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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7 月份；

地点：待定。

二、参加单位：

各地级以上市、佛山顺德区及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三、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2KG、56KG、60KG、65KG、65KG 以上；

男子乙组：44KG、48KG、52KG、56KG、60KG、60KG 以上；

男子丙组：38KG、42KG、46KG、50KG、55KG、55KG 以上；

注：第十五届省运会比赛设甲、乙组 3项团体赛。

四、参加资格：

（一）参赛年龄（以省体育局公布的骨发育年龄为准）：

男子甲组：1999 年至 2000 年（17 岁-18 岁）；

男子乙组：2001 年至 2002 年（15 岁-16 岁）；

男子丙组：2003 年至 2004 年（13 岁-14 岁）。

（二）文化水平测试（具体细则、要求另行通知）

（三）体能测试（具体细则、要求另行通知）

（四）每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2 人，医生 1 人。甲、乙、丙组每

级别每单位限报 2人。

（五）省优秀运动队正式转正运动员（以招聘文件名单为准）凡符合

参赛资格和骨发育年龄组别规定的，均可代表所属各市参赛且不占原单位

限定名额。

（六）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比赛现场查验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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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证明和购买比赛期

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大会交验保险原始凭

证，如未办理者，不予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武术散打竞赛规则》及有关补

充规定。

（二）本次比赛为个人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 人以下采用单循环制，

不含 4 人）。

注：第十五届省运会比赛共设 3 项团体赛，采用甲、乙组各级别积分

累计计算，按每个级别第一名 9 分、第二名 7 分以此类推，最后各级别分

数相加，分高者为团体冠军、以此类推。如积分相同则计获得各级别的冠

军数，冠军数相等计亚军数，依此类推。各级别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4人

以下采用单循环制，不含 4 人）。

（三）运动员赛前一天统一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比赛期间，

当天有比赛任务的运动员每天早上统一称量体重。

（四）本次比赛使用的拳套、护头、护胸、护脚背、缠手带、护齿和

护裆由各队自备，必须是中国武术协会认定的合格器材,其中拳套、护头、

护胸的颜色必须为红、蓝色。（注：省运会比赛使用的拳套、护头、护胸、

护脚背、缠手带由大会提供，护齿和护裆由各队自备。）

（五）甲、乙组、丙组各级别报名人数不足 3 人，则取消该级别的比

赛。

（六）运动员因受伤不能参加比赛，必须出具本次比赛竞委会指定医

务监督出具的诊断证明，并经总裁判长批准；运动员因无故弃权或有违反

武术散打竞赛规则及体育竞赛精神，不正常比赛或阻碍正常比赛，将取消

其本次参赛级别的所有成绩与计分，代表队不得参与“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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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单项均录取前八名，参赛人员不足 8 人（含 8 人）或以下均

如数录取。

（二）获得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计分。

（三）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予以奖励，总分相等计冠军数，冠军数相

等计亚军数，依此类推；总分计分办法依照各级别前八名按 13、11、10、9、

8、7、6、5累计。

七、体育道德风尚奖：

（一）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参赛队有 5 队（含 5 队）以下

评选 2 队，10 队（含 10 队）以下评选 3 队，15 队（含 15 队）以下评选 4

队，16 队以上评选 5 队。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按报名人数 15：1比例评选。

（三）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 10：1比例评选。

（四）设“优秀教练员”奖：按参加单位 3：1 比例评选。

八、报名和报到：

（一）请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要求，在注册申报系统中进行报名（报

名日期为 月 日至 日，请在注册申报系统软件下载，网址：

http://www.gdxjzx.org）。另网上提交报名表后，请将下载的报名表加盖

单位公章并进行扫描，于赛前 20 天发电子邮件至：czr97@126.com 邮箱，

联系人：陈增荣，电话：020－83825794。报名截止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名单

及报项，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二）运动员及裁判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

九、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选派，不足人员由承办单位补充。

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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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赛队伍交通费自理，食宿收费标准另行通知。

十一、为端正赛风，严肃赛场纪律，保证公平竞赛，各单位和全体裁

判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赛区制定的各项规定，认真比赛，公

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根据情节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广东省体育局的有关文

件严肃处理。

十二、规程内容如与《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竞赛规程总

则（修订稿）》通知等文件有冲突之处，按《规程总则（修订稿）》等文件

执行。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或查阅“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

网站（网址：www.gdxjzx.org）中“竞赛补充通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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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

经主办单位同意，2017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将于7月28日至

30日在江门市举行。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现将赛事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日期：2017年7月28日至30日；

