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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 
 

 

 

赣学体函〔2021〕1 号 

 

各有关参赛单位：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体育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组织

开展 2021 年江西省大中学生阳光体育竞赛的通知》（赣教体艺

字〔2021〕8 号）文件，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下发的《关于下发

2021 年江西省大学生阳光体育各项目体育竞赛规程的通知》（赣

学体字〔2021〕1 号）文件要求，2021 年江西省校园足球大学

生十一人制足球比赛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25 日在婺源县举

行。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完善比赛的

各项事宜，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调整赛程时间： 

原定比赛时间为 2021 年 4月 16 日-4 月 25 日，现根据报名

截止情况，将赛程调整为本科男子丙组、本科男子甲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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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乙组、专科男子甲组：2021 年 4 月 16 日-4 月 25 日；本科

女子乙组、专科男子乙组、专科女子甲组：2021 年 4 月 19 日-4

月 25 日。 

二、报到时间与地点： 

（一）报到时间： 

1.仲裁、裁判长、裁判员于 4 月 16 日上午 12:00 前到婺源

县江湾大酒店报到。 

2.本科男子丙组、本科男子甲组、本科男子乙组、专科男

子甲组于 4月 16 日下午 15:30 前到各指定酒店报到，各酒店于

下午 12:00 开始办理入住手续。 

3.本科女子乙组、专科男子乙组、专科女子甲组于 4 月 19

日下午 16:30 前到各指定酒店报到。 

（二）组委会： 

各队于报到当天下午 16:30 在婺源县江湾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召开组委会和裁判长、教练员联席会议，请各队领队和教练

员各一人准时参加会议。 

三、参赛运动员所需材料： 

（一）运动员赛前10日内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

康报告单（含心电图及常规体检等项目，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

参加所报项目比赛）、全队人员专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单、参赛承诺书；疫情防控承诺书及参赛队疫

情防控责任人信息表，组委会后竞赛处报到，核对上述材料，

信息不符者不得参赛。一律不接受以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办理

报到手续。 

四、食宿安排： 

（一）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疫要求，为加强管理，所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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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员集中安排食宿。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未按规定时间

和餐次用餐者，赛会不予补餐或退回餐费。 

（二）酒店及接待安排：（具体见各酒店接待安排表）。 

（三）各参赛单位必须服从大会接待组的房间分配和统一

管理。若有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到会或离会，请提前报组委会接

待处，以便离会时办理相关退费手续。 

（四）超编人员和提前报到的队伍需要组委会安排食宿的

请提前与婺源县体育总会汪光祖联系，联系电话：13979323625，

报到现场不做安排。 

(五)本科女子乙组，专科男子乙组具体入住酒店另行通知。 

五、经费： 

（一）各参赛单位赛事期间，大会统一提供食宿和住宿酒

店往返赛场的交通安排，费用自理，每人每天不超过 200 元。 

（二）所有费用直接缴纳各入住酒店。 

（三）各参赛队报到时需一次性将预定食宿费用缴清，否

则不予安排参赛。为保证报到收费安全性，报到时请尽量使用

非现金支付方式。未按规定时间和餐次用餐者，餐券作废，赛

会不予补餐或退回餐费。 

（四）本次比赛接待处总负责人：程小燕，联系电话：

13970333968。 

六、有关要求： 

（一）各代表队由领队、教练员统一带队员到指定地点报

到，不接受代表队人员的分散报到。 

（二）各代表队请提前两天将本队到达时间及人员信息告

知组委会后勤保障组，接待联系人：易天星，联系电话：

157709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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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后因故不能按时参赛的单位，需在报名截止后 5

日内提交书面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寄送至江西省学生体育协

会，如未告知者将取消该单位两届参加该项目比赛资格。 

（四）运动员若在比赛期间身体不适，不要勉强坚持参赛，

可由本队领队或教练员向赛会竞赛组申请因伤病弃权，否则后

果自负；但对无故弃权者仍执行竞赛纪律规定。 

（五）各代表队参赛期间的口罩等个人防护物资由各代表

队自行准备。 

七、其他： 

（一）本科男子丙组比赛在天然草场地进行，请参赛代表

队自备长钉正式足球比赛鞋进行比赛，禁止使用金属钉。 

（二）各队如无特殊情况可在本队所有比赛结束后离会，

费用按实际发生结算。 

（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各代表队食宿安排表 

 

 

 

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 

2021 年 4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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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代表队食宿安排表 
 

蓝湾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赣南师范大学 24 
汪玮琳 13807078034 

本科男子丙组 
凌灏洋 18770762626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7 
程翔 13970070207 

本科男子丙组 
李孟伦 13970944454 

江西师范大学 27 
潘铭 13870865518 

本科男子丙组 
郑磊 15629376268 

井冈山大学 27 
夏志 18179616216 

本科男子丙组 
王前进 18370664578 

南昌大学 28 
易雪虎 13807063033 

本科男子丙组 
廖金武 13970034957 

南昌航空大学 12 周驰 13870863201 本科男子丙组 

宜春学院 25 
王方雨 13576166787 

本科男子丙组 
何蜀伟 18079821711 

合计 160    

酒店地址：婺源县东升路景观桥头，前台电话：0793—7250888 

可乘坐 1路公交。（秀水华庭站下车） 

大堂经理：江经理，13576373050 

接待联系人：徐小芸，1376649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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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赣南师范大学 26 
汪玮琳 13807078034 

本科男子乙组 
凌颢洋 18770762626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5 
李孟伦 13970944454 

