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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体艺卫〔2019〕195 号

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表彰洛阳市 2018 年校园足球先进单位

先进学校先进个人和体育学科优秀社团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为推动洛阳市校园足球工作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打造洛阳校

园足球的品牌，指导学校体育学生足球社团开展工作，经过综合

评估，市教育局决定对 9 个先进单位、71 个先进学校、216 名先

进个人、21 个学校足球优秀社团和 2018 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优胜单位予以表彰。

洛阳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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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在洛阳

市校园足球工作中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和激励引导作用，为

我市校园足球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1.洛阳市 2018 年校园足球先进单位先进学校先进个人

和足球明星名单

2.洛阳市 2018 年学校体育学科足球优秀社团名单

3.洛阳市 2018 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城区组联

赛获奖学校名单

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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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洛阳市 2018 年校园足球先进单位先进学校
先进个人和足球明星名单

一、先进单位（9 个）

新安县教育局 孟津县教育局

宜阳县教育局 汝阳县教育局

嵩县教育局 洛宁县教育体育局

涧西区教育局 瀍河回族区教育局

洛龙区教育局

二、先进学校（71 所）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偃师市伊洛中学

孟津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学 孟津县平乐镇张盘小学

新安县学林小学 新安县西苑小学

新安县南李村镇江村小学 新安县城关镇第二初级中学

新安县铁门镇庙头小学 宜阳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伊川县第一高中 伊川县江左镇中心小学

伊川县西场学校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栾川县实验高中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涧西区厂北路小学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 4 —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

涧西区中信小学 涧西区实验小学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涧西区东方第四小学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涧西区安徽路小学 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西工区白马小学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西工区芳林路小学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瀍河回族区巨龙小学 瀍河回族区外语实验小学

瀍河回族区第二实验小学 瀍河回族区第一实验小学

吉利区开元小学 洛龙区行知小学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洛龙区龙城双语小学

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洛龙区龙泰小学

高新区三山小学 高新区白营小学

高新区实验小学 伊滨区和谐小学

洛阳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洛阳市实验小学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洛阳市第一中学

洛阳市第二中学 洛阳市第三中学

洛阳市第五中学 洛阳市第八中学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洛阳市回民中学 洛阳市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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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个人（216 人）

（一）校长和主管校长（61 人）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证 书 编 号

1 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曲宏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1

2 偃师市伊洛中学 田朝刚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2

3 孟津县育才学校 郭绍刚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3

4 孟津平乐镇张盘小学 宋海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4

5 孟津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蔡萌茹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5

6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学 马会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6

7 新安县学林小学 仝红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7

8 新安县磁涧小学 郭晓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8

9 新安县洛新中学 党文虎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09

10 新安县城关二中 汪宏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0

11 新安县西苑学校 路向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1

12 宜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李颖准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2

13 伊川县第一高中 赵兆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3

14 嵩县鹤鸣小学 谭继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4

15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庆民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5

16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石志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6

17 嵩县第一实验小学 李小会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7

18 栾川县实验中学 王 全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8

19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吴生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19

20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侯逸轩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0

21 涧西区厂北小学 王予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1

22 涧西区南华小学 来新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2

23 涧西区天香小学 刘伟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3

24 涧西区湖北路小学 郭 蕾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4

25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刘 云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5



— 6 —

26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刘君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6

27 涧西区芳华路小学 刘 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7

28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席志勇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8

29 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荣 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29

30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刘睿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0

31 西工区芳林路小学 刘秀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1

32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巧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2

33 西工区春晴小学 周 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3

34 西工区白马小学 周卫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4

35 瀍河区巨龙小学 赵国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5

36 瀍河区外语实验小学 张丹丹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6

37 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薛志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7

38 高新区三山小学 李 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8

39 吉利区开元小学 武春雷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39

40 洛龙区龙城双语小学 冯义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0

41 伊滨区和谐小学 张爱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1

42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刘红英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2

43 洛阳市实验小学 徐艳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3

44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李有忠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4

45 洛阳市第一中学 胡建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5

46 洛阳市第三中学 金义权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6

47 洛阳市第五中学 孔祥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7

48 洛阳市第八中学 付耙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8

49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周宏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49

50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陈俊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0

51 洛阳市回民中学 姜长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1

52 洛阳市实验中学 刘桂宾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2

53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郑彦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3

54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梁焕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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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王忠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5

