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新俱乐部 原俱乐部 类型 转会费
1 陈泽文 安徽合肥桂冠 贵州恒丰 永久
2 李长亮 安徽合肥桂冠 吉林百嘉 永久
3 李豪 安徽合肥桂冠 银川贺兰山 永久
4 焦洋 安徽合肥桂冠 苏州东吴 永久
5 张嘉阔 安徽合肥桂冠 河北足协 永久
6 杨连峰 安徽合肥桂冠 辽宁沈阳开新 租借
7 李震 安徽合肥桂冠 辽宁沈阳开新 租借
8 陈富邦 安徽合肥桂冠 辽宁沈阳开新 租借
9 王钧昊 保定英利易通 大连一方 永久
10 韩财 保定英利易通 江苏盐城鼎立 永久
11 汪兴强 保定英利易通 梅县铁汉 永久
12 侯哲 保定英利易通 梅县铁汉 永久
13 朱迪 保定英利易通 广州富力 永久
14 于腾腾 保定英利易通 江苏苏宁 永久
15 马浩然 保定英利易通 辽宁沈阳开新 租借
16 申昊 北京理工 苏州东吴 永久
17 景德洋 北京理工 大连超越 永久
18 卢城河 北京理工 青岛黄海 永久 √
19 段宇 北京理工 青岛黄海 永久 √
20 龚正 北京理工 北京控股 租借
21 岳志磊 北京理工 石家庄永昌 租借变转会
22 韩伟林 大连博阳 北京理工 永久
23 蔡浩宸 大连博阳 云南飞虎 永久
24 郭亮 大连博阳 长春亚泰 永久
25 曲晓辉 大连博阳 大连一方 永久
26 韩学庚 大连博阳 大连一方 永久
27 雷涛 大连博阳 大连足协 永久
28 宋孝禹 大连博阳 大连一方 永久
29 傅韵程 大连博阳 大连一方 租借
30 刘玉圣 福建天信 大连超越 永久
31 于靓 福建天信 镇江华萨 永久
32 姜中笑 福建天信 云南飞虎 永久 √
33 王华强 福建天信 云南飞虎 永久
34 金锐 福建天信 浙江绿城 永久
35 王东升 福建天信 浙江绿城 永久
36 赖金峰 福建天信 浙江绿城 永久
37 吴晨 福建天信 浙江毅腾 永久
38 刘海东 海南博盈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39 朱明辉 海南博盈 上海聚运动 永久
40 张宏楠 海南博盈 深圳佳兆业 永久
41 胡扬扬 海南博盈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42 惠戈 海南博盈 云南飞虎 永久
43 张浩 海南博盈 石家庄永昌 永久
44 张奥 海南博盈 河北华夏幸福 永久
45 裴晨淞 海南博盈 广州富力 租借
46 刘超 河北精英 河北信友 永久
47 杨久天 河北精英 深圳佳兆业 永久
48 刘天阳 河北精英 河北华夏幸福 永久
49 袁野 河北精英 河南建业 永久
50 王信天 河北精英 河北足协 永久
51 李逸豪 河北精英 浙江绿城 永久
52 罗恒 河北精英 河南建业 租借
53 杜少斌 湖南湘涛 福建天信 永久
54 苑维玮 湖南湘涛 银川贺兰山 永久
55 谭斯 湖南湘涛 成都钱宝 永久
56 王康 湖南湘涛 江西联盛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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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姜波 湖南湘涛 河北精英 永久
58 阮杨 湖南湘涛 浙江绿城 永久
59 苗明 湖南湘涛 保定英利易通 永久
60 庄佳杰 湖南湘涛 浙江绿城 永久
61 金弘宇 吉林百嘉 延边富德 永久
62 郑强 吉林百嘉 内蒙古包头南郊 永久
63 李勋 吉林百嘉 延边富德 永久
64 陈连晟 吉林百嘉 福建天信 永久
65 李鑫 吉林百嘉 浙江毅腾 租借变转会
66 张津 江苏盐城鼎立 天津权健 永久
67 陈宏振 江苏盐城鼎立 无锡金阳 永久
68 肖艺峰 江苏盐城鼎立 广东足协 永久
69 耿晓顺 江苏盐城鼎立 深圳佳兆业 永久