本科男子乙组 
程翔 13970070207 

江西师范大学 25 
索伟 13767451153 

本科男子乙组 
宋柯 15679139983 

上饶师范学院 23 
王虔 17779397885 

本科男子乙组 
邱建华 13907935339 

新余学院 
23 

廖韶伟 13979018395 
本科男子乙组 

刘满江 18607905006 

22 廖韶伟 13979018395 本科男子甲组 

合计 144    

酒店地址：婺源县金庸大道 131 号，前台电话： 0793－7162111 

可乘坐 1路、3路公交。（婺源县长途汽车站对面） 

大堂经理：张经理，15347936111 

接待联系人：俞细湖，1597035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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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婺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27 陈欢 18179159688 本科男子甲组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22 万涛 18607002209 本科男子甲组 

南昌工学院 22 张腾腾 15922922833 本科男子甲组 

江西理工大学 21 

胡继光 13970767031 

本科男子甲组 姜剑 15879741000 

任刘晋 17770142517 

江西服装学院 22 
胡伟 13576089757 

本科男子甲组 
周文勇 13732978095 

江西财经大学 25 

詹新寰 13979134878 

本科男子甲组 徐媛媛 18970846018 

徐萌 13027280537 

南昌工学院 22 

朱荣辉 13007223250 

本科男子乙组 王琛 13051061061 

勒世清 13576979629 

合计 161    

酒店地址：婺源县茶乡东路 202 号，前台电话：0793—7392888 

可乘坐 1路、2路、3路公交。（清华婺大酒店大门下车） 

大堂经理：王经理，15879364388 

住店联系人：欧阳明，1397036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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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逸大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南昌航空大学 22 周驰 13870863201 本科男子乙组 

赣南科技学院 18 
刘智伟 18046869870 

本科男子乙组 
郑伟 13970785668 

南昌师范学院 24 
李磊 13479161526 

本科男子乙组 
杨振 18086770255 

萍乡学院 24 
杨庚 18607995210 

本科男子乙组 
张海鑫 18172701833 

井冈山大学 25 
刘爽 18397966228 

本科男子乙组 
王炜 18907967931 

景德镇陶瓷大学 22 
熊强 13979894696 

本科男子乙组 
李宇 13979894696 

豫章师范学院 22 
王鸿鹄 15079155570 

本科男子乙组 
李国林 13870815623 

江西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26 

丁飞 13870665232 
本科男子乙组 

魏俊 13970971768 

合计 183    

酒店地址：婺源县源头路 1号，前台电话：0793－7211111 

可乘坐 1路、3路公交。（华逸大酒店大门下车） 

大堂经理：朱经理，18879370316 

联系人：王大中，138703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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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大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江西科技学院 21 
万小翔 13870883054 

本科男子甲组 
林俊 13870069812 

东华理工大学 24 
邵建才 13247082779 

本科男子甲组 
陈国华 13979115535 

南昌医学院 21 
张模翔 15870017711 

本科男子甲组 
钟容 15170089055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18 邹文龙 18770003727 本科男子甲组 

九江学院 25 
朱明武 13979248117 

本科男子甲组 
李建军 17600271295 

南昌工程学院 22 
裴麟 15007000836 

本科男子甲组 
严献亮 18970067997 

华东交通大学 22 
胡昕 13667093858 

本科男子甲组 
罗赤平 13807862027 

九江学院 23 
毛敏 15279186972 

本科男子乙组 
刘磊 18807021206 

景德镇陶瓷大学 

科技艺术学院 
26 

徐伟 13907989423 
本科男子乙组 

唐一璐 18930640565 

合计 202    

酒店地址：婺源县文公北路 289 号，前台电话： 0793－7169999 

可乘坐 2路公交。（浅水湾站下车） 

大堂经理：董经理，18720566665 

接待联系人：王卫民，138703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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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江西工程学院 24 陈世武 13320008045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21 黄斌 13732959771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张亚峰 13870812565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21 黄伟 13807916550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25 陈宝元 18679188263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20 刘文武 13607918958 专科男子甲组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26 邓跃飞 13707926099 专科男子甲组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24 廖秋劲 13707008896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17 张建斌 13970945189 专科男子甲组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22 张荆 15079047925 专科男子甲组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17 刘荣庭 15879626023 专科女子甲组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24 柳星星 18907959007 专科女子甲组 

合计 266    

酒店地址：婺源县环城南路 88号，前台电话：0793—7213666 

可乘坐 1路公交。（风景大酒店大门下车） 

大堂经理：詹经理，18779367090 

接待联系人：汪光祖，139793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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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华逸酒店 
 

队  名 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组别 

江西师范大学 26 
丁楠 13716040511 

本科女子乙组 
杨德敏 13707915275 

井冈山大学 26 
王炜 18907977931 

本科女子乙组 
彭显 18397969817 

景德镇陶瓷大学 21 
詹康 1330798876 

本科女子乙组 
万先进 1387980627 

南昌交通学院 18 
李旻 18907083087 

本科女子乙组 
蔡晓春 18720981767 

南昌师范学院 22 
杨振 18086770255 

本科女子乙组 
李磊 13479161526 

上饶师范学院 24 王虔 17779397885 本科女子乙组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21 
曹政 13755378344 

专科男子乙组 
吕鹏 13755720880 

南昌工学院 26 冯玥 18648600604 专科男子乙组 

南昌职业大学 24 郑桢 13576969210 专科男子乙组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24 柳星星 18907959007 专科男子乙组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21 李擎 13970859581 专科男子乙组 

合计 253    

酒店地址：婺源县文公北路 289 号，前台电话： 0793－7169999 

可乘坐 2路公交。（浅水湾站下车） 

大堂经理：董经理，18720566665 

接待联系人：王卫民，13870301048 
 

酒店地址：婺源县源头路 1号，前台电话：0793－7211111 

可乘坐 1路、3路公交。（华逸大酒店大门下车） 

大堂经理：朱经理，18879370316 

联系人：王大中，13870311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