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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规程 

为增进初 2020 级同学们的友谊，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活跃

校园文化气息，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为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大力推广和普及校园

足球运动，提升足球运动技战术水平，学校艺体处、初 2020 级组、

小班部决定举办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第三届七人制足球赛。 

一、主办单位：学校艺体处、初 2020 年级平行班、小班 

承办单位：铜梁区“星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共青团巴川中学校委员会 

二、比赛时间与地点：2018 年 10 月——2018 年 12 月，学校田径运

动场。 

三、比赛赛制：比赛分小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按学区分组进行小组赛。小组赛采用单淘汰赛制，每

场必须决出胜负且无加时（如遇比分相同的队伍，采用点球决出胜

负），每学区的一名进入第三阶段的比赛。  

第二阶段：每学区的前四名进行同名次决赛，每场必须决出胜负

且无加时（如遇比分相同的队伍，采用点球决出胜负），产生本届校

园足球联赛的冠亚季军和前八名。 

四、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29日前 

五、1. 报名方式：以班为单位报名 

  2、报名地点：博雅楼 414；国际教学楼 314 

3、报名电话：15023196219  13983012078 

六、奖项设置：  

  校园足球联赛团体奖设冠亚季军颁发奖杯奖状；联赛四至八名颁

发等级奖；九至十六名颁发优秀组织奖；另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六名。

个人单项奖设金靴奖和优秀球员奖（各班推荐上场球员一名），优秀

领队（教练员）奖、优秀裁判员奖和优秀志愿者奖若干。小班部奖项

设置类别一样，数量酌情减少（具体情况由组委会研究决定，另行通

知）。 

七、比赛须知： 

1、本届赛事要求强制每位参赛运动员购买运动意外保险，由班上

统一购买，没有购买到保险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本届赛事。保险费用由

各球队承担。   

2、场地安排在标准 11 人制足球场内，每半场作为一个 7 人制足

球场地。   



八、参赛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并提供二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

后，自愿参加比赛。参赛队员在比赛期间出现任何伤亡事故，组委会

概不负责。 

2、每名报名参赛队员只能代表一支报名队伍参加比赛; 

3、报名人数：各代表队可报运动员 15名，领队一名。球员可以

教练并在报名表中备注栏备注。 

九、竞赛办法： 

1、比赛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比赛过程

中禁止铲球。   

2、采用 7 人制足球场进行比赛，比赛使用 5 号足球。场地为国

际标准 11 人场的一半。 

  3、运动员在参赛时必须配带护腿板，穿着统一服装。否则不准

上场比赛。 

4、比赛时间为全场 40 分钟，上、下半场各 20 分钟，中间休息

5 分钟。每场比赛限换 3 人，一经换出该场不得复入。 

5、每场比赛前 10分钟，教练员将 7名第三发上场队员的名单交

给即场裁判员核准检录。参赛时，上场队员将会员参赛证交给本

场执法的第四官员核对上场，替补队员在换人时，手持会员参赛

证进行替换手续。 

6、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在不同场次比

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累计二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的比赛。第一