（二）地点：江门市体育馆。

二、竞赛规程修改：竞赛规程第四条的第（四）点：每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2 人，医生 1 人。甲、乙、丙组每级别每单位限报 1 人。改为：

每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2 人，医生 1 人。甲、乙、丙组每级别每单位

限报 2 人。

三、报名和报到:

（一）请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要求（如组别规定人数、参赛年龄等），

于6月18日至28日使用最新版的广东省青少年体育信息管理系统Windows客

户端或手机APP，在相应的赛事条目（2017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选择

参赛报名功能进行报名。或者进入省竞赛中心网站http://gdxjzx.org，进

入竞赛云WEB终端，登录后，找到相应的赛事条目（2017年广东省青少年锦

标赛），选择参赛报名功能进行报名。

1.在“报名项目”栏完成提交报名后，下载“报名上报（盖章上报表）”

加盖单位公章及扫描，于 6月29日前发电子邮件至893874606@qq.com邮箱，

联系人：陈增荣，电话：020-83825794，13556167939【导出报名表的标题

后需括弧注明单位、项目等，如2017年广东省青少年-XXX-报名表（广州、

散打）】。

2.报名截止后，不得更换运动员名单及小项，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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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参赛单位、技术官员于7月26日上午11:30前报到。

1.报到地点：广东省散打队训练基地（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

下镇周郡工业区27号），联系人：林惠芬，手机：13828071498，座机：

0750-3879031。

2.请各参赛单位于到达赛区前一天通知赛区，以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工作，

（三）赛区联系人及电话：

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林惠芬，手机：13828071498。

四、经费：

（一）参赛单位：

1.往返赛区的交通自理。

2.食宿资助范围：

（1）资助范围：根据省体育局资助经费标准的原则，该项赛事资助每

参赛单位约 7 名运动员赛事期间的食宿。若参赛运动员少于 7 名时，将剩

余的名额进行第二次分配（分配时以粤东、粤西、粤北优先），直到所有名

额分配完为止。

（2）不在资助范围内的参赛人员，需缴纳食宿费 250 元/人/天（标双，

含赛事期间往返赛场与驻地交通），共 5天。

（3）各参赛单位赛事期间食宿资助的具体额度，以赛前联席会上公布

为依据，并依据原则在联席会次日支付相关费用。

3.食宿费缴纳指引

（1）可采用银行转帐、刷卡、现金缴纳三种方式。

（2）选择银行转帐单位，需于 7 月 22 日前将相关食宿费用划转以下

账户，凭银行回执领取正式发票。具体联系人：林惠芬，手机：13828071498，

传真：0750 一 387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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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荷塘支行

帐 号:8002 0000 0069 9004 7

（二）赛事监督、技术官员的食宿费用由大会负责，差旅费按财务规

定执行。

（三）提前报到或延迟离会的人员，所需费用自理。

五、联席会议及竞赛抽签：

赛会定于7月26日下午15:30召开联席会议，地址：广东省散打队训练

基地办公楼1楼会议室，请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准时参加；会后进行比

赛的抽签仪式，请各参赛单位派人参加，抽签不到者，由仲裁委员或裁判

长代抽。

六、保险要求：

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含县级）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各参赛单位必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向赛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能参赛。如

未办理者，不予参赛。

七、交通指南：

（一）自驾车路线：

导航地址：广东搏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

下镇周郡工业区27号）

（二）乘车路线：

江门轻轨站下车：

乘坐31路车到象山新村站（丽平商场门口）下，直行300米左右到达目

的地。

2.江门汽车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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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乘坐 11路车到篁庄站下，再在对面篁庄公交车站转31路车，到

象山新村站（丽平商场门口）下，再直行300米左右到达目的地；

（2）乘坐 27路车到世纪花源站下，再在对面世纪花源公交车站转31

或19路车，到象山新村站（丽平商场门口）下，再直行300米左右到达目的

地；

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17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竞委会（代章）

201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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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赛 委 员 会（拟定）

