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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四 川 省 体 育 局 办 公 室 

 

川教厅办函„2017‟57号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四川省体育局办公室 

关于举办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 

暨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体育局、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提高我省校园足球竞技水平，根

据我省 2017 年校园足球竞赛工作计划，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

体育局决定于 2017年 7月 20日—28日在广安市举办 2017年四

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初中

组）、7 月 29 日—8 月 6 日在自贡市举办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高中组）。现将本

次比赛《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本次比赛运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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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审查工作，指导各参赛学校做好报名参赛的各项工作。 

 

附件：1.2017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省

中学生足球比赛竞赛规程（初中组） 

2.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高中联赛总决赛暨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报名表（初中组） 

3.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

省中学生足球比赛竞赛规程（高中组） 

4.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

省中学生足球比赛报名表（高中组） 

注：附件可登陆 www.scedu.net 下载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四川省体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5月 22日 

http://www.sced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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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竞赛规程(初中组)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会    四川省足球协会 

广安市教育体育局          邻水县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 

邻水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邻水实验学校  

邻水中学 

邻水县第二中学  

邻水县北城学校 

四、竞赛时间、地点  

2017 年 7月 20日至 28日在广安市邻水县举行。 

五、参赛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男、女初中组（各 24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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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市（州）2017 年校园足球比赛男、女初中组冠军队。 

2．2016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初中组冠、亚

军队（不占本市名额），如果 2016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总决赛初中组冠、亚军队同时是 2017 年本市校园足球比赛初中

组冠军队，可由本市（州）第二名球队参赛。 

3．东道主广安市再选派男女各一支代表队参赛。 

4．如参赛队不足，根据市（州）学校申报参赛情况由主办

单位决定是否增补（以主办单位通知为准）。 

六、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所学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初中

生（2017 届初三学生可参加初中组比赛，2017 年毕业的小学生

不能参加初中组比赛）。 

（二）各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体检，证明身

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动，必须在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含比赛期间及往返途中）。 

（三）各参赛运动员年龄必须是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四）各参赛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学籍证明【经市

（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盖章的四川省普通中学生登记表】

参赛（其它年龄证明无效）。 

七、运动员资格审查 

（一）组委会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在赛前、赛中及赛后对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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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 

（二）各代表队确认名单后，经审查仍有违规者，立即取消

该队员参赛资格，所在队伍不得补充队员。 

（三）比赛中如发现违规参赛的运动员，取消所在队整个比

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同时取消该队下一年省级比赛参赛资格。此

外，还将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四）凡代表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

赛结果不再改变，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竞赛办法及有关要求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三）执行《全国学生足球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 

（四）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五）竞赛办法： 

1．初中组（男、女各 24 支队）第一阶段分 A、B、C、D

四个组，每组 6 支队进行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

附加赛，小组 1-2 名决 1-8 名，小组 3-4 名决 9-16 名，小组 5-6

名决 17-24 名（抽签分组办法另行通知）。 

2．或根据具体参赛队数决定竞赛办法。 

（六）比赛时间： 

采用 11 人制。男、女初中组每场比赛时间 70 分钟，上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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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各 35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70 分钟成平局，以互踢球点

球的方式决胜负。 

（七）比赛使用“奥联”5 号足球。 

（八）每场比赛替换人数不限，在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中各

限换 3 人，中场休息换人不限，换下队员不得重新上场。 

（九）开赛前 30 分钟上交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未在名

单中的队员不得上场)。 

（十）队员装备： 

1．各参赛队须准备深浅不同颜色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 

2．比赛上衣背后的号码高 25 厘米，胸前小号码高 10 厘米，

短裤左腿前面的号码高 10 厘米。 

3．比赛服号码必须为 1—20 号，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

须与报名单相符，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场比赛。 

4．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须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

别。 

5．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与短裤的颜色必须一致。 

6．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袖

标。 

7．穿布面胶鞋参赛，必须佩戴护腿板。 

（十一）替补席： 

1．裁判席面向场内，其左侧的替补席为主队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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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补席不得超过 13 人(替补队员 9 人，学校随员 4 人)。 

3．替补席人员的服装颜色必须与场上运动员的服装颜色有

明显区别，并对自己行为负责。 

（十二）黄牌、红牌： 

1．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自然停止下

一场比赛(除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外)。 

2．运动员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 

3．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先得到一张黄牌，后又得到一张

红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除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外)，先前

的一张黄牌须累计。 

4．除自然停赛和未执行完的纪律处罚外，小组赛阶段的黄

牌不带入交叉赛、决赛阶段。 

（十三）弃赛、罢赛、退出比赛： 

1．各参赛队无论任何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

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按《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全国学生足球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处罚。 