阶段的红、黄牌不带入下一阶段，。情节严重者另加处罚。   

7、如参赛队在比赛中不足 5人时，比赛自然终止，判对方 1:0 获

胜。如比赛终止时场上比分超过 1:0 时，则以当场比分为最终得

分。 

8、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比赛中断，经组委会多方努力仍未

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有效。如比赛未开始且有不可抗拒的原

因，造成比赛不能如期进行，由组委会作出是否比赛的决定。 

9、第一阶段：以学区为单位，各班抽签决定组别。采用淘汰制的

形式进行比赛。每场比赛获胜的队伍进入下轮淘汰（第一轮各学

区轮空的班级直接进入第三轮比赛）。每场必须决出胜负且无加

时（如遇比分相同的队伍，采用点球决出胜负）。 

10、第三阶段：两个学区的前四名同名次决赛，决出冠军、亚军、

季军和前八名。 

十、比赛弃权、罢赛及处理： 

      (一)球队有下列情况之一行为的均属罢赛或弃权行为：   

1、非不可抗拒的原因，且未获组委会的批准，未参加完赛程的



比赛，按罢赛论处。 

2、拒绝裁判员要求进行未结束的比赛，按罢赛论处。 

3、拒绝按组委会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按罢赛论处。 

4、未经组委会认同的原因而不按时进行比赛的，按弃权论处。 

  (二)处理 

  1、一方球队弃权或罢赛，判另一方球队 1:0 胜。 

  2、双方弃权和罢赛，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 

3、运动员处在停赛期间，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

运动员代表该队参加了比赛的，按弃权论处。 

  4、资格不符或冒名顶替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的，按弃权论处。 

  5、中途退出比赛的球队，将取消该球队余下所有比赛资格。并

将取消该球队在整个比赛中的所有比赛成绩，与之赛过球队的比分均

按 1:0 处理。按罢赛论处。, 

十一、比赛服装： 

  1、各参赛队必须准备至少两套深浅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号码

颜色应与服装颜色有清晰、明显的区别;比赛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

单一致，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号，不得上场比赛。每场比赛服装

按组委会要求穿着，颜色、款式必须全队一致，违者不得上场比赛。 

  2、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装颜色有

明显区别。 

    3、场上队长必须佩带 6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4、比赛用鞋：可以用布面胶底足球鞋、TF、AG 碎钉皮足球鞋等。

绝对禁止使用专业比赛球鞋或硬钉鞋、长钉鞋，例如 FG、HG等。  

5、上场球员必须佩带护腿板参加比赛，未佩带的队员不能参加

比赛。 

  6、不能配戴玻璃眼镜上场，可以配戴运动型眼镜和隐形眼镜。

不能配戴任何第三饰上场。 

 十二、纪律要求： 

1、比赛参照执行中国足球协会颁布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及处罚办法》。 

2、比赛实行领队责任制。各领队要严格管理球队，杜绝出现违

规违纪和扰乱比赛秩序的事件。 

    3、比赛队伍须在开赛前 10分钟将上场运动员名单和参赛证交裁

判组报到。 

    4、比赛队伍如迟到 15 分钟作为弃权，判对方 1：0 获胜。  

5、比赛开始前如果有一个队伍队员人数不足 5人，则比赛不能开

始，若超过比赛开始时间 15 分钟，仍不能凑足 5 人，则予取消该场

比赛资格，判对方 1：0 获胜。 



  6、如果在比赛开始后因为受伤或罚出场等因素导致一方队员不

足 5 人，则比赛终止。若比分落后的队伍少于 5 人，则以当场比赛比

分为最终结果;若比赛没有其它结果则判对方 1：0获胜。 

    7、如发现上场运动员与赛前报名不符，或者冒名顶替，视同弃

权处理，取消该场比赛全部成绩，判对方 1：0 获胜。 

    8、各参赛队伍对运动员资格问题严格把关，相互监督。及时制

止上场参赛。 

9、比赛队员必须服从主办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的指挥，自觉遵守竞

赛有关规定。对无理取闹，挑起事端，谩骂或殴打对方、裁判员、群

众、工作人员者，将视其情节轻重作出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比

赛资格。 

    10、各参赛队伍如需要投诉，须以书面证据向主办组织机构交送。

一旦发现违反竞赛纪律规定将作出严肃处理。 

11、在比赛中，如对裁判判罚不满或外界人员干扰比赛可于赛后

及时向仲裁委员会申诉，切不可作出不理智的行为。 

  12、本届赛事中如果发现有球队、球员或者裁判员有打假球或协

议球的嫌疑，将交由学校艺体处作最终裁决。如果确实系假球或协议

球，该场场次比赛结果作废，涉嫌的个人连同球队将取消本次参赛资

格，并全校通报批评。 

十三、抽签会议时间：  

  拟定于 2018 年 10 月 08日下午 17：20 在学校阶梯教室召开。各

队领队或代表，如有缺席将由主办单位代为抽签。   

十四、各参赛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指派。   

十六、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艺体处所有。 

十七、本规程未尽事宜由艺体处另行通知。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秋期三届校园足球联赛组委会及机构名单 