主 任：高敬萍

副 主 任：吕劭华 邵亚萍 乔 红 李广义

秘 书 长：姜勇军 王二平 郭健鸿 罗仲常

委 员：陈家盛 吕 璇 王 湘 李尚贤 黄德超 刘晓利

黄玮恒 罗成功 陈增荣 魏海虹 各队领队

办 事 机 构

办 公 室 主 任：黄德超

副主任：何 央 林惠芬

竞 赛 处 处 长：吕 璇

副处长：陈增荣 黄伟龙 董 钊 夏卫中

成 员：何振煌 刘新权 李雨顺

后勤接待处 处 长：刘晓利

副处长：潘彩焕

成 员：徐锦荣 容敏灵 谢嘉艳 林文江

场地器材处 处 长：黄玮恒

副处长：欧斌雄

成 员：钟厚荏 简顺明

安 保 处 处 长：罗成功

副处长：王洪海

成 员：张颜国 薛国良 黄伟鹏

医 务 组 成 员：李树迁 梁嘉辉 林健钟

体能测试组 组 长：唐益艺

成 员：孙庆保 刘捷骅

网络宣传组 成 员：网络直播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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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裁 委 员 会

薛文忠（高校 国家） 吕 璇（省竞赛中心） 郭健鸿（省武管中心）

梁永文（高校 国家） 李 刚（高校 国家）

裁 判 员 名 单

总 裁 判 长：魏海虹（高校 国家）

副总裁判长：索奇山（高校 国家） 戴金明（高校 一级）

裁 判 长：黄 科（高校 国家）

副 裁 判 长：汪 骏（高校 一级） 程志刚（高校 一级）

高建辉（高校 一级）

裁判员(男)：

郭 宏（高校 一级） 牛雨田（高校 一级） 燕向东（高校 一级）

李东岳（高校 国家） 郑淳谦（高校 一级） 祝令九（广州 一级）

胡 涛（广州 一级） 武 豹（深圳 一级） 徐小雁（汕头 一级）

黄锦涛（佛山 一级） 苏 杰（肇庆 一级） 刘作标（潮州 一级）

王明飞（深圳 二级） 钟 琪（中山 二级） 戚艳萍（女 中山 一级）

编排记录长：杨 青（高校 一级）

编排成员：潘志允（广州 一级）黄凯凤（广州 一级）阙永伟（高校 二级）

检 录 长： 陈大鑫（江门 一级）

检 录 员：钟震威（江门 二级）李康健（江门 二级）何 央（广州 二级）

宣 告 员：黄恋婷（湛江 一级）

计时记分系统及录像组：符润华（江门）程 维（高校）（佛山系统）2人

成绩信息处理：陈泽壮（高校） 张紫苑（高校）

指 纹 验 证：谢登洪（高校） 郑一杰（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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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名单

广州市

领 队：潘 园(女)

教 练：王 猛 张兴柱

队 医：郭剑扬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凯涛 (2000) 52KG 刘德隆* (2000) +65KG 邱智健 (1999) 65KG

盛 震* (2000) +65KG 杨建武 (1999) 60KG 叶守权 (2000) 56KG

张元杰* (2000) 65KG

乙组男子

戴增科 (2002) 52KG 罗子杰 (2002) +60KG 毛东麒* (2002) +60KG

吴铭涛 (2002) 48KG 吴思烙 (2001) 56KG 许俊华 (2002) 60KG

朱剑涛* (2002) 56KG 朱晋业 (2001) 60KG

丙组男子

蔡佳清 (2003) 46KG 何炜杰 (2003) 50KG 黄以洋* (2003) 55KG

蒋高文* (2003) +55KG 李海泉 (2004) 38KG 廖 鹏 (2004) 42KG

刘 锐 (2003) 46KG 王子硕* (2003) 42KG 徐国雄 (2003) +55KG

深圳市

领 队：孙 亮

教 练：孙勋昌

队 医：符荣炼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郭建华 (2000) 60KG

乙组男子

李扶昌 (2001) 52KG 李俊民 (2002) 44KG 李科楠 (2002) +60KG

李英杰 (2002) 48KG 周浩鹏 (2001) 56KG

丙组男子

费明宇 (2003) +55KG 李扶杰 (2003) 38KG 王艺霖 (2004) 50KG

杨玟锋 (2003) 55KG 张 鹏 (2003) 4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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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

领 队：郑文俊

教 练：郑杜辉 陈佩强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启霖 (2000) 60KG 陈 信 (2000) +65KG 陈泽涛 (2000) 56KG

高凯涛 (1999) +65KG

乙组男子

陈宝涛 (2001) 56KG 郭俊佳 (2002) 52KG 卢嘉豪 (2002) 48KG

丙组男子

范楷怀 (2003) 55KG 洪耿锋 (2003) +55KG 林伟杰 (2003) 50KG

佛山市

领 队：彭二丁

教 练：李 朋 刘 芳(女)

队 医：范晓静(女)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蔡少波 (2000) 52KG 蔡忠谦 (2000) 52KG 郭 猛* (2000) +65KG

