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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待定 

三、协办单位：待定 

四、竞赛项目：中学组男子、女子足球 

五、竞赛日期及地点： 

日期：待定 

地点：待定 

六、参加单位：  

2016—2020年省级足球传统项目学校（中学组）。 

七、运动员（学校）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具有广东省正式学籍、并

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审核的普通中学（不

含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等）学生，运动员参赛必须使用居

民身份证原件。 

（二）运动员必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思想进步，文化

课考试成绩合格，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

赛，且有 2016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上报数据的学生。 

（三）运动员参赛年龄： 

1999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高中、初中学生。 

（四）注册相关要求 

参赛运动员务必于赛前 35 天在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履行中学生运动员注册手续（网址：http://www.gdssa.com），并

获得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注册卡号者方可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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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以学籍所在学校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

员管理系统进行注册，不得跨校注册。运动员网上注册时，高中

学生注册组别为甲组、初中学生注册组别为乙组，且上传的学籍

表必须加盖学校公章（2017 年就读初一或高一新生可以上传有

运动员大头像和学校盖章的学籍证明，证明模板请与报名表一并

下载）。注册流程：学校注册→地级市管理员审核→省管理员审

核，请学校注册后立即致电地级市管理员（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审核。 

(五）往届毕业生、补习班学生、寄（借）读生、双重学籍

的学生（即同时具有普通中学和省或市体育运动学校普通班学籍

学生)，以及在报名前已正式调入省、市体工队、职业俱乐部队

的运动员均不得报名参赛。 

（六）凡曾代表各省（区、市）、俱乐部、行业体协、企业

等报名参加了以下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次比赛（以秩序册

为准，含下列赛事的预赛、资格赛等赛事）；以普通中学名义参

赛的不受此限制，但各单位对此类参赛者应在报名时，必须主动

提供相关运动员参赛情况说明（含赛事秩序册、成绩册复印件）。 

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项目除外），全国青年运动会，中国

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中国足球协会乙级

联赛、中国足协杯比赛、U-19足球联赛。 

（八）学校不得跨校组队，运动员必须代表《学籍信息管理

系统》显示的学校参赛。 

八、报名办法： 

（一）各学校男子、女子组各限报 1 队，每队报领队 1 人、

教练员 3 人、医生 1人、运动员 25人〔赛区接待 22人，当中含

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医生 1 人、运动员 18 人（在联席会议

上递交由教练员签字的 18 人确认名单，少于或多于 18人不得参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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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单位不足 3个的组别，取消该组别比赛，提前通

知报名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改、调整或换人。 

（三）报名办法 

1、报名截止日期：赛前 25天，各单位将可编辑电子版的报

名表发邮件到 635183657@qq.com（邮件命名为：**市**学校**

组传统校足球比赛报名表”），同时将加盖学校和所属县、区教育

局（或体卫艺科）公章及医务章传真至广东省足球协会，逾期不

予受理。 

电话：020-87441174，传真：020-87442061，联系人：卢佩

娴，手机：13622257083，传真 5 分钟后致电 020－87441174 确

认。 

2、请统一使用在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网站

（http://www.gdxjzx.org）下载的报名表。报名表一律电脑打

印，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报名表中各项均为必填项，请务必填

写完整。 

3、需要大会安排食宿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填写详细

食宿人数，非符合报名规定人员请自行解决食宿。 

4、需要安排清真饮食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注明。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暂定，具体视报名情况而定），

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决出各小组名次；第二阶段，采用交

叉淘汰及附加赛，决出前八名。具体竞赛办法和抽签方案视报名

情况而定，并在抽签会议上公布。 

（二）比赛为 11 人制，每场比赛替换队员不限，但换出场

的队员该场比赛不能再换入。 

（三）第一阶段比赛全场比赛为 60 分钟、第二阶段及以后

比赛全场比赛为 80 分钟，中场休息时间最多不能超过 10 分钟。

第二阶段及以后的比赛如 80 分钟打成平局，不打延长期，以罚

点球的办法决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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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阶段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1.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规定比赛时间内决出胜负者，胜队

得 3分、负队得 0 分；点球决出胜负者，胜队得 2分、负队得 1

分。 

2.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

前； 

（4）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6）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 

（五）第一、二、三阶段比赛红黄牌累计计算，一张红牌自

动停赛一场（大会另有追加者除外），累计二张黄牌自动停赛一

场。 

（六）第一阶段小组赛（若单循环赛则为前二轮比赛）特殊

规定： 

1.所有确认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上场比赛，每人每场上场时间

不得少于 10 分钟，因伤病（以大会医生判定为准）或红牌而导

致不能上场者除外。 

2.如因伤或红牌而导致场上比赛运动员人数不足 18 人时，

其对阵队伍可以选择多于或等于对方上场人数，两队上场队员除

了按竞赛规程要求执行外，多出的队员可以不上场比赛，也可算

符合该场比赛的上场要求（即 10分钟）。否则，判对方 3：0 胜，

如对方进球数为 X（X﹥3），则对方以 X：0 胜。 

（七）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教练员将填写上场 11名运

动员和 7 名替补运动员名单送交第四官员，比赛前 10 分钟临场

裁判员对运动员有关证件进行审查。 

（八）在比赛中，当某一支队在场上队员不足 7人时，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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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停止，并视该队弃权，判对方 3：0 胜，如比赛终止时场上