主  任：令狐云国  李明琼  梁世勇  

副主任：吴  波  易春明  张叶陈  周贵龙  赵世川   

初 2020 级各班班主任及小班班主任（领队） 

竞赛组 

组  长：刘小瑞  向  浩 

副组长：彭旭平  秦铭亨   

成   员：胡   力   莫珏林   刘   璐  何   祁   刘芳铭   秦铭亨     

周小平  王宏伟   王宇恒 

 

场地器材组 

组  长：彭旭平 

成  员：秦铭亨  向  浩  姚  刚   团委志愿者 

安保医疗组 

组  长：令狐云国  李明琼  

副组长：张叶陈  周贵龙  赵世川   

组  员：向  浩  年级组德育职员   团委志愿者  

赵  娟  唐清霞  谭明英 

服务组 

组长：张  丹 

组员：团委志愿者 



裁判组 

裁判长：吴  波 

副裁判长：易春明  刘小瑞   

裁判员：刘  璐  何  祁  刘芳铭  秦铭亨  王宏伟  王宇恒 向浩 

        邹润浓  赖浩宇 

     

（除彭旭平以外在初三任课的体育教师一律不安排）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报名表 

2020级 1 班 

领队：曹胜友 

教练：刘小瑞 

队名：博毅队 

队员：胡佩宏 唐宇晗 陈瑞峰 曾傲寒 黄靖松 谭哲楷 罗坤鹏  

 欧佳橙 蒋京松 封维函 王伟 张汉垚 

 

 

2020级 2 班 

领队：刘小瑞 

教练：刘小瑞 

队名：风行者队 

队员：贺俊富 张富博 谢子禾 张宇田 周志鹏 唐续尧 张浩峰  

胡俊滈 周子涵 张人木  米俊霖 项晨曦 汤朝鹏 

 

2020级 3 班 

领队：张李 

教练：刘小瑞 

队名：皇德耀世队 

队员：何其谦 张浩堽 杨江武 郭俊杰 唐玉坤 李金泽 将博言  



邢鑫瑞 赵楠 孙茂程 袁沛 丁朝阳 

2020级 4 班 

领队：黄顺欣 

教练：刘小瑞 

队名：闪闪队 

队员：杨宗豪 郭文轩 刘剑锋 陈奕豪 杨伟成 许涵 曹金星 曾庆强 

罗凯 

2020级 5 班 

领队：李明琼 

教练：刘璐 

队名：翱毅队 

队员：刘俊城 许正东 周子皓 祁锦怡 秦艺 陈思睿 吴声欣 范俊哲 

周峻屹 申陶 陈宇轩 刘航麟 胡尊豪 徐汉渝 郑浩天 

 

 

2020级 6 班 

领队：陈微平 

教练：刘璐 

队名：梦翼队 

队员：郑浩文 王一鸣 周思瑞 张涛 刘洋 谭天锐 罗浩 祝林 梁华義 

杨艾 唐天柱 刘峻豪 欧俞均 谢邦哲 邹滟滨 

 



 

2020级 7 班 

领队：何思国 

教练：刘璐 

队名：旗毅队 

队员：梁帅 王培锐 程家鑫 龙溪 王嵩杰 施祖延 魏长烨 张家锟 

 唐胤瀚 王路源 汪泓宇 傅浩男 凡晨洋 罗懿 郑英龙 

 

 

 

2020级 8 班 

领队：张雄 

教练：胡力 

队名：自尊 8 队 

队员：邓凯 白雨野 曾洵 张镇麟 刘恒绎 曾淇 卢彦梁 魏煦洲  

周锦浩 白洪瑞 冷春     易源睿 冯炜杰 罗星陶 官杨强 

 

 

2020级 9 班 

领队：李良国 

教练：胡力 

队名：航梦 9 队 



队员：李佳洋 张引航 蓝鑫 张津铭 罗文锦 刘宇涵 刘东鑫 王梓安 

曾阳 蒋森 涂骏涵   刘其麟 罗浩洋 唐锦成 

 