何伟新 (1999) 56KG 姜科锐 (1999) 56KG 李 凡* (2000) +65KG

刘宋涛 (2000) 60KG 吴浩东 (2000) 65KG 薛 强 (1999) 65KG

郑博文 (2000) 60KG

乙组男子

陈 雷* (2001) 56KG 范泽新 (2001) 56KG 高赞凯 (2002) 48KG

黄明瑞* (2002) +60KG 罗振伟* (2001) +60KG 孟健男 (2001) 52KG

孟 坤* (2002) 44KG 吴久城 (2002) 44KG 谢志锋 (2002) 60KG

杨 骏* (2002) 48KG 赵兴尉* (2002) 60KG

丙组男子

邓溢华 (2003) 46KG 何崇立 (2004) 42KG 梁泽雄 (2004) 38KG

罗佳伟* (2003) +55KG 区启钒 (2004) +55KG 吴海铭 (2003) 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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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

教 练：李竹青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廖新龙 (2000) 65KG

河源市

领 队：杨 俊

教 练：陈 松 钟昌镖

队 医：赖素青(女)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黄 聪 (2000) 60KG 林 董 (2000) 65KG 曾沛萌 (1999) +65KG

朱浩庭 (2000) 56KG

乙组男子

江俸延 (2002) 60KG 李文杰 (2002) 52KG 凌情龙 (2002) +60KG

罗文锋 (2002) 56KG 骆 彬 (2002) 48KG 杨 楠 (2001) 52KG

张康民 (2001) 48KG

惠州市

领 队：黄振华

教 练：周勇金 李永刚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 燊 (1999) 65KG 高玉杰 (2000) +65KG 晏宗焕* (2000) 56KG

张中志 (2000) 52KG 郑钧升 (2000) 60KG

乙组男子

谷木涵* (2002) 52KG 李玉伟 (2001) +60KG 王思博 (2002) 56KG

叶扁舟 (2002) 48KG 翟振威 (2001) 52KG

丙组男子

陈喜昕 (2003) 38KG 覃桂强* (2003) +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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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

领 队：罗 聪

教 练：程 凯 杨镇华

队 医：孙永明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蔡俊旋 (2000) 52KG 罗斯鹏 (1999) 65KG 王敏杰* (2000) +65KG

萧泽禧 (2000) 60KG 郑志海 (2000) 56KG 周洛文 (1999) 65KG

乙组男子

李 博* (2001) 44KG 梁永艺* (2002) 48KG 弄家伟* (2001) 52KG

阮志豪 (2002) 56KG 王春林* (2002) 60KG 韦志聪* (2002) +60KG

伍德燚* (2001) +60KG 肖 欢* (2001) 56KG 叶积金 (2002) 60KG

丙组男子

赖德标* (2004) 50KG 刘鹏博* (2004) 55KG 谢国林* (2004) 42KG

赵宇轩 (2004) 55KG 朱格菲* (2003) 46KG 朱泽邦* (2003) +55KG

江门市

教 练：王 涛 王 强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何世龙 (2000) +65KG 温俊杰* (2000) 65KG 谢泽源* (2000) +65KG

乙组男子

代素江* (2001) 60KG 郭智城 (2002) 56KG 黄传鸿 (2002) +60KG

黄慧安* (2002) 48KG 黄 智* (2001) 52KG 钱 冲* (2002) 44KG

邵 朗 (2002) 60KG 许盛森 (2001) 56KG 张梦豪* (2002) 52KG

丙组男子

黄家谦* (2003) 38KG 李博渊 (2004) +55KG 罗惠文 (2003) 46KG

伍俊荣 (2003) 4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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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

领 队：余昌权

教 练：陈 伟 劳承业

队 医：陈 振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珀铭 (2000) 60KG 陈远鸿 (1999) 65KG 黄继创 (1999) 60KG

李谨恒 (1999) 52KG 梁誉耀 (2000) 56KG 梁 正 (2000) +65KG

林爵荣 (2000) 65KG 莫康林 (1999) 56KG 许云辉 (2000) +65KG

乙组男子

蔡腾龙 (2002) 44KG 陈 东 (2001) 60KG 陈永春 (2001) 60KG

黄成凯 (2002) 48KG 柯世荣 (2002) 52KG 孙金龙 (2001) 48KG

谢境堂 (2002) 56KG 招榆棋 (2001) +60KG

丙组男子

蔡钟磊 (2004) 42KG 陈业坚 (2003) 38KG 陈壮壮 (2003) +55KG

何裕帆 (2003) 50KG 周杨武 (2003) 55KG

肇庆市

领 队：张俊杰

教 练：张国志 沈志腾

工作人员：郭 琦(女) 张 富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岑法锐 (2000) 60KG 宋 庆* (1999) 52KG 姚 宇* (2000) 56KG