2．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律委

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十四）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1．如参赛队被认定有严重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组委

会将取消该球队的参赛资格。 



8 

2．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律委

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九、决定名次办法 

胜一场得 3 分，负一场得 0 分。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多者

名次列前；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按下列条件决定名

次： 

1．相互间比赛积分。 

2．抽签。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有关规定执

行。 

（三）评选最佳教练员、优秀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射

手、最佳守门员、最佳裁判员、优秀裁判员。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代表队可分别报领队 1 名（学校主管校长）、教练员 2

名、队医 1 名、运动员 20 名。 

2．各代表队须从网上下载报名表，电子版形式填报一式两

份，经所属市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加盖公章后，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前将纸质报名表和电子版报名表一并报四川省学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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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艺术协会，逾期不接受报名。 

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会联系人：鲁杨梅  向援农 

联系电话：028-86722660 邮箱：727487647@.QQ.COM 

地址：成都市学道街 42 号邮编：610041 

（二）报到： 

1．各代表队须带校旗一面（校旗尺寸 3 号以上，不小于

128X192）；另须自备队旗，在每场比赛前相互交换。 

2．各代表队到赛区报到时必须交验运动员以下证明材料： 

（1）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其它年龄证明一律无效）。 

（2）学籍证明【经市（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盖章的

四川省普通中学生登记表】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含赛区和往返赛区途中）。 

（4）县级以上医疗单位出据的运动员身体健康证明。 

（5）二寸彩色白底免冠照片 1 张。 

3．各代表队务必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 17：00 点以前到广安

邻水赛区报到。（具体要求见补充通知） 

4．各代表队报到时必须签定安全责任书。 

5．2017 年 7 月 20 日 19:00 召开广安邻水赛区组委会暨裁判

长、教练员联席会。（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有关经费 

（一）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 

mailto:7274876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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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区接待每队 24 人，食宿费由赛区承担。 

（三）各代表队的超编人员原则上赛区不接待。若协办单位

有能力接待，食宿费自理，按赛区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裁判员由四川省足球

协会选派，报主办单位审定。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四、其它 

比赛结束后 10 天内，承办赛区负责将秩序册、成绩册(各 5

份、附电子文档)和赛区工作总结(2 份)分别上报四川省学生体育

艺术协会和四川省足球协会，并同时将成绩册(3 份)分别寄给各

市州教育（教体）局和各代表队。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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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初中组)报名表 
市(州)：          队  名：                 组别：初中男╱女 

领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联系电话：                队医： 

序号 姓名 号码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服装尺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市（州）教育（教体）局章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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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 

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竞赛规程(高中组)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会    四川省足球协会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自贡市蜀光中学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四、竞赛时间、地点  

2017 年 7月 29日至 8 月 6日在自贡市举行。 

五、参赛单位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 

（二）男、女高中组（各 24 支队） 

1．各市（州）2017 年校园足球比赛男、女高中组冠军队。 

2．2016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组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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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占本市名额），如果 2016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总决赛高中组冠、亚军队同时是 2017 年本市校园足球比赛高中

组冠军队，可由本市（州）第二名球队参赛。 

3．东道主自贡市再选派男女各一支代表队参赛。 

4．根据报名参赛情况，如参赛队伍不足，由主办单位决定

是否增补（以主办单位通知为准）。 

六、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同一所学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读

高中生（2017 届的高三学生可参加高中组比赛，2017 届的初三

学生只能参加初中组比赛）。 

（二）各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体检，证明身

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动，必须在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含比赛期间及往返途中）。 

（三）各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199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四）各参赛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学籍证明【经市

（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盖章的四川省普通中学生登记表】

参赛（其它年龄证明无效）。 

七、运动员资格审查 

（一）组委会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在赛前、赛中及赛后对参赛

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 

（二）各代表队确认名单后，经审查仍有违规者，立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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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队员参赛资格，所在代表队不得补充队员。 

（三）比赛中如发现违规参赛的运动员，取消所在代表队整

个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同时取消该队下一年省级比赛参赛资

格。此外，还将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四）凡代表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

赛结果不再改变，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八、竞赛办法及有关要求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三）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四）执行《全国学生足球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 

（五）竞赛办法： 

1．高中组（男、女各 24 支队）第一阶段分 A、B、C、D

四个组，每组 6 支队进行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

附加赛，小组 1-2 名决 1-8 名，小组 3-4 名决 9-16 名，小组 5-6

名决 17-24 名（抽签分组办法另行通知）。 

2．或根据具体参赛队数决定竞赛办法。 

（六）比赛时间： 

采用 11 人制。男、女高中组每场比赛时间 80 分钟，上下半

场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80 分钟成平局，以互踢球点

球的方式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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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赛使用“奥联”5 号足球。 