2020级 10 班 

领队：张丹 

教练：胡力 

队名：凌云队 

队员：卢俊烨 戴顺华 杨永欣 杨宗翼 刘尧旭 李阳 李佳俊 王佳俊 

罗大佑 何英杰 李镇 周杰 刘芳彬 杨鑫 刘承沂 

2020级 11 班 

领队：王佳 

教练：胡力 

队名：鹰隼队 

队员：李欣谕 文鑫 冉俊宇 贺华青 丁思诚 沈子杰 彭涵 陕昊昆  

李鹏洋 刘俊逸 陈帅   曾永权 王梓名 李雨航 江俊成 

 

 

2020级 12 班 

领队：周贵龙 

教练：胡力 

队名：血性十二队 

队员：傅小益 周宸锋 李昌浩 肖泓腾 肖裴云 杨涵 陈雨田 胡景益 



邹丰翼 林炯屹 蒋济舟 代生涛 李英哲 宋越 叶航宇 

 

 

2020级 13 班 

领队：杨杰 

教练：刘璐 

队名：翼曌队 

队员：唐钰棚 邱理 杨宇涵 黄泽帆 廖斌 柏一 柏森友 汪建军  

何宇钦 曾旺 冉藩源     曾国豪 

 

 

2020级 14 班 

领队：李映 

教练：刘璐 

队名：莲曦队 

队员：周俊佚 何彦江 王涵 胡星宇 赵泽浩 曾波文 肖世风 胡长庆 

张凌 谭明扬 

 

 

2020级 15 班 

领队：涂传中 

教练：周小平 



队名：与狼共舞队 

队员：冯思源 朱熹 刘俊杰 赵先进 王印 周宇翔 胡佳希 唐国鹏 

 吴佳康 李弦锦 张晋源 李宇航 王文星 车仁政 文俊涛 

 

 

 

2020级 16 班 

领队：赵继本 

教练：秦铭亨 

队名：飞翼队 

队员：郑万豪 唐瑞泽 谢鹄骄 李泓霆轩 陈阳 闫一溟 卢俊逸 余淏 

张吉宇 程鹏 曾楚涵 熊彬岐 杨鑫明 刘嘉欣 李昊奕 

 

2020级 17 班 

领队：周小平 

教练：周小平 

队名： 

队员：杨皓 刘俞 蒋承烨 周琪霜 李伍松 魏淳桐 邓颖睿 黄冠杰  

刘硕 伍翼 

2020级 18 班 

领队：周彦 

教练：熊景朋 



队名：绿鹰 

队员：谢仕杰 郭州位 熊景朋 徐建航 黄起清 曹顺 张开鑫 刘权辉 

杨城 龚森璨 李俊博 何彦澄 付俊仁 

2020级 19 班 

领队：谭越娇   

教练：秦铭亨 

队名：海旭队 

队员：冷烨松 李云浩 宁诚程 粟飞洋 刘夕可 王渝鑫 童培根  

周信杰 康力 彭鑫 菜果成 胡歆杭 冯程伟 向家和  

2020级 20 班 

领队：李雨潇 

教练：秦铭亨 

队名：志远队 

队员：王仁宇 姚屹 董昱宏 吴峰 黄奕衡 冉增光 郭玳驿 陈鑫  

徐紫蓝 唐彬鸿 谭宏珂   刘垟村 秦梁峻 胡峻豪 江子龙 

2020级 21 班 

领队：张刚 

教练：秦铭亨 

队名：逐梦队 

队员：杨文鑫 叶俊成 王桐 吕亮 刘鹏远 王晨旭 黄渝钦 郑祺凡 

 胡鸿 李欣颖 李昊阳   张豪 王伟吉 吕品言 肖俊杰 

2020级 22 班 



领队：罗义敏 

教练：秦铭亨 

队名：鸿鹄队 

队员：代锐 罗瑞曦 田贵涵 朱俊宏 刘鑫 郭宇航 刘远宏 彭俊杰  

姜朋志 王俊禧 周子翔 田佳季 赵桐 胡滨 

2020级 23 班 

领队：王昌勇 

教练：刘芳铭 

队名： 

队员：白泽义 蒋宇航 冯子健 尹鑫 唐亘呈 胡毅 陈译本  

2020级 24 班 

领队：张叶陈 

教练：刘芳铭 

队名：雪鹰队 

队员：郭宇豪 毕海蓝天 陈嘉豪 徐步平 丁崎珈 蒋欣珂 王宇杰  

杨清云 赵俊逸 王泉朝  王昱坤 熊若涵 杨瑞 汪君豪 

2020级 25 班 

领队：赵世川 

教练：刘芳铭 

队名：英武队 

队员：孔浩杰 杜佳宜 徐培智 黄子峻 宋佳昊 温健 黄晨珂 张正宵 

杨家兴 戴飞翔 殷友涛  



 

