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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教育局 
关于举办 2019 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 

市长杯总决赛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省长杯选拔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为了落实《洛阳市校园足球行动计划》的通知（洛教体艺卫

〔2015〕78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检验我

市校园足球活动成果，经研究，市教育局决定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6 日举办 2019 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

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选拔赛。现将《竞赛

规程》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各有关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组织参

加比赛期间，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杜绝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确保比赛和谐、安全、平稳。 

 

附件：1.2019 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选拔赛竞

赛规程  

2.2019 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选拔赛报

名表 

 

2019年11月15日 

 

洛 阳 市 教 育 局 



附件 1 

2019 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 

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 

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洛阳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协办单位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四、比赛时间 

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6 日 

五、比赛地点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十四中学 

六、参赛单位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七、参赛要求 

（一）小学代表队必须是同一所学校的在校生。县（市）初中和高中

代表队可混合组队（须两个学校以上），但必须具有所在县（市）正式学

籍 

（二）所有参赛队员经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且必须办理“人身伤害

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持二代身份证和学籍（盖学校公章）参加比赛，无

二代身份证的持户口本和学籍参赛。报到时经审查符合参赛资格的队员，

在本人学籍表上加盖市校足办公章即为参赛证。如参赛单位或学校弄虚作

假，冒名顶替，一经查实，取消全部比赛成绩，并全市通报批评。  

（四）必须遵守足球竞赛规则和赛场纪律。 

八、参赛组别、参赛队伍、采取赛制和比赛要求 

（一）参赛组别 



总决赛组别设置为：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和高中男

子组 

（二）参赛队伍 

1.小学男子组：由各城市区“区长杯”第一名和洛阳市实验小学；县

（市）组决赛前四名参加。 

2.小学女子组：市长杯年度前三名和县（市）组决赛第一名参加。 

3.初中男子组:市长杯年度前四名和县（市）组决赛前四名参加。 

4.高中男子组：市长杯年度前四名和县(市)组决赛前四名参加。 

（三）采用赛制 

小学组采用 8 人制，上、下半场各 25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比赛

使用 4 号球。 

初中男子组采用 11 人制。上、下半场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

比赛使用 5 号球。 

    高中男子组采用 11 人制，上、下半场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

比赛使用 5 号球。 

（四）比赛要求 

1.为了比赛的公平和公正，每场比赛必须分出胜负，常规赛平局直接

点球决胜负。 

  2.各参赛队必须自备深、浅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必须穿护袜,并佩

戴护腿板，所有组别运动员可穿皮面碎胶钉足球鞋（禁用钢钉），自备队

长袖标，佩戴任何饰物、怪异发型者不得上场比赛。 

3.守门员上衣、短裤、球袜颜色必须与上场运动员有区别，并经裁判

员认可方能上场比赛。  

4.比赛采用国家体育局审定的 新竞赛规则。  

5.比赛执行累计连续两张黄牌停赛一场，1 张红牌停赛一场的处罚办

法。  

九、报名、报到、联席会 

（一）各参赛队可报领队 1 人、指导教师（必须是在编教师）1 人。小

学组运动员限报 15 人，初中组运动员限报 20 人，高中组运动员限报 20 人。 

第一阶段小组赛初中男子组和高中男子组各代表队场上队员必须至少

保持两名一年级学生，第二阶段比赛上述两个组别场上队员不做要求。 

各组别年龄要求如下： 

小学组：2007 年 9 月 1 日（含 9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初中组：2004 年 9 月 1 日（含 9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高中组：2001 年 9 月 1 日（含 9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二）2019 年 11 月 16 日以前将报名表发至市校足办邮箱

lysxyzq@126.com，文件名为“组别+代表队名称”。  

报到安排如下： 

1.小学男子组报到时间：11 月 21 日下午 14：00 至 16：00，报到地点：

洛阳市地热宾馆。 

2.初中男子组：报到时间：11 月 22 日上午 8:00，报到地点：洛阳市

第二实验中学（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前往地热宾馆，市 14 中参加比赛并

报到）。 

3.小学女子组：报到时间：11 月 24 日下午 14：00 至 16:00，报到地

点：洛阳市地热宾馆。 

4.高中男子组：报到时间：11 月 21 日下午 14：00 至 16：00。报到地

点：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报到时需要提供下列资料： 

1.各县（市）区和城市区代表队报到时须提供 2019 年县长杯和区长杯

校园足球联赛秩序册、成绩册；市属参赛学校报到时需提供校长杯秩序册、

成绩册。 

2.纸质版报名表（彩印并加盖公章、医务章和领队签字）。 

3.运动员必须持二代身份证原件（或户口本原件）和学籍，否则禁止

参赛。 

4.纪律保证金 1000 元，比赛结束后，无违纪现象将全部退回。 

（三）领队、指导教师和裁判员联席会（所有组别） 

 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00； 

     地点：洛阳市教育局后楼一楼西会议室 

十、名次和奖励办法 

小学男子组第一名为总冠军，第二至四名为一等奖，其余为二等奖； 

小学女子组第一名为总冠军，第二名为一等奖，第三、四名为二等奖； 

初中和高中男子组第一名为总冠军，第二至四名为一等奖，第五至八

名为二等奖。 

同时各组别均设有体育道德风尚奖。 

  十一、经费 



（一）小学代表队和县（市）初中代表队的食宿由组委会承担，往返

交通费自理。 

（二）县（市）高中代表队的午餐由组委会承担，就餐地点：洛阳市

第二实验中学、学生餐厅。 

（三）其他代表队往返交通费和食宿费由派出单位解决。 

十二、纪律规定  

（一）严格执行《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纪律规范》。  

（二）比赛期间如发生违规违纪事件，仲裁委员会要尽快调查，并按

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决定。仲裁委员会未做出决定前，有关违纪队员不得参

赛。  

（三）运动队在报名及比赛过程中，经确认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

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该队全部比赛资格，该队与各参赛队比赛成绩（已

赛和未赛）均按 0:3 计，并全市通报。  

（四）每场比赛的参赛队领队和副领队必须有一人到场，如领队、副

领队、指导教师及学生家长在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行为，首次出现将提

出警告并处罚。如再次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取消全队比赛资格。每场比

赛参赛队无故迟到 15 分钟，本场比赛按照弃权处理。  

（五）如某队弃权一场给予处罚，并取消全部成绩。  

（六）如对某队队员资格、比赛事实情况或对裁判判罚等提出疑议，

必须在双方队员离开比赛场地之前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诉材料，否则

不予受理。同时缴纳申诉费人民币 500 元。如调查结果属实如数退还，否

则申诉费扣除。（如仲裁人员未在此场地由比赛监督向仲裁人员汇报后代

行受理）。  

   十三、初中女队、高中女队由洛阳市校园足球“市长杯”联赛第一名代

表洛阳市参加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比赛。 

   十四、本次比赛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由市校足办统一选派。  

   十五、本规程解释、变更和补充权属本次比赛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

通知。 

 
 