张毅麟 (2000) 65KG 郑鲁豫* (2000) +65KG

乙组男子

陈健强 (2002) 48KG 冯承业 (2001) 56KG 郭惠圣 (2002) 60KG

候枝勇 (2001) 52KG 江新原* (2002) +60KG 李盛宇* (2002) 48KG

卢海武 (2001) 44KG 钱重坡* (2002) 56KG 徐兴达* (2002) 52KG

朱永明* (2002) 60KG

丙组男子

何承翰 (2003) 50KG 黎家俊 (2003) 38KG 梁光武 (2004) 38KG

梁杰东 (2004) 46KG 杨 泉* (2003) 42KG 张 鑫 (2003) 5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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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

领 队：庄瑞胜

教 练：谢锡贤 周学歆

队 医：魏少生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浩权 (1999) 56KG 陈鸿逸 (2000) 52KG 陈源杼 (2000) +65KG

陈梓瀚 (2000) 56KG 江 曦 (2000) 52KG 林思坚 (2000) 65KG

王梓嘉 (2000) 60KG

乙组男子

陈 佳 (2002) 52KG 陈锦达 (2002) 56KG 陈敬聪 (2002) 56KG

陈斯韩 (2002) 48KG 陈贤东 (2002) 52KG 陈乙菁 (2002) +60KG

丁炜湘 (2001) +60KG 韩雪龙* (2002) 60KG 江浩锐 (2002) 48KG

谢裕清 (2002) 44KG 薛培龚 (2001) 60KG

丙组男子

蔡 博 (2003) 50KG 丁泽铿 (2004) 38KG 柯嘉鑫 (2003) +55KG

梁 烨 (2004) 42KG 林少韩 (2003) 55KG 刘 哲 (2004) 55KG

石铭坊 (2003) 46KG

揭阳市

领 队：黄杰辉

教 练：黄乙孝 黄相龙

队 医：

运 动 员：

甲组男子

陈 浩 (2000) 52KG 林旭伟 (2000) 65KG 吴创彬 (2000) 60KG

乙组男子

陈浩鑫 (2002) 48KG 陈锐杰 (2002) 52KG 黄俊仰 (2002) +60KG

林荣尧 (2002) 56KG 林梓锋 (2002) 60KG

丙组男子

陈林锴 (2003) 38KG 赖欣洲 (2003) 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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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

领 队：黄锦健

教 练：于文中

运 动 员：

乙组男子

罗建标 (2002) 44KG 王荣康 (2002) 60KG 曾兆峰 (2002) 48KG

张鹤耀 (2002) 52KG

丙组男子

李力果 (2003) +55KG 罗崇立 (2003) +55KG

【备注：*:外地户籍，☆:优秀队，⊙:双计分，★:不占名额，※:自费，△:特别名额， ◇:

候补，(R):替补队员，(T):参加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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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

甲组男子

52KG(10人)

陈凯涛 [广州] 蔡忠谦 [佛山] 蔡少波 [佛山] 张中志 [惠州]

蔡俊旋 [中山] 李谨恒 [湛江] 宋 庆*[肇庆] 江 曦 [潮州]

陈鸿逸 [潮州] 陈 浩 [揭阳]

56KG(12人)

叶守权 [广州] 陈泽涛 [汕头] 何伟新 [佛山] 姜科锐 [佛山]

朱浩庭 [河源] 晏宗焕*[惠州] 郑志海 [中山] 莫康林 [湛江]

梁誉耀 [湛江] 姚 宇*[肇庆] 陈浩权 [潮州] 陈梓瀚 [潮州]

60KG(13人)

杨建武 [广州] 郭建华 [深圳] 陈启霖 [汕头] 郑博文 [佛山]

刘宋涛 [佛山] 黄 聪 [河源] 郑钧升 [惠州] 萧泽禧 [中山]

陈珀铭 [湛江] 黄继创 [湛江] 岑法锐 [肇庆] 王梓嘉 [潮州]

吴创彬 [揭阳]

65KG(15人)

邱智健 [广州] 张元杰*[广州] 吴浩东 [佛山] 薛 强 [佛山]

廖新龙 [韶关] 林 董 [河源] 陈 燊 [惠州] 周洛文 [中山]

罗斯鹏 [中山] 温俊杰*[江门] 林爵荣 [湛江] 陈远鸿 [湛江]