2020级 26 班 

领队：刘绍炳 

教练：刘芳铭 

队名： 

队员：曾昌航 颜洪伟 吴迪 何汇民 宋佳峻 周俊宏 陈玥衡 兰秋僮 

曹瀚文 刘乙霖 吴治宏 陈星 秦翀 蒋合楷 

 

2020级 27 班 

领队：何明元 

教练：刘芳铭 

队名：走肾队 

队员：张永乐 梁恒基 张书瑞 刘言 高英杰 黄炼杰 王帅丁 郭明沛 

何云希 高兴 吴思睿 

 

 

 

2020级 28 班 

领队：唐涛 

教练：彭旭平 

队名：鸥曜队 

队员：盛试博 曹文博 甘青镇 熊浴珺 王泓宇 贺恋 江能东 杨熙坤 



杨俊毅 刘瑗伟 张耀毅 唐培钊 何金龙 郝茂宇 周博文 

2020级 29 班 

领队：李玉琼 

教练：周小平 

队名：梦之队 

队员：谭顺航 李君豪 陈天棋 沈涛 蔡奇璋 蒋云迪 张尧华 张涵  

崔玉黎 何浩然 左皓天 徐鑫 周圣钦 成浪 王逸帆 

2020级 30 班 

领队：冯时 

教练：何祁 

队名：源计划队 

队员：潘东禹 周烨 谢卓呈 林峻安 陈儒立 李鑫豪 张博宁 段和易 

李佳恒 龙杰 卢科宇 何富阳 罗万豪 吴明潺 张瑞 

2020级 31 班 

领队：张欢 

教练：何祁 

队名：烽火队 

队员：刘锦灏 周俊霖 黄笃易 郭睿 刘嘉航 金文博 何安勇 季平子 

陈彦熹 

2020级 32 班 

领队：齐文平 

教练：何祁 



队名：立德队 

队员：吴川 周宇吉 谢 佳杰 邓卓恒 邱洪程 罗泽桐 李祥渝 白鑫 

黄舟 唐彬翰 

2020级 33 班 

领队：郭辉烈 

教练：何祁 

队名：神龙队 

队员：邹京余 杨睿卓 陆昊 杨升 蒲星宇 黄闰杰 谢佳航 叶为 唐新

翔 涂恒 兰与町 

2020级 34 班 

领队：陈丹 

教练：何祁 

队名：晨曦队 

队员：李航 冯正杰 胡晶耀 杨翰文 万俊杰 秦灿 罗方天 梁斌  

印俊豪 

2020级 35 班 

领队：胡昌明 

教练：莫珏林 

队名：逆水行舟队 

队员：魏小涵 黄浩程 师凡 吴欣瑞 陈俊杰 母达远 陈鹏旭 郑佳豪 

蒋家豪 赵航 张家浩 

2020级 36 班 



领队：喻家富 

教练：莫珏林 

队名：佛系启航队 

队员：刘俊龙 杨秋 杨伟豪 古承骏 谢晋 黎航呈 陈童 黎启航 

 陶俊燃 陈宇恒 杜星谷   郭永康 陈佳乐 何雨韩 刘？譞 

2020级 37 班 

领队：莫珏林 

教练：莫珏林 

队名：凰麟队 

队员：谢劲豪 陈科旭 袁睿 刘俊宏 康舰中 陈喆 谢宝葵 霍博  

肖晨曦 陈彦博 叶馥齐   姚欣源  

 