 
 
 
 



附件 2 
2019年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 

暨2020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选拔赛报名表 
参赛组别:                 参赛单位或学校：  

人员 姓名 手机号 运动员服装（颜色） 守门员服装（颜色） 

领 队   套 上衣 短裤 长袜 上衣 短裤 长袜 

副领队   A       

指导教师   B       

姓名     

运动员 

彩色免冠照片 
    

号码     

身份证号     

学籍号     

姓名     

     

号码     

身份证号     

学籍号     

姓名     

     

号码     

身份证号     

学籍号     

以上报名运动员身体健康，全部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适合进行足球竞赛活动。          

     校长签字： 

                                  盖章 

 
 



组 织 委 员 会 

名誉主任：陈淑欣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主    任：刘茂钦  洛阳市教育局局长 

副 主 任：习建强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介建中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贾长河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占杰  洛阳市教育局总督学 

          李振龙  洛阳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牛宏亮  洛阳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秘 书 长：陈  钢  洛阳市教育局体卫艺站站长 

副秘书长: 李红卫  洛阳市教育局体卫艺站副站长 

徐冠平 洛阳市第十四中校长 

师利峰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校长 

闫英信  洛阳市校足办副主任    

委    员：曹文玉  邢国涛  李小果  周  飞  武红旗  

许云霄  王国琴  郭雪平  刘云旭  王瑞浩  

苏俊峰  李有忠  孙美龙  胡玉敏  周宏伟 

刘桂宾  王建林  胡承勇  李建乐  李青青 

                    王武强  尤永瑞  刘卫东  王军杰  李伟萍 

                    彭清科  邹艳青  杜雷斌 



 

大会办事机构 
 

办  公  室 
主    任：陈  钢 
副 主 任：李红卫  闫英信 
成    员：曹文玉  邢国涛  陈思远  暴一凡 
 

竞  赛  部 
    部    长:邢国涛 

委    员:刘   星  陈心宇  张鲁伟  郑文杰 
    

媒体宣传部 
    部    长：邢国涛(兼) 
    成    员：赫连山 

          
仲裁委员会 

主    任：陈  刚 
副 主 任：李红卫  闫英信   
委    员：曹文玉  李小果  邢国涛  刘  星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委员会 

    主    任：李红卫 
    委    员：曹文玉  邢国涛  刘  星  陈心宇  张鲁伟  郑文杰 
  

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    任：闫英信 

委    员：李小果  段雪强  刘 源 
 

比赛监督 
李小果（高中） 刘 源（初中） 段雪强（小学） 

 
场地保障部 

部    长：曹文玉   
成    员：白晓波  刘盈楠 

 
裁 判 组 

裁 判 长：刘  星 
副裁判长：陈心宇（高中）  张鲁伟（初中）  郑文杰（小学） 
裁 判 员：40 人 



 
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联赛纪律规范 

     

为了维护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联赛的正常秩序，确保联

赛公平公正，加强联赛赛风赛纪，特制订如下联赛纪律规范： 

第一条  处罚种类 

    一、通报批评； 

    二、警告； 

    三、停赛或禁赛； 

    四、停止比赛工作； 

    五、取消带队参赛资格； 

    六、取消比赛资格； 

    七、其它处罚。  

    第二条  有关资格违纪的处罚 

一、资格违纪的情况 

  （一）非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学生代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队参加了