56 洛阳市河洛中学 郭延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6

57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王建林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7

58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段华松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8

59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胡承勇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59

60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段智和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0

61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白 帆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1

（二）中层和管理人员（43 人）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证 书 编 号

1 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红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2

2 偃师市伊洛中学 杨永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3

3 偃师市教育体育局 曲科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4

4 孟津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闫利琴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5

5 孟津县育才学校 史季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6

6 孟津县第二县直中学 朱庆利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7

7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学 马 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8

8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李进虎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69

9 孟津县双语实验学校 张 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0

10 新安县西苑学校 张留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1

11 宜阳城关第一中学 李卫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2

12 伊川县直中学 王立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3

13 汝阳县实验小学 魏朋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4

14 汝阳县教育局 闫立平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5

15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社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6

16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刘志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7

17 汝阳外国语实验中学 靳豪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8

18 嵩县鹤鸣小学 任智慧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79

19 嵩县教育局 乔超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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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栾川县教育局 郭向阳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1

21 洛宁县教育局 郭玉滨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2

22 涧西区东方第二小学 牛远犁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3

23 涧西区珠江路小学 张 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4

24 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 崔根朝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5

25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唐秀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6

26 涧西区芳华路小学 胡艳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7

27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贾红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8

28 涧西区中信小学 马杰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89

29 涧西区王祥小学 李偌鑫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0

30 涧西区教育局 李 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1

31 瀍河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云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2

32 瀍河回族区下园小学 任辉锋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3

33 高新区孙旗屯小学 杨利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4

34 吉利区开元小学 姚苗荫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5

35 洛龙区教育局体卫站 胡少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6

36 伊滨区诸葛镇第一初级中学 宋军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7

37 洛阳市第三中学 邢国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8

38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史丽芳 洛教体艺卫〔2018〕XYZQ099

39 洛阳市回民中学 何雪芹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0

40 洛阳市第五十中学 王 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1

41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刁建华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2

42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徐空召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3

43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苏晓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4

（三）班主任（29 人）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证 书 编 号

1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张焱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5

2 孟津平乐镇张盘小学 靳亚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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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华二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7

4 汝阳县实验高中 杜灿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8

5 伊川县第一高中 孟利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09

6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孙宁阳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0

7 涧西区英语学校 沙彩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1

8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孙朝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2

9 涧西区东方第四小学 徐艳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3

10 涧西区厂北小学 张慧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4

11 西区南华小学 李小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5

12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李乐常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6

13 涧西区天香小学 丁继冬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7

14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曹锐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8

15 涧西区芳华路小学 李世朝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19

16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玉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0

17 西工红山实验小学 杨利仙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1

18 西工区春晴小学 许丽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2

19 西工区白马小学 周筱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3

20 瀍河区第一实验小学 张凌云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4

21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王丽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5

22 洛阳市实验小学 陈 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6

23 洛阳市实验小学 林 琳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7

24 洛阳市回民中学 王 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8

25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贺晓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29

26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段晓灵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0

27 洛阳市实验中学 钱文婷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1

28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张 锐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2

29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张 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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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教师（66 人）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证 书 编 号

1 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李丽萍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4

2 偃师市伊洛中学 李建颖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5

3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段建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6

4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崔玉山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7

5 嵩县江苏双语学校 杨嘉威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8

6 孟津县第二实验小学 许娜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39

7 孟津县第二县直中学 杨艳玲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0

8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学 陆幸福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1

9 孟津县平乐镇张盘小学 梁耀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2

10 孟津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徐玉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3

11 新安县紫苑小学 陈五香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4

12 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李红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5

13 新安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金亚菲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6

14 新安县西苑学校 王 亮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7

15 新安县城关第二初级中学 王文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8

16 宜阳县城关第一中学 刘国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49

17 伊川县第一高中 王姣利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0

18 汝阳县实验高中 张向前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1

19 汝阳县实验小学 丁延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2

20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陈利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3

21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好磊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4

22 嵩县鹤鸣小学 雷亚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5

23 栾川县第五实验小学 程颖颖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6

24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李增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7

25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耿宏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8

26 涧西区东方第二小学 彦佳文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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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邓钰龙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0

28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张 栋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1

29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马晨昕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2

30 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申海洋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3

31 涧西区英语学校 孙 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4

32 涧西区实验小学 张世一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5

33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孟宗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6

