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师范大学2019年教职工足球比赛

秩

序

册
主办：华南师范大学工会

协办：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2019年5月~6月



关于举办华南师范大学2019年
教职工足球比赛的通知
（根据4月30日领队会精神修改）

各部门工会：

为丰富我校教职工业余生活，增强身体素质，促进教工足球运动

的发展，校工会定于2019年5月举办教职工足球比赛，规程如下：

一、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工会

二、协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三、开赛时间：拟定为2019年5月12日（星期日）15:00开赛

，逢周日比赛（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参赛条件及形式：

1.凡属我校工会会员，身体健康、爱好足球运动者，均可自愿报

名组队参赛；报名队伍需为参加比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每队队员不少于9人，设队长1名。

2.原则上以部门工会为单位组队，如参赛队员不足12人的部门

工会，可以联合共同组队参赛。

3.比赛组委会将视参赛队伍数量决定赛制，比赛秩序册待报名截

止后确定。

五、报名办法：

1. 请参赛队伍在4月22日（星期一）前，填写《2019年教职工

足球比赛报名表》，报校工会电子邮箱：scnugh@m.scnu.edu.cn。

2. 4月25日（星期四）16:30在教工俱乐部二楼会议室召开领队



及比赛抽签会议，请各参赛队派代表依时参加。

六、比赛办法及特别规定：

1.除本次比赛特别规定外，参考最新的足球比赛规则。

2.每场比赛为70分钟，每半场各3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

3.比赛采用8人制，换人名额不限，但换下场的队员在该半场内

不得重新上场。

4.比赛采用循环联赛对阵形式。每场比赛胜方积3分、平局各

积1分、负则积0分。所有比赛完成后按总积分先后顺序决定名次。

如出现队伍总积分相同情况，则以其胜负关系占优的队伍列前；如胜

负关系不分高低，则以积分相同队伍之间的净胜球总数最多的队伍列

前；如净胜球仍相同，则以进球数最多的队伍列前；如仍不决则抽签

决定名次。

5.参赛队伍因迟到或人数不足延误比赛开场超过15分钟，判该

场比赛对手3：0胜。

6.各参赛队需备1-2套参赛服装，服装购置由各队伍自行解决。

7.文明比赛，服从裁判，尊重对手。

七、奖励办法：

比赛组委会将视参赛队伍数量再定比赛奖励名次，分别颁发奖状

和奖金。

八、本规程未尽事宜由比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华南师范大学工会

2019年 3月28日



2019 年华南师范大学教职工足球比赛分组表

1 2 3 4 5

A组 体科院 物电 网院资产
计算机附小

校医院

B组 机关 教育厅
美术公管
后勤

教信数科
政行

华南先进
光电子



华南师范大学2019教工足球联赛赛程安排表
日期 场序 场次（地点） 时间 主队：客队 组别

5月
12日

1 第一轮

（石牌）

15:00 体科院：物电 A组

2 15:00 网院资产：计算机附小校医院 A组

3 第二轮

（石牌）

16:30 教育厅：美术公管后勤 B组

4 16:30 教信数科政行：华南先进光电子 B组

5月
19日

5 第一轮

（石牌）

15:00 体科院：网院资产 A组

6 15:00 物电：计算机附小校医院 A组

7 第二轮

（石牌）

16:30 机关：教信数科政行 B组

8 16:30 美术公管后勤：华南先进光电子 B组

5月
26日

9 第一轮

（石牌）

15:00 体科院：计算机附小校医院 A组

10 15:00 物电：网院资产 A组

11 第二轮

（石牌）

16:30 机关：华南先进光电子 B组

12 16:30 教育厅：教信数科政行 B组

6月
2日

13 第一轮

（石牌）

15:00 机关：美术公管后勤 B组

14 15:00 教育厅：华南先进光电子 B组

6月
9日

15 第一轮

（石牌）

16:30 机关：教育厅 B组

16 16:30 美术公管后勤：教信数科政行 B组

6月
16日

17 第一轮

（石牌）

15:00 A1:B2

18 15:00 A2:B1

19 第二轮

（石牌）

16:30 A3:B4

20 16:30 A4:B3

6月
22日

21 第一轮

（石牌）

15:00 19胜：20胜 5、6名

22 15:00 19负：20负 7、8名

23 第二轮

（石牌）

16:30 17胜：18胜 1、2名

24 16:30 17负：18负 3、4名

备注：如受天气因素音响无法比赛，另行安排补赛



2019 年足球比赛参赛队伍名单

物电学院

教 练：邵志刚

领 队：程敏熙

参赛队员：邓明勋、肖 洋、颜 辉、李 志、邵志刚、张程贤、

张旦波、廖开宇、贺 亮、张善超、骆开庆、吴泳波、

邱 健、张 旭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教 练：金名亮

领 队：金名亮

参赛队员：陈家文、吴 波、唐 彪、詹求强、陈德杨、刘桂林、

邢震宇、黎锦明、林子奇、冯炎聪、金名亮、吴展斌、

韦丹阳、纪志明、王 新、曾 敏、秦明辉、覃 欢、

李启亮

计算机附小校医院联队

教 练：王立斌

领 队：王政忠

参赛队员：王政忠、黄华毅、邓远飞、朱 佳、张泽林、刘宇东、

王 涛、龚 征、詹 泳、段炳烽、梁 瑾、罗浩宇、



钟群锋、陈立勋、陈 旺、李 彦

体育科学学院

教 练：刘飞振

领 队：曾胜昌

参赛队员：刘飞振、钟远金、温健德、莫志海、黄祥业、魏润涛、

曾胜昌、杨忠伟、冯道光、庹 权、杨城兴、岑振宇、

宁振耀、刘鸿优、王 伟、胡汉然、黄桥贤、孙 岳、

周 威、江 涛、马 晟、曾 芃

网络-资产联队

教 练：蔡晓伟、张宇翔

领 队：王 峰、蔡晓伟

参赛队员：赖显明、刘海星、蔡晓伟、刁振瑶、纪传海、张晓顺、

林勇生、李秋红、蔡竞炜、卢建辉、陈宏任、罗金生、

吴 领、彭东波、韩 飚、陈晟贤、廖乐贤、张宇翔、

何仁礼

美术公管后勤联队

教 练：程新浩

领 队：刘剑玲、周耀威

参赛队员：宋志润、程新浩、朱 明、唐 勇、李辉雄、陈观宝、



郭广航、宋志润、傅承哲、张 涛、崔团结、陈景云、

吴 杰、聂泳祥、刘益宇、曾令发、闫旭晖、于刚强、

薛 捷、杨爱平、赖岳山、利文生、何 非

教信数科政行联队

参赛队员：何韶阳、叶 欣、谭永欣、汪晓东、张 聪、柳泉波、

冯 彪、刘秀湘、熊 勇、李湖南、林遐迩、于建华、

曾泰山、何智斌、詹旭洲、董海军、刘劲宇、黄伟强

机关

教 练：黄兆团、刘剑文、胡庭胜、钟 民、张仲仁

领 队：吴小绒

参赛队员：黄兆团、刘剑文、胡庭胜、钟 民、陈培新、余怀忠、

周合兵、郑汉斌、张华宾、张旺君、李林朋、张仲君、

王明敏、李 力、郭健洋、杨建胜、李彪华、陈伟忠、

袁 宙、彭雪涛、刘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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