比赛； 

  （二）正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学生，代表学

校足球队参加了比赛； 

  （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代表学校足球队参加了比赛。  

    二、处罚办法 

  （一）判对方球队 3:0 获胜，实际比分差距大于或等于 3 球，以实际比

分为准； 

  （二）通报批评或警告； 

  （三）停赛或禁赛； 

  （四）取消指导教师执教资格； 

  （五）取消比赛资格。 

    三、对于指导教师、学校弄虚作假，情节严重者应当多项处罚综合使

用。 

    第三条  追加处罚 



    如果纪律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在联赛规程规定的处罚基础上对

其做出进一步的追加处罚。 

    第四条  对不文明、不道德和暴力行为的处罚 

    在比赛中，严禁运动员、指导教师、工作人员以谩骂、吐唾沫等方式

辱骂或侵犯裁判员、对方运动员、指导教师、工作人员或观众。违反上述

规定的，应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通报批评； 

    二、警告； 

    三、停赛或禁赛； 

    四、取消指导教师执教资格； 

    五、取消比赛资格； 

    六、情节严重者由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条  对赛场组织保障的处罚 

    一、为加强赛场管理，维护赛场安全秩序，保障足球比赛安全有序进

行，参照公安部最新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体

育总局下发的《全国足球赛区安全秩序规定》及中国足球协会的相关规定

执行。 

    二、各赛点根据市校足办的规定与要求，对赛场的设施、接待及安全

负责。 

三、各赛点须成立安全保卫组，在市校足办的指导下，负责赛场安全

保卫和维持赛场秩序的工作。 

四、加强对观众的指导和管理，自觉遵守比赛纪律，维护赛场秩序；

尊重双方队员、裁判员、观众及赛场工作人员；坚决禁止观众围堵、攻击

裁判员、运动员和赛场工作人员。 

    五、赛前必须对赛点的各项安全设施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查，确保安全

可靠、出入畅通，消防设施完备有效。 

    六、无论是在赛前还是在中场休息时或比赛进行中，都要采取切实措

施，需要时进行入场检查，严禁观众将危险物品、各种软硬封口包装饮料、

杂物及可能破坏赛场秩序的不文明、不健康甚至有侮辱或谩骂性的旗帜、

标语等带入场内。 



    七、市校足办对具体的违规、违纪行为将视情节轻重，依据相关纪律

规范进行处罚。 

    第六条  对弃权、罢赛、中途退赛的处罚 

一、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弃权、罢赛、中途退赛 

  （一）参赛球队未按规定时间（指秩序册既定的开赛时间）参加比赛的，

超过 15 分钟未到赛场，视为弃权，除非有特殊情况并征得市级联赛委员会

的批准； 

  （二）拒绝按照市校足办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视为弃权； 

  （三）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在 5 分钟内不能恢复比赛视为罢赛； 

  （四）中途退出联赛。 

    二、处罚 

    因球队弃权、罢赛或中途退赛造成不良影响的，市校足办将根据具体

情况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第七条  对酗酒和使用兴奋剂的处罚 

    一、严禁酗酒； 

    二、严禁使用兴奋剂。 

    违者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罚。 

    第八条  处罚的规定与执行 

    一、违规违纪情况应由比赛监督在赛后 24 小时内向市校足办做出书面

报告，市校足办应在收到书面报告的 48 小时内做出决定，并以书面形式下

发相关单位。 

    二、本规范未能详列的违规违纪行为，市校足办可以参照国家的相关

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诉讼 

    一、在接到纪律委员会的书面处罚后，被处罚参赛队及相关人员应于

48 小时内向市校足办提交书面申诉报告。 

    二、市校足办应在接到书面申诉报告的 24 小时内做出决定，并以书面

形式下发相关单位。 

    三、市校足办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第十条  附则 

《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纪律规范》的最终解释权归市校足办。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为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展示我市小学生精神风貌，保证 2019 年

洛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市长杯”总决赛暨 2020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省长杯选拔赛活动的顺利进行，激励广大运动员团结拼搏、公正竞赛、赛

出风格、赛出水平，经赛事组委会研究，决定在本次比赛期间开展“体育

道德风尚奖”的评选活动。评选条件与办法如下： 

一、评选范围 

参加本届运动会的各代表队。 

二、评选条件 

    1、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的代表队应以严格遵守《运动员守则》为

评选的基本条件。严格遵守大会的有关规定，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做到

令行禁止。 

    2、遵守赛场纪律，比赛作风端正、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3、遵守社会公德，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关心集体，团结友爱，

爱护公物，勤俭节约。    

    4、凡违反本次比赛纪律规定、违反《运动员行为准则》和《指导教师

行为准则》、受到处理（处罚）的运动员（队），不得参加评选。 

三、评选办法 

由参赛队、比赛监督、裁判组以及大会有关部门推荐参评名单，提出

评选意见，报“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委员会”批准。 

四、评选名额 

运动队的评选名额：原则按参赛队数的 4：1评选 

五、奖励 

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运动队，将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奖

牌。 

六、评选活动注意事项 

1、组委会在评选中，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将评选活动与运动员、指

导教师、裁判员守则的学习与执行结合起来，使评选活动真正起到推动学

校体育工作健康、和谐发展的作用。 

2、评选工作要深入运动队，使领队、指导教师在重视抓好训练、比赛

的同时，重点抓好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3、评选工作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注意赛场上、下结合，运动

技术水平和体育道德作风结合，促进运动员的团结、竞争和运动技术水平

的提高。 



运动员、指导教师和裁判员 

行  为  准  则 
 

《运动员行为准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体育事业，勇于奉献、

敢于拼搏。 
二、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尊重教练，不骄不躁。 
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尊重裁判，尊重对方，

尊重观众。 
四、不吸烟、不喝酒，不违法乱纪，衣着整洁大方，行为文明礼貌。 
五、团结友爱，关心集体，尊重领导，服从组织，服从裁判，遵守赛

会的规章制度。 
六、勤俭节约，爱护公物，不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指导教师行为准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体育事业，培养又红

又专的运动员。 
二、从严从难，从实践出发，进行科学训练，认真制定教案，努力完

成训练计划。 
三、做好赛前准备和临场指挥、赛后认真总结。 
四、学好政治理论和体育科学技术，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创新。 
五、严格管理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运动员全面发展。 
六、发扬民主，爱护运动员，不准打骂和侮辱人格。 
七、以事业为重，处理好工作、学习和家务的关系。 
八、坚持真理，发扬正气，在训练、学习、生活等方面做运动员的表

率。 
九、指导教师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协作。 
十、遵纪守法，维护公德，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

争。 

《裁判员行为准则》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体育事业，热爱体育

裁判工作。 
二、努力钻研业务，精通本项规则和裁判法，积极参加实践，不断提

高业务水平。 
三、严格履行裁判员职责，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 
四、作风正派，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五、裁判员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团结，不搞宗

派活动。 
六、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执行任务时，精神饱满，服装整洁，仪表

大方。 



 

赛事分组（一） 

 

组别 
抽签  

分组 

抽签

代码 
参加队伍 代表队简称 

小学男子组  

（抽签） 

A 

A1 西工区白马小学 西工白马 

A2 高新区青城路小学 高新青城 

A3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汝阳二小 

B 

B1 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涧西西苑 

B2 伊滨区和谐小学 伊滨和谐 

B3 偃师市伊洛中学小学部 偃师伊洛 

C 

C1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北京二分 

C2 吉利区河阳小学 吉利河阳 

C3 新安县西苑小学 新安西苑 

D 

D1 伊川县江左镇中心小学 伊川江左 

D2 瀍河区第一实验小学 瀍河一小 

D3 老城区邙山镇中心小学 老城邙山 

D4 洛阳市实验小学 实验小学 



 

赛事分组（二） 

 

组别 分组 参加队伍 代表队简称 

小学女子组 共一组

孟津县张盘小学 孟津张盘 

洛阳市东方第三小学 东方三小 

洛阳市实验小学 实验小学 

洛阳市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涧西青岛 

初中男子组 

A 

洛阳市实验中学 实验中学 

洛阳市第四十七中学 四十七中 

伊川县教体局 伊川教体 

孟津县教体局 孟津教体 

B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东方二中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东升二中 

