4/8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三新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8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史欣颖 女 中国香港 2007/5/18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耀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49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丁业然 女 中国 2009/7/11 上海飞扬俱乐部 光华中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50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李晨悦 女 中国 2007/8/28 上海飞扬俱乐部 同济大学实验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51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顾微淇 女 中国 2007/10/23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队列滑A组 否
52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陈子吟 女 中国香港 2008/3/29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诺德安达双语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53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梅格睿祺 男 中国 2007/3/1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体育中学 队列滑A组 是 青年组 男子单人滑
54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王嘉忆 女 中国 2009/5/25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协和双语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少年组 女子低龄B组单人滑 替补
55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刘凝昕 女 中国 2008/7/25 上海飞扬俱乐部 耀中国际学校 队列滑A组 否 替补
56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姚奕言 女 中国 2009/5/3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 队列滑A组 是 少年组 女子低龄B组单人滑 替补
57 联合组队 浦东新区 YILIN HUANG 女 澳大利亚 2009/9/3 上海飞扬俱乐部 上海市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 队列滑A组 是 儿童组 女子B组单人滑 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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