2020级 38 班 

领队：周永强 

教练：莫珏林 

队名：Beyond 队 

队员：刘仕懿 刘佳瓒 裴崇宇 曾雅量 胡维秋 李冠玥 胡杰 周延宇 

陈官林 罗竣文 朱灿 方奕杰 邹佳豪 熊友援  

2020级小 1班 

领队：令狐云国 

教练：令狐云国 

队名：智渊队 



队员：张峻豪  贾智博  侯懿珉  杜尧轩  潘昱霖  周家烨  陈澐龙  

牛浩宇  陆麒  胡浩  胡俊杰  刘程宇 

 

2020级小 2班 

领队：唐元会 

教练：王宏伟  

队名：修远 

队员：潘玉龙  冉衡洋  罗运齐  覃曦  罗捷  曾令琦  邓添泽  王

烨      吴卓骏  龚春竹  陈灏  倪劲  刘松诚  蓝林全  夏琰昊 

2020级小 3班 

领队：游婷婷 

教练：王宏伟 

队员：陈胜  谭兆扬  王渊鸿  冉烜睿  喻劲淞  彭钇钧  郭文杰  

李靖松  张一  蒲云龙  岑景豪 

2020级小 4班 

领队：骆隐容  

教练：王宏伟 

队名：麟跃 

队员：杨旭峰  陈奕安  曾思哲  徐志恒  朱宸豪  赵天卓  安杰尔  

李政青陆怡霖  贾定衡  周阳  夏瑞  肖云天 

 

2020级小 5班 



领队：谭建青 

教练： 王宇恒  

队名：翾实队 

队员：肖力伟  王宗毅  姚竣涵  付文翔  左指函  周国帆  顾磊  

周旸一  李春  余家俊  向浩宇  陈南彤 

 

2020级小 6班 

领队：陈玲 

教练：向浩 

队名： 

队员：欧镇滔  余加帅  曾麒睿  燕栩  倪永正  周裕杰  濮实  夏

国瀚    陈科宇  赵攀  潘鑫  杨子熠  禹沛均  彭煜翔  张人海 

 

2020级小 7班 

领队：刘绍中 

教练：王宏伟 

队名：启新队 

队员：蓝意皓  王译  万力豪  林子涵  庞大满  罗方锐  刘林宜  姚林希  

苏九通  鑫灿  刘乙意  杨钧杰 

 

 

2020级小 8班 

领队：陈苹 



教练：王宇恒 

队名：川曦 

队员：王鹏举  刘瑷瑜  陈锦荣  彭一航  淦泓嘉  殷逢睿  周开浪  

郑皓若  张煜涵  王福瑞  付俊豪  杨俊杰 

 

 

2020级小 9班 

领队：谭建青 

教练：向浩 

队名：君行队 

队员： 胡翔天  李俊兵  唐蔚杰  陈磊  刘润东  马英杰  胡闳心  

伍承伍洲李炼  费嘉骜  贾毅  苗高沿 

 

 

 

2020级小 10 班 

领队：周明星 

教练：王宇恒  

队名：翰墨 

队员： 黎廷帅  罗康烨  蒲彦志  白芸睿  刘嘉名  谢彦欤  王俊

豪  张宁 赵海志  贺健桓  黄俊尧  刘芃予择 

 



2020级小 11 班 

领队：蒋庆东 

教练：向浩 

队名： 

队员：何泰  李卓骏  刘炫佑  黄乾恩  池杭嵘  张晋逞  刘嘉俊  

何鹏远  郭骐睿  张帅  郭哲畅  龚晓峰  郑圣川 

 

 

2020级小 12 班 

领队：赵官勇 

教练：王宇恒 

队名： 

队员：赵梓佟  李滨江  徐晨皓  唐智洋  蒋轶涵  徐俊豪  杨朝富 

阳航   杜杰屿  喻俊杰  徐独翱 周言  黄生喜  刘柠硕  雷镇琦 

 

2020级小 13 班 

领队：潘晓琴 

教练： 

队名：博毅队 

队员： 刘柯辰  唐伟瀚  周星宇  赵梓皓  蓝意淋  汪瑜皓  谯艾

坤  刘航 谢宇豪  周煜  王烽力  郑登瀚 

 