70 凌思浩 江苏盐城鼎立 深圳佳兆业 永久
71 薛晨 江苏盐城鼎立 吉林百嘉 永久
72 王超 江苏盐城鼎立 北京理工 永久
73 杨鑫 江西联盛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74 魏景星 江西联盛 深圳佳兆业 永久
75 张俊杰 江西联盛 重庆斯威 永久
76 周学忠 江西联盛 河南建业 永久
77 刘纯 江西联盛 成都钱宝 永久
78 包威 江西联盛 杭州吴越钱塘 永久
79 彭浩 江西联盛 杭州吴越钱塘 永久 √
80 宋岳 南通支云 南京沙叶 永久
81 季俊 南通支云 上海申鑫 永久
82 黄宏博 南通支云 辽宁沈阳开新 永久
83 南云齐 南通支云 大连博阳 永久
84 刘伟 南通支云 江苏苏宁 永久 √
85 谭宾凉 南通支云 深圳佳兆业 租借  
86 朱峥嵘 南通支云 上海上港 租借
87 白烁 内蒙古包头南郊 上海绿地申花 永久
88 买尔旦江·莫合台尔 内蒙古包头南郊 日照宇启 永久
89 崔棋 内蒙古包头南郊 上海绿地申花 租借
90 张雨浩 内蒙古包头南郊 上海绿地申花 租借
91 吴凯 内蒙古包头南郊 青岛中能 租借
92 赵承德 内蒙古包头南郊 青岛中能 租借
93 魏基业 青岛中能 河北华夏幸福 永久
94 胡俊 青岛中能 银川贺兰山 永久
95 于祥 青岛中能 镇江华萨 永久
96 陈佳奇 青岛中能 广州富力 永久
97 朱晓健 青岛中能 北京控股 永久
98 李凯 青岛中能 江西联盛 永久
99 孙发波 陕西长安竞技 保定英利易通 永久
100 张爽 陕西长安竞技 保定英利易通 永久
101 文烁 陕西长安竞技 云南飞虎 永久
102 徐武 陕西长安竞技 成都钱宝 永久
103 杨贺 陕西长安竞技 长春亚泰 永久 √
104 阎峰 陕西长安竞技 长春亚泰 永久 √
105 杜君鹏 陕西长安竞技 保定英利易通 临时注册
106 秦一帆 上海申梵 江苏苏宁 永久
107 甘球 上海申梵 江苏苏宁 永久
108 朱忠权 上海申梵 江苏苏宁 永久
109 魏鑫 上海申梵 北京中赫国安 永久
110 汤启恒 上海申梵 上海绿地申花 永久
111 廖俊杰 上海申梵 重庆斯威 租借
112 张诚 上海申梵 重庆斯威 租借
113 曹亚男 上海申梵 重庆斯威 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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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周文信 深圳鹏城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15 吴越 深圳鹏城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16 郭韬 深圳鹏城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17 叶树文 深圳鹏城 梅州客家 永久
118 哈兆通 深圳鹏城 云南飞虎 永久
119 丛霖 深圳鹏城 大连统顺 永久
120 郭子超 深圳鹏城 江西联盛 永久
121 罗足庆 深圳鹏城 梅州客家 租借
122 刘帅 深圳人人 上海申梵 永久
123 甘添成 深圳人人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24 胡威威 深圳人人 青岛中能 永久
125 门阳 深圳人人 云南飞虎 永久
126 王睿 深圳人人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27 李彬 深圳人人 银川贺兰山 永久 √
128 祝一帆 沈阳城市 长春亚泰 永久 √
129 刘文庆 沈阳城市 银川贺兰山 永久 √
130 权磊 沈阳城市 内蒙古中优 永久
131 朱世玉 沈阳城市 青岛中能 永久