偃师市伊洛中学 偃师伊洛 

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初级中学 新安洛新 

高中男子组 

A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科大附中 

洛阳市第三中学 洛阳三中 

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偃师一高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洛宁一高 

B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洛阳一高 

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市十二中 

伊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伊川一高 

栾川县实验高中 栾川实高 



 

高中男子组竞赛日程 
（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赛点） 

日期 轮次 场次 时间 组别 主队（深） 比分 客队（浅） 

11 月 22 日 

开幕式 08:30 初中男子和高中男子组代表队参加 

1 

1 09:00 高中男 科大附中 : 洛宁一高 

2 10:30 高中男 洛阳三中 : 偃师一高 

3 14:00 高中男 市十二中 : 伊川一高 

4 15:30 高中男 洛阳一高 : 栾川实高 

11 月 23 日 2 

5 08:30 高中男 科大附中 : 偃师一高 

6 10:00 高中男 洛宁一高 : 洛阳三中 

7 14:00 高中男 栾川实高 : 市十二中 

8 15:30 高中男 洛阳一高 : 伊川一高 

11 月 24 日 3 

9 08:30 高中男 科大附中 : 洛阳三中 

10 10:00 高中男 偃师一高 : 洛宁一高 

11 14:00 高中男 伊川一高 : 栾川实高 

12 15:30 高中男 洛阳一高 : 市十二中 

11 月 25 日 

半决赛 13 08:30 高中男 A组第一名 : B 组第二名 

半决赛 14 10:00 高中男 A组第二名 : B 组第一名 

11 月 26 日 

冠亚军 15 10:00 高中男 13 胜 : 14 胜 

闭幕式暨 

颁奖典礼 
11:40

小学男子前八名、小学女子前四名、初、高中男子

前八名参加 

 



 

小学男子、小学女子和初中男子组竞赛日程 
 

日期 轮次 场次 时间 组别 主队（深） 比分 客队（浅） 场地 

11 月

22 日 

开幕式 8:30 仅初中男子和高中男子组代表队参加 市二实验 

1 

1 7:00 小学男 西工白马 : 高新青城 市十四中 1号

2 7:00 小学男 涧西西苑 : 伊滨和谐 市十四中 2号

3 8:00 小学男 北京二分 : 吉利河阳 市十四中 1号

4 8:00 小学男 伊川江左 : 瀍河一小 市十四中 2号

5 9:00 小学男 老城邙山 : 实验小学 市十四中 1号

6 10:00 初中男 实验中学 : 孟津教体 

市十四中 
7 13:00 初中男 四十七中 : 伊川教体 

8 14:30 初中男 东方二中 : 新安洛新 

9 16:00 初中男 东升二中 : 偃师伊洛 

11 月

23 日 

2 

 

10 7:00 小学男 西工白马 : 汝阳二小 市十四中 1号

11 7:00 小学男 涧西西苑 : 偃师伊洛 市十四中 2号

12 8:00 小学男 北京二分 : 新安西苑 市十四中 1号

13 8:00 小学男 伊川江左 : 老城邙山 市十四中 2号

14 9:00 小学男 瀍河一小 : 实验小学 市十四中 1号

15 10:00 初中男 实验中学 : 伊川教体 

市十四中 
16 13:00 初中男 孟津教体 : 四十七中 

17 14:30 初中男 东方二中 : 偃师伊洛 

18 16:00 初中男 新安洛新 : 东升二中 

 



 

小学男子、小学女子和初中男子组竞赛日程 
 

日期 轮次 场次 时间 组别 主队（深） 比分 客队（浅） 场地 

11 月

24 日 
3 

19 7:00 小学男 高新青城 : 汝阳二小 市十四中 1号

20 7:00 小学男 伊滨和谐 : 偃师伊洛 市十四中 2号

21 8:00 小学男 吉利河阳 : 新安西苑 市十四中 1号

22 8:00 小学男 伊川江左 : 实验小学 市十四中 2号

23 9:00 小学男 瀍河一小 : 老城邙山 市十四中 1号

24 10:00 初中男 实验中学 : 四十七中 

市十四中 
25 13:00 初中男 伊川教体 : 孟津教体 

26 14:30 初中男 东方二中 : 东升二中 

27 16:00 初中男 偃师伊洛 : 新安洛新 

11 月

25 日 

8 进 4 

28 7:00 小学男 A组第一 : C 组第二 市十四中 1号

29 7:00 小学男 A组第二 : C 组第一 市十四中 2号

30 8:00 小学男 B 组第一 : D 组第二 市十四中 1号

31 8:00 小学男 B组第二 : D 组第一 市十四中 2号

1 
32 9:00 小学女 孟津张盘 : 东方三小 市十四中 1号

33 9:00 小学女 实验小学 : 涧西青岛 市十四中 2号

半决赛 
34 10:00 初中男 A组第一 : B 组第二 市十四中 

35 13:00 初中男 A组第二 : B 组第一 市十四中 

2 
36 14:00 小学女 孟津张盘 : 实验小学 市十四中 1号

37 14:00 小学女 涧西青岛 : 东方三小 市十四中 2号

半决赛 
38 15:00 小学男 28 胜 : 29 胜 市十四中 1号

39 15:00 小学男 30 胜 : 31 胜 市十四中 2号

11 月

26 日 

3 
40 7:00 小学女 孟津张盘 : 涧西青岛 市十四中 1 

41 7:00 小学女 东方三小 : 实验小学 市十四中 2 

冠亚军 42 8:00 小学男 38 胜 : 39 胜 市十四中 1 

冠亚军 43 8:30 初中男 34 胜 : 35 胜 市二实验 

闭幕式 11:40 小男、初男前八名和小女前四名参加 市二实验 

 



 

运动员名单 
 

小学男子组 
一、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领  队：秦来兵  副领队：        指导教师：韩冬冬 13663882869 