张毅麟 [肇庆] 林思坚 [潮州] 林旭伟 [揭阳]

+65KG(15人)

刘德隆*[广州] 盛 震*[广州] 高凯涛 [汕头] 陈 信 [汕头]

李 凡*[佛山] 郭 猛*[佛山] 曾沛萌 [河源] 高玉杰 [惠州]

王敏杰*[中山] 何世龙 [江门] 谢泽源*[江门] 梁 正 [湛江]

许云辉 [湛江] 郑鲁豫*[肇庆] 陈源杼 [潮州]

乙组男子

44KG(9人)

李俊民 [深圳] 孟 坤*[佛山] 吴久城 [佛山] 李 博*[中山]

钱 冲*[江门] 蔡腾龙 [湛江] 卢海武 [肇庆] 谢裕清 [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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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标 [顺德]

48KG(18人)

吴铭涛 [广州] 李英杰 [深圳] 卢嘉豪 [汕头] 杨 骏*[佛山]

高赞凯 [佛山] 张康民 [河源] 骆 彬 [河源] 叶扁舟 [惠州]

梁永艺*[中山] 黄慧安*[江门] 孙金龙 [湛江] 黄成凯 [湛江]

李盛宇*[肇庆] 陈健强 [肇庆] 陈斯韩 [潮州] 江浩锐 [潮州]

陈浩鑫 [揭阳] 曾兆峰 [顺德]

52KG(18人)

戴增科 [广州] 李扶昌 [深圳] 郭俊佳 [汕头] 孟健男 [佛山]

杨 楠 [河源] 李文杰 [河源] 谷木涵*[惠州] 翟振威 [惠州]

弄家伟*[中山] 黄 智*[江门] 张梦豪*[江门] 柯世荣 [湛江]

徐兴达*[肇庆] 候枝勇 [肇庆] 陈 佳 [潮州] 陈贤东 [潮州]

陈锐杰 [揭阳] 张鹤耀 [顺德]

56KG(18人)

吴思烙 [广州] 朱剑涛*[广州] 周浩鹏 [深圳] 陈宝涛 [汕头]

陈 雷*[佛山] 范泽新 [佛山] 罗文锋 [河源] 王思博 [惠州]

阮志豪 [中山] 肖 欢*[中山] 许盛森 [江门] 郭智城 [江门]

谢境堂 [湛江] 钱重坡*[肇庆] 冯承业 [肇庆] 陈锦达 [潮州]

陈敬聪 [潮州] 林荣尧 [揭阳]

60KG(17人)

许俊华 [广州] 朱晋业 [广州] 赵兴尉*[佛山] 谢志锋 [佛山]

江俸延 [河源] 王春林*[中山] 叶积金 [中山] 代素江*[江门]

邵 朗 [江门] 陈 东 [湛江] 陈永春 [湛江] 朱永明*[肇庆]

郭惠圣 [肇庆] 韩雪龙*[潮州] 薛培龚 [潮州] 林梓锋 [揭阳]

王荣康 [顺德]

+60KG(15人)

罗子杰 [广州] 毛东麒*[广州] 李科楠 [深圳] 黄明瑞*[佛山]

罗振伟*[佛山] 凌情龙 [河源] 李玉伟 [惠州] 韦志聪*[中山]

伍德燚*[中山] 黄传鸿 [江门] 招榆棋 [湛江] 江新原*[肇庆]

丁炜湘 [潮州] 陈乙菁 [潮州] 黄俊仰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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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组男子

38KG(10人)

李海泉 [广州] 李扶杰 [深圳] 梁泽雄 [佛山] 陈喜昕 [惠州]

黄家谦*[江门] 陈业坚 [湛江] 黎家俊 [肇庆] 梁光武 [肇庆]

丁泽铿 [潮州] 陈林锴 [揭阳]

42KG(8人)

王子硕*[广州] 廖 鹏 [广州] 何崇立 [佛山] 谢国林*[中山]

伍俊荣 [江门] 蔡钟磊 [湛江] 杨 泉* [肇庆] 梁 烨 [潮州]

46KG(8人)

蔡佳清 [广州] 刘 锐 [广州] 张 鹏 [深圳] 邓溢华 [佛山]

朱格菲*[中山] 罗惠文 [江门] 梁杰东 [肇庆] 石铭坊 [潮州]

50KG(8人)

何炜杰 [广州] 王艺霖 [深圳] 林伟杰 [汕头] 赖德标*[中山]