2020级国初 1 班 

领队：谭学明 

教练：唐安平 

队名： 

队员：罗鑫鹏  刘牛佳尔  周梓曈  姚欣昊  冯镜霖  余源彬  李宇

轩 刘昊然 

 

 

 

 

 

 

 

 

 

 

 

 

 



2018 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抽签对阵表第一阶段 A 组 
 

5 班 
            
            

            

10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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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 
            
            

            

2 班 
            
            

            

                        
             

6 班 
            
            

            

9 班 
            
            

            

             
            

            

3 班 
            
           

             

7 班 
            
            

            

             
            

            

             
            

            

1 班 
            
            



2018 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抽签对阵表第一阶段 B 组 
 

14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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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班 
            
  

 
         

            

         
 

   
           

             

18 班             
  

 
         

            

16 班             
     

 
      

            

11 班 
            
  

 
         

            

12 班             
            



2018 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抽签对阵表第一阶段 C 组 
27 班 

            
            

            

             
            

            

             
            

            

29 班 
            
           

             

21 班 
            
            

            

             
            

            

             
            

            

23 班 
                       

             

24 班 
            
            

            

             
            

            

22 班 
            
            

            

             
           

             

28 班 
            
            

            

             
            

            

26 班 
            
            

            

25 班 
            
            



2018 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抽签对阵表第一阶段 D 组 
36 班 

            
            

            

             
            

            

31 班 
            
            

            

38 班 
            
           

             

             
            

            

32 班 
            
            

            

             
            

            

33 班 
                       

             

34 班 
            
            

            

             
            

            

35 班 
            
            

            

             
           

             

37 班 
            
            

            

             
            

            

             
            

            

30 班 
            
            



2018 秋期小班第三届校园足球抽签对阵表 
8班             

            
            

11 班             
            

            

             
            

            

3班             
           

             

13 班             
            

            

6班             
            

            

             
            

            

国初                        
             

4班             
            

            

7班             
            

            

2班             
            

            

9班             
           

             

13 班             
            

            

1班 
            
            

            

10 班             
            

            