比分超过 3：0 则以当场终止时实际比分为准。 

（九）如因特殊情况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多方努力

仍未能恢复比赛时，比赛中断时刻的比赛成绩有效，且判定为最

终比分。 

（十）比赛采用中国足球协会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十、比赛服装、器材 

（一）每队必须准备深、浅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比赛

队员紧身裤与比赛短裤的颜色必须一致；守门员的服装颜色必须

与其他队员和裁判服装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替补席队员必须穿与上场球员比赛服颜色不一致的训练背

心。各队领队、教练员及队医服装要统一，且服装颜色必须与场

上双方队员比赛服颜色不同。 

（二）各参赛队伍服装（含比赛服装）如出现商业性广告或

标志，必须于赛前 10 天内书面报主办单位，并经主办单位同意

后方能印制。 

（三）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并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

的袖标。 

（四）运动员必须穿皮质足球比赛用鞋（不许穿着金属钉足

球比赛用鞋）进行比赛，必须戴护腿板，比赛长袜的颜色和款式

队内保持一致。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分别录取、奖励各组别前八名队伍，不足 8 队参赛，

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对获得前八名运动队颁发奖杯；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

必须在全部比赛中至少参加过三场比赛方予以颁发成绩证书。 

（三）奖杯、成绩证书由大会统一制订、颁发，本次赛事证

书加盖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和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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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章。获得各单项前八名的参赛队伍，务必在颁奖仪式结束后

10 分钟内，统一委派代表到比赛编排记录室签领各队的成绩证

书，逾期不领取，大会不予补发。 

十二、经费： 

1、需要大会安排食宿的队伍，请务必在报名表上填写详细

食宿人数（以自愿为原则，但一经填写，不得更改），并以学校

为单位向大会缴纳食宿费（标准另行通知，报到当天按 1天计），

赛区交通自行解决。 

2、参赛队伍其他费用自理。 

十三、每场比赛运动员凭注册卡和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 

十四、报到事宜： 

（一）各队于赛前 1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二）运动队（员）报到需要提交材料： 

1、运动员报到时必须持有身份证原件及学生学籍表复印件

〔复印件须盖学校和所属县、区教育局（或体卫艺科）公章〕。 

2、运动队报到时上交有学校盖章、领队、运动员及其监护

人签名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

没有上交的单位将不允许参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请与报名表一并下载。 

（三）裁判员于比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四）报到地点：另行通知。 

（五）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于报到当天下午 

16:30 召开，会议地点待定。各参赛队伍必须派领队或教练员依

时出席，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席，否则将不接受该队对本次联

席会议涉及内容的投诉。 

（六）报到时主办单位不再下发注册卡（胶质版或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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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参赛队伍自行准备，要求如下： 

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注册并通过审核的运动

员注册卡，请各队自行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里“运

动员管理”的“导出制卡文件”中导出运动员注册卡，并自行打

印（建议用彩色打印）、裁剪过塑，带到赛区检录比赛。 

十五、抽签会议及联席会议 

（一）抽签会议时间、地点待定（具体请于报名后查看广东

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网站公告），具体分组原则和抽签方案将

在抽签会议上公布。各参赛队伍派人或委托代表参加，因故不能

出席的队伍必须在抽签会议前 1天上午 11:00前与广东省青少年

训练竞赛中心电话确认。抽签结果将在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

心网站公布。 

（二）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将于赛前一天在赛区

召开（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各参赛队伍必的领队和教练

员必须依时出席，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席，否则，在第一阶段

的比赛中，教练员不得在比赛场地进行临场指挥工作及不接受该

队对本次联席会议涉及内容的投诉。 

各队务必在联席会议上提交有教练员签字和手机号码的 18

人确认参赛名单。 

十六、公示和申诉 

（一）中学组运动员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通

过审核后，其资料将自动予以公示，请各队伍相互查看，具体公

示密码请查看“广东省中学生运动员管理系统”中“内部公告”。 

（二）报名结束 5 天后，所有队伍报名表将广东省青少年训

练竞赛中心网站（网址：www.gdxjzx.org）公示 7天，请各队伍

核对和相互监督。 

（三）公示期间，主办单位受理各参赛单位对运动员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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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比赛期间及赛后继续接受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但对申诉

实行赛后处理。申诉时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请和支撑材料

（公示期间和赛后须加盖公章），同时交 2000元申诉费。公示期

间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并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

赛中、赛后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队）比赛成绩、名次并

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有关个人及参赛单位，其他运动员（队）

所获奖名次不变。 

十七、保险：参加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并将保险凭证复印件

带到赛区以备查验。 

十八、赛风赛纪 

   （一）为严肃赛风赛纪，体现举办学生体育赛事突出教育特

色，以“团结、奋进、文明、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各参赛

学校须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对本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真

进行审查，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发生。 

    （二）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教练

员、裁判员、领队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

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同时追加停赛 1-2

年及全省通报的处罚，并对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进行责任追

究。 

十九、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广东省

中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积分办法》。 

二十、仲裁、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部分由

承办单位聘请。 

二十一、未尽事宜，请各参赛单位浏览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

赛中心网站（网址：www.gdxjzx.org）中“传统校”专栏，主办

单位不再下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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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