34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董 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7

35 涧西区东方第一小学 王一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8

36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胡小龙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69

37 西工区王城小学 胡明琦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0

38 西工区春晴小学 佘俊喜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1

39 西工区芳林路小学 沈欣欣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2

40 瀍河区第一实验小学 赵利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3

41 瀍河区下园小学 李吉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4

42 瀍河区第二实验小学 聂挺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5

43 瀍河区新建小学 王 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6

44 吉利区开元小学 翟向前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7

45 洛龙区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郭志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8

46 洛龙区第一初级中学 杜万淘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79

47 高新区白营小学 姚卫兵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0

48 高新区军屯中心学校 金明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1

49 高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何双巧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2

50 高新区三山小学 夏定坤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3

51 伊滨区和谐小学 李 祥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4

52 洛阳市第一中学 杨文晓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5

53 洛阳市第二中学 朱国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6

54 洛阳市第三中学 司 珂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7

55 洛阳市第五中学 李宝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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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洛阳市第八中学 杨超一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89

57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王 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0

58 洛阳市实验中学 吴公哲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1

59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文瑞国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2

60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陈 延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3

61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慕帅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4

62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潘江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5

63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张 城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6

64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王 冬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7

65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董嘉宝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8

66 洛阳市实验小学 司 斌 洛教体艺卫〔2018〕XYZQ199

（五）优秀裁判员（17 人）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证 书 编 号

1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刘 星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0

2 洛阳市第十六中学 关佳坡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1

3 洛阳外国语学校 纪明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2

4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朝亮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3

5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陈 翔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4

6 西工区邙岭路小学 赵 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5

7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李仲珂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6

8 洛阳市第十九中学 刘 勇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7

9 洛龙区未来小学 刘庆辉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8

10 洛龙区行知小学 王志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09

11 涧西区厂北小学 何 楠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0

12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司马超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1

13 涧西区天香小学 巩志慧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2

14 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张俊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3

15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徐永波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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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新区实验小学 任 冰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5

17 高新区孙旗屯小学 罗志文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6

四、洛阳市校园足球明星（126 人）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柴浩宇 洛阳市第二中学 王鹏飞

洛阳市第二中学 霍建鑫 洛阳市第三中学 姜豪泽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杨昊哲 洛阳市第三中学 李腾辉

洛阳市第八中学 刘家骥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董鹏胜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张宇轩 洛阳市回民中学 丁佳鑫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刘洛阳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李佳乐

洛阳市实验中学 刘家豪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王谦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海旭扬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田宇翔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冯雨竹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安彦桦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刘明明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于振鹏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石沛阳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孙桢阳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宁艳丽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程乐南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孟博豪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闫怡聪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张子航 洛阳第二外国语学 郭清泽

洛阳市实验小学 韩锦玉 洛阳市实验小学 马佳晴

洛阳市实验小学 李元政 洛阳市实验小学 赵英豪

偃师市第二实验小学 陈卓 偃师市第二实验小 郭仕豪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智林虎 偃师市伊洛中学 陈嘉昊

偃师市伊洛中学 曲一凡 孟津平乐镇张盘小学 扈佳凝

孟津平乐镇张盘小 李笑语 孟津县育才学校 张嘉轩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 马巧芝 孟津县第三实验小 孔子怡

孟津县双语实验学校 李佳琳 孟津县双语实验学 王奕琛

孟津县第一高级中学 孙梁硕 孟津县育才学校 毛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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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新城实验学校 姚舜钰 新安县城关镇第二中学 王俊哲

新安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于倩 新安县石井镇初级中学 王智丹

宜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史天阳 宜阳县实验小学 李天瑞

宜阳县实验小学 李天浩 宜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陈茁

伊川县直中学 董远航 汝阳县外国语实验中学 夏振恒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袁杜朴 汝阳县直属初级中学 任奕睿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张毅凯 汝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王鹤翔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姚佳杞 栾川县实验高中 张嘉祺

洛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郭明辉 涧西区东方第二小学 朱博新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刘浩 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李逸轩

