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批准张秋风等 103 人为中国田径协会 

田径场地划线裁判员的通知 

各参加培训企业（单位）： 

2018年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场地划线师考核认证培训班

业已结束，经考核合格，批准张秋风等 103人为中国田径协

会田径场地划线裁判员，并颁发证书。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1 保定市超达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张秋风 53 廊坊爱康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邸子谦 

2 保定市日新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陈小康 54 廊坊爱康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何勇 

3 保定长城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刘珑岩 55 南京登泰实业有限公司 章进冬 

4 保定长城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霍京永 56 南京汉威体育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陈安国 

5 保定长城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王云飞 57 南京诺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马永强 

6 北京奥搏健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高立志 58 南京沃德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倪文华 

7 北京禾泰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陆安华 59 南京沃德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胡跃勇 

8 北京华丽伟业体育场馆建设有限公司 刘红喜 60 南京延明体育实业有限公司 李传彪 

9 北京华体体育场馆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柳雅军 61 南京延明体育实业有限公司 朱钊国 

10 北京华体体育场馆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刘进玮 62 南通华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燕飞 

11 北京凯捷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夏炜强 63 青岛欢动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张攀峰 

12 北京鲲鹏德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陈超 64 青岛明天塑胶铺装有限公司 吴玉兴 

13 北京瑞基斯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双全 65 青岛群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常建明 

14 北京瑞基斯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祖嬴 66 青岛群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傅相魁 

15 北京未来天地建设有限公司 李庆锋 67 山东奥华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周胜昊 



16 博罗县闳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胡石贵 68 山东奥华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付玉忠 

17 朝阳市文体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田志国 69 山东帝燊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杨振玉 

18 赤峰中辰体育场地设施有限公司 张志会 70 山东帝燊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郝亚绅 

19 福建奥翔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林峰 71 山东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于永进 

20 阜阳明睿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龙 72 山东华兮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叶新钢 

21 甘肃胜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张照虎 73 山东乐动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施光信 

22 广东高捷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李敏飞 74 山东乐动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张广瑞 

23 广州杰锐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江锦锋 75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王海新 

24 广州杰锐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冀志远 76 山东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高鹏 

25 广州实力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付要伟 77 山西金航建筑有限公司 贾建文 

26 广州同欣体育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人帅 78 山西金航建筑有限公司 王国彪 

27 广州绣林康体设备有限公司 朱培栋 79 陕西志宇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王仁伟 

28 
海宁奥森聚氨酯体育场铺装工程有限

公司 
王茂松  80 上海田栅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李军 

29 合肥飞驰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朱会义 81 上海田栅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王天硕 

30 河北禾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崔金龙 82 上海勇运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潘海水 

31 河南省超越化建工程有限公司 李红磊 83 
圣桓森德（北京）体育科技有限公

司 
马佳树 

32 河南世达体育设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正秋 84 苏州方圆运动场地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军 

33 河南新旭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袁山领 85 天津鼎兴橡塑有限公司  李根来 

34 河南星亿体育场地建设有限公司 王海超 86 天津华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安华 

35 湖北博天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刘军 87 无锡市恒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勇 

36 湖北博天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张顺 88 西安敦合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彭杰 

37 湖南嘉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方志军 89 烟台阳光塑胶有限公司 徐欣 



38 湖南铭弘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方加敏 90 烟台阳光塑胶有限公司 崔继强 

39 湖南双和建设有限公司 冯争智 91 扬州共创建设有限公司 杜西怀 

40 吉林大学 袁吉 92 云南斑斓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余向富 

41 吉林众行卓越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长远 93 浙江汉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夏培荣 

42 济南锐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朱鹏举 94 浙江汉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彭涛 

43 嘉兴市海光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伍和平 95 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蔡来根 

44 江门市长河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杨东明 96 浙江三速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黄信岳 

45 江门市长河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许洽明 97 浙江伟业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潘杰 

46 江苏博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卞晓华 98 浙江伟业体育工程有限公司 孙冬东 

47 江苏耐斯坦建设有限公司 刘杰 99 
中建辰博（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辛吉波 

48 江苏焱飞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崔勇干 100 
中建辰博（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王胜 

49 江苏云顶建设有限公司 雷亮 101 
中山市东凤镇远洋体育塑胶材料

厂 
周洋 

50 江阴市文明体育塑料有限公司 陆凤华 102 中天（广州）体育产业 汤克武 

51 昆明瑞兴通达体育场地设施有限公司 何书康 103 重庆诚通体育公司 陈平 

52 昆明瑞兴通达体育场地设施有限公司 曹适 
   

 

 

 

 

中国田径协会 

2019 年 1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