李东栩 410326200801120233 蔡卓岳 410326200806100258 孙浩毅 410326200710240272 

杨子舰 410326200911060251 田成扬 410326200801240198 张宇轩 410326201005060035 

  赵晟凯 41032620080903011x 马涌航 410326200710150234 赵晨斐 41032620080318007x 

赵孟鑫 410326200808220253 翟宇博 410326200801100013 刘翱翔 410326200805200011 

刘曜硕 410326200809060175 貟  珩 410326200905070138       

二、偃师市伊洛中学小学部 
领  队：田朝刚  副领队：李浩玮  指导教师：武海峰 13838898538 

王浩洋 410381200712230195 张家浩 410381200806270155 张家钒 410381200806270139 

史家科 410381200710310351 武马成 410381200712030433 郭林鑫 410381200712300114 

张傲毅 410381200808020192 段佳宁 410381200905020194 刘卓越 410381200905120179 

李昊林 410381200801040318 张鹏琦 410381200801060036 王奥嘉 410381200807190130 

张兰天 410381200810260195 许心阳 410381200809020119 张  乐 410381200711240199 

三、伊川县江左镇中心小学 

领  队：张利伟  副领队：张二虎  指导教师：杜振国 13903798685 

李星怡 41032920080326001X 刘伊乐 410329200709190051 冯浩远 41032920080525027X 

郭裔天 410329200801020098 韩东洋 410329200905270294 李卓恒 410329200807080198 

刘家想 410329200907190079 杨渊博 410329200801140313 张  昊 410329200803030353 

智奥翔 410329200805300417 陈恒阳 410329200802210459 张书豪 410329200908080330 

杜鹏飞 410329200901080274 王优博 410329201002020475 翟彦浩 410329200712020192 

四、新安县西苑小学 

领  队：周  飞  副领队：路向丽  指导教师：王  亮 15137955383 

雷嘉诚 41032320080324007X 李思远 G41032320081001015X 王家宝 410323200807160018 

李  彬 410323200810010035 李柄达 410323200712200216 王  硕 410323200812200036 

刘丛茂 410323200908110159 郭  浩 410323200710030153 怀文博 410323200712050070 

崔誉缤 410323200711300197 赵  展 410323200903030117 司  旭 410323200806260156 

王颢然 410323200710150035 王俊凯 410323200812150295 王俊翔 410323200812150316 

五、吉利区河阳小学 

领  队：彭清科  副领队：张朝凡  指导教师：潘  峰 13703790451 

王浩翔 410325200804210019 吴  桐 411329200808286172 张子轩 410306200808250019 

姜传钰 410306200807090017 张家宁 410306200904080013 陈楚豫 410306200710180016 

何牧戈 41088320080821005X 陈梓赫 411721200709236015 李金熹 410306200802220011 

张颢邺 410306200711270013 王  昊 410306200901050011 袁天乐 410306200711200015 

崔珉浩 410306201004200037 郭昊轩 410306201009250017 

六、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领  队：陈向芳  副领队：何楷楷  指导教师：关  贺 15896526214 

张艺泽 410305200812150196 郭嘉毅 410302200811190090 王明宇 410303200810220098 

刘  畅 410305200804158016 刘同锐 410305200712090034 安子尧 410303200803220030 



 

胡圣坤 410305200802090118 申家赫 410303200709210135 孙谠言 410329200711180450 

陈怡霖 410302200711080011 吕树琛 41032720080123013X 苗墨涵 410327200802050077 

刘晨光 410307200806160059 杨超帆 410881200906050237 张  弛 410303200902060052 

七、老城区邙山镇中心小学 

领  队：冯松波  副领队：王鹏举  指导教师：刘文洁 13849952863 

姚凯瀚 410302200709030074 刘奕瀚 410302200904050011 秦金阳 410302200906160054 

张雨豪 410302200909260034 李稳泰 410322200907200252 刘炫赫 410302201101180079 

汤钰航 410302200911300015 申文浩 410302201007140011 马千里 410482201002060490 

何俊毅 411328200906085554 刘淄闻 411423200709103024 宫天元 410381200803200039 

赵佳祥 410323201001130316 夏元暾 410404200810190038 王嘉豪 411528200809226539 

八、高新区青城路小学 

领  队：姚海鸽  副领队：        指导教师：潘国赞 15516398310 

韩  浩 410305200801208014 李明浩 410305200902090131 冯一繁 410305200908080014 

张世龙 410303201010160039 潘博阳 410305200709258035 刘浩铭 410305200909140015 

张奇航 410305200905200017 冯永康 410305200901220176 张奥运 410305200802138011 

赵亚博 410328200901300277 朱世豪 411426200906130514 崔世琰 410305201001080053 

崔孙锦昊 410305200903240074 

九、伊滨区和谐小学 

领  队：张爱红  副领队：马志国  指导教师：李  祥 15670380383 

高浩翔 410307201107020414 杜悦攀 410307200811240192 孙浩元 410381200804030211            

刘毅博 410381200902100017 高浩然 410381200807250113 李  晨 410381201002200033 

陈薄霖 410381201003310197 山壮壮 410381200709120297 苏文博 410381201101090036            

李华龙 410381200907050055 陈博帆 410381200709150156 陈一帆 410381200908060298 

马悦全 530828200912185117 郭千诚 410381201009050074  

十、瀍河区第一实验小学 

领  队：王军杰  副领队：李琳伟  指导教师：赵利军 13683849104 

张豪轩 410323200807180211 朱旭阳 41030420071229003 麦浩然 410322200801230111 

陈家乐 410304200802100033 刘巍龙 410304200710110015 李峻功 410323201003030095 

郝势宇 410322201003230058 董唯一 410302200912250099 潘晨飞 41030320081224005X 

贾世宇 410304200709110034 李晨歌 410307200812180099 任辰龙 410329200812070058 

陈宇轩 410304200711220013 郭浩然 41030220080902005X 胡天明 41030420081109005 

十一、涧西区西苑路实验小学 

领  队：桂晓兵  副领队：张  辉  指导教师：代敬文 18637908634 

潘炎玉 411121200801080153 陈卓华 410305200709120052 魏开东 411625200802126275 

朱传琦 41030520080210003X 刘景槐 410305200809270111 史雨泽 410305200812300019 

王凯瑞 410326200712130114 候映博 410305200804038014 张佳乐 410303200812110052 

潘兆琪 410322200810010292 倪锐祥 410326200801300111 姚一航 410305200905030054 

赵启森 610928200901055232 赵启焱 610928200901055216 谢博羽 410302200811050071 

十二、洛阳市实验小学 

领  队：徐艳丽  副领队：姚  强  指导教师：王少强 15137906190 

朱邦硕 410303200712280134 高毅铭 410305200804020017 穆迎奥 410329200802060091 

葛程锦 410322200808130017 岳濂辰 410381200808280333 魏于杭 411528200806076598 

王子乾 410328200906020151 绉函汛 41010520080203019X 谷振宇 411481200805256673 



 