何裕帆 [湛江] 何承翰 [肇庆] 蔡 博 [潮州] 赖欣洲 [揭阳]

55KG(10人)

黄以洋*[广州] 杨玟锋 [深圳] 范楷怀 [汕头] 吴海铭 [佛山]

赵宇轩 [中山] 刘鹏博*[中山] 周杨武 [湛江] 张 鑫 [肇庆]

林少韩 [潮州] 刘 哲 [潮州]

+55KG(13人)

徐国雄 [广州] 蒋高文*[广州] 费明宇 [深圳] 洪耿锋 [汕头]

罗佳伟*[佛山] 区启钒 [佛山] 覃桂强*[惠州] 朱泽邦*[中山]

李博渊 [江门] 陈壮壮 [湛江] 柯嘉鑫 [潮州] 李力果 [顺德]

罗崇立 [顺德]

【备注：*:外地户籍，☆:优秀队，⊙:双计分，★:不占名额，※:自费，△:特别名额， ◇:

候补，(R):替补队员，(T):参加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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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活动日程表（按此表）

日 期 时 间 内容 地 点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11:30前 裁判员、运动队报到。 省散打队训练基地

下午14:00-15:30 裁判员培训。 基地训练馆

下午14:00-17:00 运动队训练。
基地训练馆、江门体育中心体
育馆

下午15：30-17:00 指纹验证（基地运动员）。 基地办公楼1楼指纹验证室

下午15:30-17:00
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
编排抽签。

基地办公楼1楼会议室

晚上19:00-20:00 指纹验证（银晶运动员） 银晶指纹验证工作人员房间。

7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06:00-07:00 称量体重。 基地办公楼1楼秤重室

上午08:30-10:30 裁判员培训。 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

上午08:30-12:00 运动队训练。
基地训练馆、江门体育中心体
育馆

下午14:30-17:30
1、裁判员培训。
2、运动队训练。

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

下午15：00-17：00 抽测运动员进行体能测试。 基地1号训练馆

7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06:00-07:00 称量体重

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

上午09:00 比 赛

下午14:30 比 赛

晚上19:30 比 赛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06:00-07:00 称量体重

上午08:30 比 赛

下午14:30 比 赛

晚上19:30 比 赛

7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06:00-07:00 称量体重

上午08:30 比 赛

下午14:30 比 赛、颁 奖

7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11：00前 离 会

就餐时间：早餐：07:00—08:00； 午餐：12:00—13:00； 晚餐：18: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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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单位训练安排表（按此表）

日 期 时 间 比赛场地 练习场地

7月26日

（星期三）

14:00-14:30 广州市 中山市

14:30-15:00 深圳市 惠州市

15:30-16:00 佛山市 湛江市

16:30-17:00 潮州市 肇庆市

17：00-17：30 揭阳市

7月27日

（星期四）

8:30-9:00 汕头市 广州市

9:00-9:30 顺德区 深圳市

9:30-10:00 江门市 佛山市

11:00-11:30 河源市、韶关市 潮州市

11:30-12:00 中山市

14:30-15:00 惠州市 汕头市

15:00-15:30 湛江市 顺德区

16:30-17:00 肇庆市 江门市

17:00-17:30 揭阳市 河源市、韶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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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日程表

2016年7月28日 上午 09:00 2016年7月28日 下午 14:30

第一单元（23场） 第二单元（26场）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1 男子丙组 38KG 2 胜者前八 1 男子甲组 60KG 5 胜者前八

2 男子乙组 44KG 1 胜者前八 2 男子乙组 60+KG 7 胜者前八

3 男子乙组 48KG 2 胜者前十六 3 男子甲组 65KG 7 胜者前八

4 男子乙组 52KG 2 胜者前十六 4 男子甲组 65+KG 7 胜者前八

5 男子甲组 52KG 2 胜者前八

6 男子丙组 55KG 2 胜者前八

7 男子丙组 55+KG 5 胜者前八

8 男子乙组 56KG 2 胜者前十六

9 男子甲组 56KG 4 胜者前八

10 男子乙组 60KG 1 胜者前十六

2016年7月28日 晚上 19:30 2016年7月29日 上午 08:30

第三单元（32场） 第四单元（32场）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1 男子乙组 48KG 8 胜者前八 1 男子丙组 38KG 4 1/4 决赛