132 许博 沈阳城市 石家庄永昌 永久 √
133 张兴博 沈阳城市 梅县铁汉 永久 √
134 陈子介 沈阳城市 河南建业 租借
135 朱峻辉 沈阳城市 广州恒大淘宝 租借变永久 √
136 李志斌 沈阳城市 天津泰达 租借变永久
137 夏德强 沈阳东进 福建天信 永久
138 周淼 沈阳东进 内蒙古包头南郊 永久
139 刘鑫 沈阳东进 大连足协 永久
140 张峻峰 沈阳东进 上海聚运动 永久
141 潘驰 沈阳东进 广州富力 永久
142 郝爽 四川九牛 江西联盛 永久
143 张嘉伟 四川九牛 上海申梵 永久
144 杨欣鑫 四川九牛 深圳佳兆业 永久
145 单夏路 四川九牛 四川隆发 永久
146 郝博宇 四川九牛 山东鲁能足校 永久
147 金文鑫 四川九牛 成都钱宝 永久
148 郭文謇 四川九牛 河北足协 永久
149 宋委鹏 四川九牛 重庆足协 永久
150 胡义飞 四川隆发 青岛中能 永久
151 商隐 四川隆发 上海申梵 永久
152 张智超 四川隆发 成都钱宝 永久
153 黄佳强 四川隆发 江西联盛 永久
154 段云子 四川隆发 大连一方 租借 √
155 刘涛 苏州东吴 深圳人人 永久 √
156 刘骁锋 苏州东吴 吉林百嘉 永久
157 王云龙 苏州东吴 浙江毅腾 永久
158 吴宇帆 苏州东吴 河北华夏幸福 永久 √
159 陈楠存 苏州东吴 上海聚运动 永久
160 杨帆 苏州东吴 上海上港 租借
161 杨世元 苏州东吴 上海上港 租借
162 谭福成 苏州东吴 上海申鑫 租借
163 金贤 延边北国 延边富德 永久
164 尹光 延边北国 延边富德 永久
165 梁岩峰 延边北国 贵州恒丰 永久
166 赵慧波 延边北国 贵州恒丰 永久
167 赵辉 延边北国 贵州恒丰 永久
168 郭威 延边北国 长春亚泰 永久
169 崔鑫龙 延边北国 延边富德 永久
170 许波 延边北国 河北精英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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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朱嘉绮 银川贺兰山 四川九牛 永久
172 吾提库尔·艾山 银川贺兰山 大连超越 永久
173 王子豪 银川贺兰山 北京控股 永久 √
174 韩之廷 银川贺兰山 葡萄牙图里赞斯 永久
175 苏峻峰 银川贺兰山 澳大利亚北方老虎 永久
176 叶国琛 银川贺兰山 广州恒大淘宝 租借
177 关浩津 银川贺兰山 广州恒大淘宝 租借
178 陈梓杰 银川贺兰山 广州恒大淘宝 租借
179 牛路元 银川贺兰山 吉林百嘉 租借返还
180 王志鹏 云南飞虎 石家庄永昌 永久
181 周友胜 云南飞虎 保定英利易通 永久
182 何亚奇 云南飞虎 辽宁沈阳开新 永久
183 沈辑星 云南飞虎 云南足协 永久
184 薛源 云南飞虎 西班牙胡米利亚 永久
185 杨四平 云南飞虎 上海聚运动 永久
186 王翔 云南飞虎 河北精英 永久
187 张智坚 云南飞虎 上海聚运动 永久
188 于珈唯 镇江文旅华萨 四川九牛 永久
189 俞增频 镇江文旅华萨 南京沙叶 永久
190 钟嘉杰 镇江文旅华萨 河北华夏幸福 永久
191 郭子印 镇江文旅华萨 北京理工 永久
192 骆嘉诚 镇江文旅华萨 广州恒大淘宝 永久
193 李壮飞 淄博星期天 青岛中能 永久
194 宋华 淄博星期天 山东鲁能 永久
195 夏锡成 淄博星期天 山东鲁能 永久
196 杜禹辛 淄博星期天 大连一方 永久
197 赵诚乐 淄博星期天 石家庄永昌 永久 √
198 连琛 淄博星期天 河北精英 永久
199 田昕 淄博星期天 济南大友 永久
200 孙启航 淄博星期天 山东鲁能 租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