谷恩泽 410303201002160175 薛钦文 41030320091011003X 赵泽祺 41030320090507007X 

陈宇轩 410303200903180072 吴韵博 410305200908290097 任亚磊 410327200801228036 

十三、西工区白马小学 

领  队：周卫东  副领队：刘  岩  指导教师：陈向辉 13937946230 

梅佳玮 410303200710060058 周筱唯 410303200802020010 叶子祥 410302200712100037 

王泽昊 410327200709150313 介名扬 410305200901240038 周琛智 410327200907050217 

尚  坤 410303200907290017 武旭洋 430424201103040093 张栩通 4103242009270054 

珮周 辉 411327200806162210 朱邦安 410304200806070011 卫世骏 610114200912093013 

李佳学 410303200809240016 胡城铭 411323200710111536 李刘翔东 411024200912260011 

 

小学女子组 

一、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领  队：侯逸轩  副领队：董  瑜  指导教师：孙利花 

卫孜怡 410328200711110229 卫孜轩 410328200711110245 朱佳音 410325200802190202 

袁  硕 410304200802050064 王千铭 410303200801120060 王艺哲 410327200805270120 

宋可轩 410505200810240148 闫思婷 411282200901130080 杨若一 410329200908160381 

徐舒涵 410883200910140086 黄舒敏 410328200910290023 张雨馨 410302200909050061 

马娅绮 410304200909180029 郭奕辰 410305201003260146 周睿涵 41030520100422004X 

二、孟津县平乐镇张盘小学 

领  队：许元石  副领队：许云霄  指导教师：梁耀武 13461071671 

宋佳朵 410322201008130048 宋佳琪 410322200805040147 宋孟怡 410322200804030123 

王一好 410322201001070142 崔语涵 41032220090105010X 王冰玉 410322200812050060 

梁孟研 410322200907250102 宋可馨 410322201006250062 王晨瑜 41032220090604012X 

宋亚琪 410322200712270103 王佳瑞 41032220071111016711 郝博媛 410322200804170046 

宋鑫鑫 410322200803060224 宋一萌 410322200805200147 张晨冉 41032220100905012X 

三、洛阳市实验小学 

领  队：徐艳丽  副领队：姚  强  指导教师：司  斌 15138784170 

王家琦 410381200809170184 姚芸欣 410302200803150048 朱祈宁 410303200805040068 

杜路馨 410327200807190220 席紫宸 410305201002130040 付皓妍 41032420090131012X 

周奕洁 410303200902080029 高梓烨 410323201011220243 胡曦文 410303200908250068 

王睿馨 410303201103090081 郑裕姗 440114201012250182 胡诗涵 421182201111243321 

李清源 410303200912120127 高  远 410381200709280183 张佳鑫 410381200804060103 

四、涧西区青岛路小学 

领  队：戴  红  副领队：荣  蓉  指导教师：孔祥龙 18613703780 

冯雨晴 410323200709250167 刘怡莹 410482200712150269 魏梦甜 410329200806160508 

王海晴 411727200812237161 姚欣蕊 431223200910050027 李梦瑶 411523200909030128 

雷雨馨 410328200909300087 吴圣硕 410328201004260089 赵麒媛 410328201104080149 

张玉果 410381201003080328 

 

 

 

 



 