2 男子乙组 52KG 8 胜者前八 2 男子丙组 42KG 4 1/4 决赛

3 男子乙组 56KG 8 胜者前八 3 男子乙组 44KG 4 1/4 决赛

4 男子乙组 60KG 8 胜者前八 4 男子丙组 46KG 4 1/4 决赛

5 男子乙组 48KG 4 1/4 决赛

6 男子丙组 50KG 4 1/4 决赛

7 男子乙组 52KG 4 1/4 决赛

8 男子甲组 52KG 4 1/4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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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9日 下午 14:30 2016年7月29日 晚上 19:30

第五单元（36场） 第六单元（34场）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1 男子丙组 55KG 4 1/4 决赛 1 男子丙组 38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2 男子丙组 55+KG 4 1/4 决赛 2 男子丙组 42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3 男子乙组 56KG 4 1/4 决赛 3 男子乙组 44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4 男子甲组 56KG 4 1/4 决赛 4 男子丙组 46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5 男子乙组 60KG 4 1/4 决赛 5 男子乙组 48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6 男子甲组 60KG 4 1/4 决赛 6 男子丙组 50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7 男子乙组 60+KG 4 1/4 决赛 7 男子乙组 52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8 男子甲组 65KG 4 1/4 决赛 8 男子甲组 52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9 男子甲组 65+KG 4 1/4 决赛 9 男子丙组 55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0 男子丙组 55+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1 男子乙组 56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2 男子甲组 56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3 男子乙组 60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4 男子甲组 60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5 男子乙组 60+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6 男子甲组 65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17 男子甲组 65+KG 2 胜前并五、负者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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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30日 上午 08:30 2016年7月30日 下午 14:30

第七单元（34 场） 第八单元（17场）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序号 项目 场数 备注

1 男子丙组 38KG 2 半决赛 1 男子丙组 38KG 1 决赛

2 男子丙组 42KG 2 半决赛 2 男子丙组 42KG 1 决赛

3 男子乙组 44KG 2 半决赛 3 男子乙组 44KG 1 决赛

4 男子丙组 46KG 2 半决赛 4 男子丙组 46KG 1 决赛

5 男子乙组 48KG 2 半决赛 5 男子乙组 48KG 1 决赛

6 男子丙组 50KG 2 半决赛 6 男子丙组 50KG 1 决赛

7 男子乙组 52KG 2 半决赛 7 男子乙组 52KG 1 决赛

8 男子甲组 52KG 2 半决赛 8 男子甲组 52KG 1 决赛

9 男子丙组 55KG 2 半决赛 9 男子丙组 55KG 1 决赛

10 男子丙组 55+KG 2 半决赛 10 男子丙组 55+KG 1 决赛

11 男子乙组 56KG 2 半决赛 11 男子乙组 56KG 1 决赛

12 男子甲组 56KG 2 半决赛 12 男子甲组 56KG 1 决赛

13 男子乙组 60KG 2 半决赛 13 男子乙组 60KG 1 决赛

14 男子甲组 60KG 2 半决赛 14 男子甲组 60KG 1 决赛

15 男子乙组 60+KG 2 半决赛 15 男子乙组 60+KG 1 决赛

16 男子甲组 65KG 2 半决赛 16 男子甲组 65KG 1 决赛

17 男子甲组 65+KG 2 半决赛 17 男子甲组 65+KG 1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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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队人数统计表

序号

单位
领队

(女性)

教练

(女性)

医生

(女性)

其他

人员

(女性)

工作

人员

总数

(女性)

运动员

总数

男子

甲组

男子

乙组

男子

丙组

1 广州市 1(1) 2(0) 1(0) 4(1) 24 7 8 9

2 深圳市 1(0) 1(0) 1(0) 3(0) 11 1 5 5

3 汕头市 1(0) 2(0) 3(0) 10 4 3 3

4 佛山市 1(0) 2(1) 1(1) 4(2) 27 10 11 6

5 韶关市 1(0) 1(0) 1 1

6 河源市 1(0) 2(0) 1(1) 4(1) 11 4 7

7 惠州市 1(0) 2(0) 3(0) 12 5 5 2

8 中山市 1(0) 2(0) 1(0) 4(0) 21 6 9 6

9 江门市 2(0) 2(0) 16 3 9 4

10 湛江市 1(0) 2(0) 1(0) 4(0) 22 9 8 5

11 肇庆市 1(0) 2(0) 2(1) 5(1) 21 5 10 6

12 潮州市 1(0) 2(0) 1(0) 4(0) 25 7 11 7

13 揭阳市 1(0) 2(0) 3(0) 10 3 5 2

14 顺德区 1(0) 1(0) 2(0) 6 4 2

总 计 12(1) 25(1) 7(2) 2(1) 46(5) 217 65 9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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