（八）每场比赛替换人数不限，在上半场、下半场比赛中各

限换 3 人，中场休息换人不限，换下队员不得重新上场。 

（九）开赛前 30 分钟上交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未在名

单中的队员不得上场)。 

（十）队员装备： 

1．各参赛队须准备深浅不同颜色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 

2．比赛上衣背后的号码高 25 厘米，胸前小号码高 10 厘米，

短裤左腿前面的号码高 10 厘米。 

3．比赛服号码必须为 1—20 号，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

须与报名单相符，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场比赛。 

4．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须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

别。 

5．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与短裤的颜色必须一致。 

6．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袖

标。 

7．穿布面胶鞋参赛，必须佩戴护腿板。 

（十一）替补席： 

1．裁判席面向场内，其左侧的替补席为主队席位。 

2．替补席不得超过 13 人(替补队员 9 人，学校随员 4 人)。 

3．替补席人员的服装颜色必须与场上运动员的服装颜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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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区别，并对自己行为负责。 

（十二）黄牌、红牌： 

1．运动员在一场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自然停止下

一场比赛(除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外)。 

2．运动员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 

3．运动员在同一场比赛中先得到一张黄牌，后又得到一张

红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除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外)，先前

的一张黄牌须累计。 

4．除自然停赛和未执行完的纪律处罚外，小组赛阶段的黄

牌不带入交叉赛、决赛阶段。 

（十三）弃赛、罢赛、退出比赛： 

1．各参赛队无论任何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

为，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按《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全国学生足球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规定处罚。 

2．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律委

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十四）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1．如参赛队被认定有严重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组委

会将取消该球队的参赛资格。 

2．所有球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红、黄牌取消，纪律委

员会追加处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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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决定名次办法 

胜一场得 3 分，负一场得 0 分。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多者

名次列前；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按下列条件决定名

次： 

1．相互间比赛积分。 

2．抽签。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大会有关规定执

行。 

（三）评选最佳教练员、优秀教练员、最佳运动员、最佳射

手、最佳守门员、最佳裁判员、优秀裁判员。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代表队可分别报领队 1 名（校级领导担任）、教练员 2

名、队医 1 名、运动员 20 名。 

2．各代表队须从网上下载报名表，电子版形式填报一式两

份，经所属市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加盖公章后，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将纸质报名表和电子版报名表一并报四川省学生体

育艺术协会，逾期不接受报名。 

四川省学生体育艺术协会联系人：鲁杨梅  向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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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8-86722660 邮箱：727487647@.QQ.COM 

地址：成都市学道街 42 号邮编：610041 

（二）报到： 

1．各代表队须带校旗一面（校旗尺寸 3 号以上，不小于

128X192）；另须自备队旗，在每场比赛前相互交换。 

2．各代表队到赛区报到时必须交验运动员以下证明材料： 

（1）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其它年龄证明一律无效）。 

（2）学籍证明【经市（州）教育（教体）局审核并盖章的

四川省普通中学生登记表】。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含赛区和往返赛区途中）。 

（4）县级以上医疗单位出据的运动员身体健康证明。 

（5）二寸彩色白底免冠照片 1 张。 

3．各代表队务必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 17：00 点以前到自贡

赛区报到。（具体要求见补充通知） 

4．各代表队报到时必须签定安全责任书。 

5．2017 年 7 月 29 日 19:00 召开自贡赛区组委会暨裁判长、

教练员联席会。（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有关经费 

（一）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 

（二）赛区接待每队 24 人，食宿费由赛区承担。 

（三）各代表队的超编人员原则上赛区不接待。若协办单位

mailto:7274876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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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接待，食宿费自理，按赛区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和裁判员 

（一）比赛监督、裁判监督、裁判长、裁判员由四川省足球

协会选派，报主办单位审定。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四、其它：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资格审查由四川省学生体

育艺术协会负责，竞赛组织管理由四川省足球协会负责。 

比赛结束后 10 天内，承办赛区负责将秩序册、成绩册(各 5

份、附电子文档)和赛区工作总结(2 份)分别上报四川省学生体育

艺术协会和四川省足球协会，并同时将成绩册(3 份)分别寄给各

市州教育（教体）局和各代表队。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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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暨四川省中学生足球比赛(高中组)报名表 
市(州)：          队  名：                 组别：高中男╱女 

领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联系电话：                队医： 

序号 姓名 号码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学籍号 服装尺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市（州）教育（教体）局章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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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 5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