初中男子组 

一、洛阳市实验中学 

领  队：刘桂宾  副领队：孙红涛  指导教师：吴公哲 18625799585 

王晓瑜 410304200410081515 古文乐 411221200409269053 张  林 411322200412152034 

侯俊豪 410222200505020034 刘  昊 411423200412111015 李家豪 410302200508060074 

赵峻梓 410303200409053713 李佳成 410482200505156713 周子涵 410302200510080031 

周海洋 410302200608210092 吴俊杰 410323200508170099 吴拉克 410303200604220038 

王子睿 410327200607110273 宁昭普 410303200602145121 杨鑫智 410322200702150212 

魏琛达 410305200704018032 史琦琦 410327200606090231 王佳铭 410425200703070374 

王连鑫 411625200607017970 赵晓东 410326200503172318 

二、伊川县教育体育局 

领  队：王立国  副领队：郑君生  指导教师：段卫周 13663798111 

董远航 410329200411219798 宋盼好 410329200505139799 杜帅毅 410329200412059976 

温亮通 410329200504089873 寇渊博 410329200411209936 杜昱峰 410329200608140290 

陈笑天 410329200601060351 董吉祥 410329200501169915 杜永琪 410329200504269818 

李  洋 410329200508260033 张宗明 410329200508159616 崔  冰 410881200506290258 

赵垣超 410329200509060375 康奥仪 410329200410249872 乔玉龙 410329200604290136 

刘育翔 410329200710190139 杜阳光 41032920061014029X 刘  翔 410329200703090236 

三、偃师市伊洛中学 

领  队：贺严成  副领队：高  天  指导教师：李建颖 13721620851 

李云天 410381200605110091 王亚琪 410381200507200237 王梓臣 410381200409250513 

韩琪航 410381200610110096 李政宾 410381200604180194 董卓毅 410381200510250358 

徐晨翔 410381200508120212 金彦博 410381200602030176 喆温昊 410381200704030134 

王嘉振 410381200611090154 王嘉迪 410381200504259858 张若麟 410381200601080112 

詹嘉诚 410381200602040059 黄思源 500237200803288676 高晨依 410381200702100098 

薛奥琪 410381200602150274 郭世豪 410381200708190258 刘寒冰 410381200601100291 

张世豪 410381200509070034 王一凡 411422200503114514 

四、洛阳市第四十七中学 

领  队：杨子强  副领队：        指导教师：仇  杰 13608650231 

曹文宇 410311200409291513 杜江波 410326200506080136 范家辉 410307200604210134 

孙家辉 410326200504307739 李照星 410311200411262012 霍昊彤 410311200510280013 

周骋远 410326200412017577 赵方知 410311200409304530 任涵宇 410325200412082014 

杨从达 411328200510054575 张宸赫 410327200701110253 尹赤豪 410307200608250010 

傅正祥 410311200512210158 杨祺栋 41030520061004001X 王  可 410329200610290298 

雷言丰 410307200612240157 张克凡 410307200611120153 焦佳乐 41030720070711011X 

五、孟津县教育体育局 

领  队：许元石  副领队：许云霄  指导教师：裴紫阳 18737902885 

梅好奇 410322200504229915 卫博韬 41032220040902003X 姚昊天 410322200602060033 

郭凯泉 410322200504209930 刘亚涛 410322200506070012 郭玉良 410322200703010174 

曹俊彪 411122200512120119 卢雨涛 410322200701010031 郭  敖 410322200607250098 

李鹏泽 411323200503044510 杜承航 41032220070414019X 段国鹏 410482200412179596 

孙俊豪 410322200412319913 单瑞祥 410322200409159875 卫乐祥 410322200412118310 

许金贤 410322200508130058 许奕铭 410322200511140038 杨盛霖 410322200507250070 



 

六、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领  队：王建林  副领队：  指导教师：慕帅帅 15937961162 陈  翔 18237971515 

白若冰 410329200411180037 张昊天 410305200509050037 王瑞敏 410324200503077676 

刘宇航 410305200409214014 王梦琦 41030420040930251X 董文凯 410311200412077070 

兰  翔 410305200410090530 时瑞祥 411628200510070336 皇甫一帆 410304200411083539 

李洛帆 41042320050315815X 李  豪 41032720060616005X 董文凯 410311200412077070 

张东健 411121200511070299 郭佳航 410305200509078013 宫亚雷 410381200411137819 

任景琦 410329200608180110 乔梦龙 410302200609080015 郑  熠 410307200606130234 

丁  涵 410307200703010111 赵英豪 410303200708080076 

七、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领  队：宗春杰  副领队：  指导教师：李仲珂 18537968612 

刘云翔 410303200510050058 赵子轩 410305200410214011 李博文 410326200411017556 

张  成 410304200502200059 窦国奥 410305200505160116 孙昊熠 370211200501232011 

王一阳 410305200501100116 郭伯元 41030520051006003X 孟祥智 410305200506060037 

南博君 410305200503070053 茹毅健 411281200606030056 田艺博 410329200512290294 

林天祥 410305200504160018 赵梓扬 652801200609211115 宋  弋 410322200703260050 

董睿欣 41030720060603009X 张锦鹏 410305200611058094 史永琪 410302200510250010 

张浩天 410305200701100110 仝天宇 41032720060818029X 

八、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初级中学 

领  队：党文虎  副领队：张传立  指导教师：聂玉波 13643982806 

徐浩峰 410403200504040094 韩寒絮 410305200411269858 刘孟磊 410323200410280513 

徐梓轩 410303200506190031 王隆寰 41032320051112013X 周  浩 410323200504279599 

李一帆 410303200602280037 戚文博 410305200502198012 姚豪男 410323200412159610 

李炜锡 410323200501159612 姚文豪 410323200503069610 窦豪杰 410323200410040579 

付浩楠 410323200405210537 刘灿旭 410303200507140095 高浩龙 410323200507010093 

雷同尚 410323200612250216 刘  鑫 410323200610270096 王宇航 410323200510170194 

张旭东 410328200412019775 李校斌 410323200611240032 

 

高中男子组 
一、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 

领  队：武红旗  副领队：张焱霞  指导教师：段建辉 13721677696 

杨晓博 410381200306025014 陈嘉昊 410381200312010513 吴嵩阳 410325200404284510 

张奕晗 410381200308319673 刘高岩 410381200310101016 马钰翔 410381200312200536 

董宇航 410381200312085013 李维辰 410381200301290011 李维真 410381200301290038 

牛一钒 410381200210202012 张宇豪 41038120020121453X 邱  实 410381200307274039 

晋锦鹏 410381200305209671 李  宁 41038120021001453X 刘嘉乐 410311200305082018 

吕科达 410381200408269757 任怡龙 410381200312289673 杨  昊 410329200301193515 

常世闯 410381200302251516 

二、伊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领  队：许卫国  副领队：施荣郑  指导教师：王灿坤 15038631789 

武世浩 410329200401070010 刘旭洋 410329200303249658 张啸林 410329200401129895 

王浩浩 410329200203079671 贾宇航 410329200212079630 常伊笼 410329200303065031 

吴连科 410329200301190517 张  迈 410329200308244514 远艺朔 410329200205080035 



 

郭鹏程 410325200312196513 马元韬 410329200304200055 叶琳柯 410329200311179733 

康毅超 410329200308029750 李亚龙 410327200212053016 李嘉豪 41032920030905961X 

李科航 410329200207289617 卢家祥 410329200302289818 李亚龙 410329200305169598 

张怡阳 410329200308299718 胡耀鹏 410329200309254511 

三、河南科技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领  队：孙美龙  副领队：方卫森  指导教师：朱培杰 18538818953 

杨浩博 410322200406056811 祎罗 泽 410326200403317313 曹博荣 410305200402123013 

王嘉林 411723200311282057 任景煊 410305200311134016 张圣杰 410305200402145335 

符宝祥 410305200112281158 周宇阳 412823200110301211 肖昊昱 410305200203274038 

郭清润 410305200201154518 吴鹏磊 410425200207081015 丁陆洋 410426200209203510 

韩  宇 410311200301171515 侯嘉航 410305200302264070 孙佳翔 370211200210302059 

刘鹏祥 410329200303056530 袁翱硕 410326200109177559 罗明阳 410326200310067570 

王烁蓁 410305200302063017 潘文龙 410381200403299738 

四、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领  队：于元伟  副领队：王晓武  指导教师：李增辉 15003792103 