涧西区涧河路小学 董安泽 涧西区涧河路小学 程梦阳

涧西区芳华路小学 万皓天 涧西区芳华路小学 吴成康

涧西区天香小学 王秋硕 涧西区天香小学 张昊哲

涧西区东方第一小学 张家祥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赵孟卓

涧西区东升第三小学 樊嘉霖 涧西区王祥小学 史彬涛

涧西区王祥小学 王建豪 涧西区安徽路小学 刘嘉轩

涧西区安徽路小学 来智豪 涧西区南华小学 宋存涵

涧西区南华小学 崔昊 涧西区周山路小学 陈熙奥

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 郭宇轩 涧西区中州西路小学 闫晨威

涧西区东方第四小学 余智海 涧西区东方第四小学 李嘉乐

涧西区珠江路小学 张浩杰 涧西区珠江路小学 王旭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黄静蕾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轩铭卓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石一鸣 涧西区实验小学 徐浩文

涧西区中信小学 张驰 涧西区中信小学 刘恺同

涧西区英语学校 郑熠 涧西区英语学校 王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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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李泽钦 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刘夏兵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王俊杰 涧西区东升第一小学 宋健

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王子凡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蔡一凡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郭海洋 西工区芳林路小学 田郡熙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于一鸣 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 叶甲鹏

瀍河区巨龙小学 郑语轩 瀍河第一实验小学 杜明哲

瀍河区巨龙小学 张豪轩 瀍河第二实验小学 潘晨飞

瀍河区第二实验小学 郭丁源 瀍河区机车小学 张艺博

瀍河区机车小学 侯鑫雨 瀍河外语实验小学 马张翼

瀍河区外语实验小学 张子默 瀍河区下园小学 李聪聪

瀍河区下园小学 朱旭阳 瀍河第一实验小学 张世钊

高新区军屯中心小学 牛运杰 洛龙区二实小 肖海洋

洛龙区龙城双语小学 张甲朋 洛龙区龙城双语小学 张子豪

洛龙龙城双语初级中学 王伊诺 北京第二实验洛校 王明宇

吉利区开元小学 张玉坤 吉利区开元小学 武稼娴

五、幼儿之星（6 人）

洛宁县六一幼儿园 谭立然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石梓栋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王锦文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董鸣浩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马洪瑞 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姚庭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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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洛阳市 2018 年学校体育学科足球优秀社团名单

序号 学校 社团名称 主持人 证书编号

1 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小学 南小雄鹰足球社团 张俊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7

2 洛阳市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梦想足球社 秦 乐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8

3 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西苑少年足球社团 董红飞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19

4 洛阳市瀍河区下园小学校 足球社团 李吉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0

5 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小学 战鹰足球社团 赵 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1

6 新安县城关镇江江庄小学 快乐足球社团 李晓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2

7 洛新产业集聚区磁涧小学 快乐足球社团 杨海菊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3

8 洛阳市实验小学 小水滴足球社 王少强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4

9 嵩县第二实验小学 飞梦足球社团 郭振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5

10 嵩县第一实验小学 魅影足球社团 崔云凤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6

11 洛阳市第三中学 威鹏足球社团 宗朝晖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7

12 洛阳市回民中学 足球社团 何雪芹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8

13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东方之光足球社团 陈 翔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29

14 洛阳市第五十中学 活力足球社团 亢延振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0

15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 足球社团 张庆民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1

16 嵩县江苏双语实验学校 飓风足球社 刘战利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2

17 洛阳市第二十六中学 绿茵风采 陈 媛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3

18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足球社团 李仲珂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4

19 洛阳市实验中学 足球社团 韩二卫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5

20 偃师市府店第二初级中学 万安足球社团 柳进朝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6

21 洛宁县实验二中学 足球社团 郭青林 洛教体艺卫〔2018〕XYZQ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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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洛阳市 2018 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

城区组联赛获奖学校名单
一、小学女子组
一等奖：洛阳市实验小学 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瀍河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等奖：吉利区开元小学 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
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 伊滨区南寨小学
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小学部 涧西区厂北小学

二、中学女子组
一等奖：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二等奖：洛阳市回民中学 洛阳市第五中学

洛阳市实验中学
三、初中男子组

一等奖：洛阳市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四十七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洛阳市第四十八中学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二等奖：洛阳市第五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三中学
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洛阳外国语学校
洛阳市河洛中学 洛龙区龙盛中学
洛阳市第六中学 洛阳市第四十九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洛阳市回民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六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四中学

四、高中男子组
一等奖：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洛阳市第三中学

洛阳市第二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二等奖：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洛阳市第一中学 洛阳市理工学院附中
洛阳市回民中学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洛阳市第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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