5班             
            



2018 年校园足球联赛时间安排 

日期 组别 场序 
比赛时间 比赛队伍 

场地 备注 
第一轮 

10 月 15 日 A 
1 

17:20－18:1０ 

5 班－10 班 运动场  

2 6 班－9 班 运动场  

10 月 16 日 B 
3 

17:20－18:1０ 

18班－16班 运动场  

4 11班－12班 运动场  

10 月 19 日 
C 5 

17:20－18:1０ 

26班－25班 运动场  

D 6 31班－38班 运动场  

10 月 22 日 小班 
7 

17:20－18:1０ 

8班－11班 运动场  

8 13班－6班 运动场  

10 月 23 日 小班 

9 
17:20－18:1０ 

4班－7 班 运动场  

10 2班－9 班 运动场  

10 月 26 日 小班 

   11 

17:20－18:1０ 

13班－1班 运动场  

12 10班－5班 运动场  

  其 余 班 级 轮 空  

日期 组别 场 序 
比赛时间 比赛队伍 

场  地 
 

第二轮  

10 月 29 日 A 
13 

17:20－18:1０ 

1胜-8班 运动场  

14 4班-2班 运动场  

10 月 30 日 A 

15 
17:20－18:1０ 

3班-2胜 运动场  

16 7班-1班 运动场  



11 月 2号 B 

17 
17:20－18:1０ 

14班-20 班 运动场  

18 19班-13班 运动场  

11 月 5日 B 

19 
17:20－18:1０ 

15班-17班 运动场  

20 3胜-4胜 运动场  

11 月 6日 C 

21 

17:20－18:1０ 

27班-29班 运动场  

22 21班-23班 运动场  

11 月 9日 C 

23 
17:20－18:1０ 

24班-22班 运动场  

24 28 班-5胜 运动场  

11 月 12 日 D 
25 

17:20－18:1０ 

36班-6胜 运动场  

26 32班-33班 运动场  

11 月 13 日 D 

27 
17:20－18:1０ 

34班-35班 运动场  

28 37班-30班 运动场  

11 月 16 日 小班 
29 

17:20－18:1０ 

7胜-3班 运动场  

30 8胜-国初 运动场  

11 月 19 日 小班 

31 
17:20－18:1０ 

9胜-10胜 运动场  

32 11班-12胜 运动场  

日期 组别 场 序 
比赛时间 比赛队伍 

场  地 
 

第三轮  

11 月 20 日 A 

33 

17:20－18:1０ 

13胜-14胜 运动场  

34 15胜-16胜 运动场  

11 月 23 日 B 

35 

17:20－18:1０ 

17胜-18 胜 运动场  

36 19胜-20 胜 运动场  

11 月 26 日 C 37 17:20－18:1０ 21胜-22 胜 运动场  



11 月 26 日 C 38 17:20－18:1０ 23胜-24胜 运动场  

11 月 27 日 D 

39 

17:20－18:1０ 

25胜-26 胜 运动场  

40 27胜-28 胜 运动场  

11 月 30 日 小班 

41 

17:20－18:1０ 

29胜-30 胜 运动场  

42 31 胜-32胜 运动场  

12 月 3日 小班 

43 

17:20－18:1０ 

41 负-42负 运动场 三四名决赛 

44 41 胜-42胜 运动场 冠亚军决赛 

日期 组别 场 序 
比赛时间 比赛队伍 

场  地  
第四轮 

12 月 4日 
A 45 

17:20－18:1０ 

33 胜-34胜 运动场  

B 46 35 胜-36胜 运动场  

12 月 7日 

C 47 
17:20－18:1０ 

37 胜-38胜 运动场  

D 48 39胜-40胜 运动场  

日期 组别 场 序 
比赛时间 比赛队伍 

场  地 
 

第五轮  

12 月 10 日  

49 
17:20－18:1０ 

45胜-46胜 运动场  

50 47胜-48胜 运动场  

12 月 11 日  
51 

17:20－18:1０ 

49负-50负 运动场 三四名决赛 

52 49胜-50胜 运动场 冠亚军决赛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为深入推进我校足球项目的发展，进一步激励和表彰各代表队、

裁判员在重庆市巴川中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中

顽强拼搏，恪守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和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根据《重庆市巴川中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总则》

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 评选对象 

重庆市巴川中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参赛队

伍。 

二、评选条件 

（一）严格遵守《重庆市巴川中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第三届校园足

球联赛总则》的相关规定。 

（二）参赛队伍能够树立正确的参赛观，自觉遵守公正竞赛、公

平竞争的原则，能够自觉加强参赛队伍、队员的教育和管理。 

（三）参赛队伍树立良好的赛风，服从安排、听从指挥，赛风赛

纪情况良好。 

（四）参赛队员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比赛中勇于进取，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

德风尚。 

（五）在比赛中出现以下行为的，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1、违背体育道德进行虚假比赛； 

2、罢赛； 

3、无故弃权； 

4、攻击裁判，干扰裁判执裁； 

5、不服从裁判，故意拖延时间的； 

6、对观众、自愿者有不礼貌的行为； 

7、不服从管理，扰乱赛场秩序； 

8、打架斗殴或故意伤人； 

9、故意损坏比赛器材； 

10、未按时提交报名表册等相关资料； 

三、评选办法 

参赛队伍的评选工作由组委会竞赛组负责。参赛队伍可根据实际

情况推荐具备条件的参赛队（每队必须填报），报竞赛委员会审定。 

四、评选名额 

（一）按照本次联赛规程，各班推荐体育道德风尚奖班级五名，由组

委会审核认定，确认获奖班级； 

（二）原则上不推荐本班级； 

（三）请尽量填写好 优秀事迹，以便最终审核认定。 

五、本评选办法解释权归赛会组委会。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 

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推荐名单 

班级：                领队：              

推荐班级 推荐理由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 

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优秀运动员推荐名单 

运动员姓名 优秀事迹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 

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优秀裁判员推荐名单 

裁判员姓名 优秀事迹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 

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优秀志愿者推荐名单 

志愿者姓名 优秀事迹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初中部 

2018 年秋期首第三届校园足球联赛赛事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