张佳阳 410328200301167038 胡昊杰 410328200302269730 刘帅伟 410328200302226511 

王文迪 410328200409104530 王琪琦 410328200309039655 贾宗骞 410322200401040810 

郭  杰 410328200401061054 王  琦 410328200310022033 张龙飞 41032820020789651 

邢国彬 410328200401089014 曲文杰 410328200211088555 周佳毅 410328200407279652 

梁文元 410328200208171016 冯  硕 410328200205060513 徐新乐 41032820020728975X 

周平伟 410328200302019635 李冲冲 410328200110149611 黄志豪 410328200402219693 

颜笑怡 410328200202179690 周泽岳 410328200110180539 

五、洛阳市第十二中学 

领  队：张清生  副领队：史丽芳  指导教师：王  闯 15537999331 

王  凡 41030420011107151x 张瑞博 41030220021021101X 高博楠 410311200112186518 

李永鑫 410311200109131513 刘玉贺 410381200202217310 王锦涛 410381200209099732 

解浩鹏 410303200203084717 马金航 410311200206248035 马鹏飞 410381200206137318 

葛甲祥 410311200107304513 刘嘉琪 410307200105278011 蒋俊国 410327200105301432 

常双鹏 410381200211047317 程浩阳 410327200203015018 马龙飞 410381200206137334 

马育博 410381200303067315 陈  东 410329200212235752 魏文飞 410329200202180030 

王宇祥 410329200310019674 陈佳梁 41032920030817961X 

六、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领  队：李有忠  副领队：钟保强  指导教师：许  准 1863790900 

于成龙 410311200109034519 徐永乐 22080220020212441X 张程玉 41030520020705151x 

杨  澜 410328200109259715 卫一博 410328200109240530 蒋家乐 410381200302049676 

吴乐蒲 411322200207231315 杨新源 410305200303204010 王博文 410329200207279590 

赵文昊 41030320030101371X 姜博元 41032920010906251X 张舒豪 410311200207022513 

刘梁爽 411381200301271532 杨笑天 410303200201270516 周艺航 410302200211031512 

周正哲 410381200305020510 李梦晨 410326200109221018 何家晟 410311200208082032 

常迎奥 41032620020511673x 石沛阳 410425200312036136 

七、洛阳市第三中学 

领  队：金义权  副领队：刘士杰  指导教师：司  珂 15803799699 



 

李帅朝 410327200111031432 陈家辉 410303200306082511 张奕帆 410327200212128519 

谢博鑫 41030520030106451X 栗永乐 411424200208092036 陈子恒 410303200311290518 

卫佳豪 410381200202195537 姜豪泽 410329200202199612 习展望 410327200402078572 

李腾辉 410303200205132532 马嘉林 410326200110215014 李延昭 411224200204150015 

亢世超 410305200407102019 张世豪 410305200204261511 王子墨 410303200201122038 

岳逸帆 410303200405090533 李鹏飞 411424200212077111 陈豪杰 410221200306107130 

张奕博 41030320021113151X 孙正航 410305200111220534 

八、栾川县实验高中 

领  队：闫  猛  副领队：马  冬  指导教师：马  冬 15137931689 

郝吉博 410324200405087539 李启炎 410324200201211112 张子豪 410324200309073137 

刘振煜 410324200309301419 王家乐 410324200209030615 王炳焱 41032420031222061X 

任尹坤 410324200211131415 周红晨 410324200308217557 吴季辉 410324200402290638 

李亚龙 410482200212243311 郭炳旭 411224200306061419 孟俊屹 410324200411157572 

孙龙裔 41032420040312755X 刘浩杰 410324200307102213 沈智杰 410324200307172211 

王君昊 410324200202270018 白怡鹏 410324200303291117 常礼鑫 410324200211173113 
 

 

 

 

 

 

 

 

 

 

 

 

 

 

 

 

 

 

 

 

 



 

小学男子组积分统计表 
 

A 组 西工白马 高新青城 汝阳二小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西工白马  —— ——       

高新青城 ——  ——       

汝阳二小 —— ——        

 

B 组 涧西西苑 伊滨和谐 偃师伊洛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涧西西苑  —— ——       

伊滨和谐 ——  ——       

偃师伊洛 —— ——        

 
C 组 北京二分 吉利河阳 新安西苑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北京二分  —— ——       

吉利河阳 ——  ——       

新安西苑 —— ——        

 
D 组 

伊川  

江左 

瀍河  

一小 

老城  

邙山 
实验  

小学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伊川  

江左 
 —— 

 
——       

瀍河  

一小 
——  

 
——       

老城  

邙山 
—— —— 

 
       

实验  

小学 
  

 
       

 



 

小学女子组积分表 

 

共一组 
孟津  

张盘 

东方 

三小 

实验  

小学 

涧西  

青岛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孟津  

张盘 
 —— —— ——       

东方 

三小 
——  —— ——       

实验  

小学 
—— ——  ——       

涧西  

青岛 
—— —— ——        

 
初中男子组积分表 

 
A 组 

实验  

中学 

四十  

七中 

伊川  

教体 

孟津  

教体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实验  

中学 
 —— —— ——       

四十  

七中 
——  —— ——       

伊川  

教体 
—— ——  ——       

孟津  

教体 
—— —— ——        

 
B 组 

东方 

二中 

东升 

二中 

偃师 

伊洛 

新安 

洛新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东方 

二中 
 —— —— ——       

东升 

二中 
——  —— ——       

偃师 

伊洛 
—— ——  ——       

新安 

洛新 
—— —— ——        

 



 

高中男子组积分表 

 

A 组 
科大 

附中 

洛阳  

三中 

偃师  

一高 

洛宁  

一高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科大 

附中 
 —— —— ——       

洛阳  

三中 
——  —— ——       

偃师  

一高 
—— ——  ——       

洛宁  

一高 
—— —— ——        

 
 
 
 
 
 

B 组 
洛阳  

一高 

市十  

二中 

伊川  

一高 

栾川  

实高 

净胜

球数

进球

总数

失球

数 

红黄

牌数 
积分 名次

洛阳  

一高 
 —— —— ——       

市十  

二中 
——  —— ——       

伊川  

一高 
—— ——  ——       

栾川  

实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