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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伯体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贝斯伯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致力于品牌
活动策划、管理、执行、及棒垒球的基层教学，等线上线下全
方位一体化整合推广服务。客户至上是我们在服务中谋求双赢
的原则。我们尊重客户，客户的利益高于一切；客户的成长和
发展对我们来说更具战略价值。我们以“卓越服务”创造高附
加值，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在立足于品牌的市场模式下，在我们不断的努力改进之
下，公司的产品成功进入【2018年东亚杯女子垒球锦标赛】、
【2018年亚运会】成为部分球队指定使用的产品，身受国际球
队教练员、以及全国各地专业教练员的认可。

我们将沿袭客户一贯的品牌文化与特质，结合实际需求，
为客户创造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放眼未来，我们
将追随市场的脉动，紧贴客户需求，保持新鲜活力，让全体公
司同仁在最佳工作环境中发挥最佳能动性。同时，我们也与各
类行业伙伴（如供应商）密切合作，不断开拓和积累更广泛与
高效的服务体系。我们注重公司的永续经营和发展，我们期待
成为客户在商业运作中的长期战略发展伙伴。

诚挚欢迎爱好棒垒球的球友们与我们共襄盛举，参与棒垒
球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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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

一、办赛单位

（一）指导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

（二）主办单位：

中国垒球协会

（三）冠名单位：

广东熊猫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四）承办单位：

苏州贝斯伯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五）协办单位：

昆山市台协慢速垒球联盟

二、竞赛时间：2019年5月12日

三、竞赛地点：昆山慧聚垒球公园

四、参赛资历格：

（一）球队注册资格。在中国注册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实体
（以下简称企业），均可通过“棒垒球比赛APP”注册球队，球队名应为该
企业名称，队标和队旗为该企业标识Logo。

（二）球员注册资格。凡在中国注册企业就业者，均可通过“棒垒球比
赛APP”注册成为会员后，加入本企业球队，本企业为注册球队的，可加入
其它企业球队，球员一旦加入一支企业球队，不得转会其它球队，只可转
回本企业球队。如原球队所属企业停止注册，则可转会其它球队。

球员注册时，有效身份证件类型为以下六类：1、居民身份证；2、港
澳居民居住证；3、台湾居民居住证；4、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5、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6、护照（外籍人士专用）。企业球队年度注册人
数不限，但参加分站赛人数有限制，分区赛参赛人员须为本区域各分站赛
参赛人员，参加总决赛人员须为本区域分区赛参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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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

（三）报名参赛资格

1、一支球队在全国范围内只可报名参加一个分站赛。已报名参加其它
分站赛的球队不可报名参加本分站赛。

2、一名球员只能在一支企业球队注册并随队报名参赛。

（四）资格审验

1、赛事组委会有权随时查验参赛球员或参赛球队的证件和资格，凡所
查证件与注册证件不符或其他资格问题，取消参赛资格，所涉球队全部参
赛成绩均判为0：10负。

2、参赛队伍数量不限，各参赛队每组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队医
或工作人员1名，运动员15名。

3、参赛年龄：不限。

4、凡已报名参加比赛的队伍，不得无故退出比赛。

5、运动员需经过医生检查并加盖省辖市级以上医务公章，证明身体健
康，适合参加棒垒球项目者，方能报名参加比赛。

6、各参赛单位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医疗、意外伤病等保险事宜，运动
员报到时，需交人身意外伤残保险手续。抵达赛区在资格审查时与二代身
份证一并进行审核，否则不得参赛。对弄虚作假者，将予以停赛处罚。

7、所有注册参赛队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垒球协会慢投垒球竞赛规则及台湾地区慢速垒球协会
2015-2019慢速垒球规则。

（二）赛制扩赛程编者按排由分站赛执行委员会根据报名情况拟定，报
中国垒球协会备案后发布。

（三）赛事运行、技术统计和成绩发布采用“棒垒球比赛APP”统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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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
六、报名办法

（一）本分站赛是2019年“熊猫杯”中国慢投垒球企业联赛的一部份，接
受全国任何企业队伍报名参赛。

（二）请有意参赛的队伍于2019年4月20日之前，通过“棒垒球比赛APP”
报名。报名咨询电话：黄健智 13915776873  棒垒球比赛APP技术问题：
010-86487428转8232。

（三）报名人数：每队球员报名人数不少于10人，最多25人（含领队［可
兼］1人，教练［可兼］1人）。

七、奖励办法

团体奖：录取前2名。

八、比赛器材

（一）比赛用球：采用大会提供之标准比赛用球。

（二）比赛球棒：一律使用大会提供之木质球棒。

九、技术官员、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由昆山市台协慢速垒球联盟统一选调国际级、国家级裁判。

十、申诉与处罚

（一）凡对参赛队、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须于赛前或赛后2
小时内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经领队、教练签字的《申诉报告书》和2000元
申诉费，经相关部门核实无误后申诉费如数退还，反之则申诉费不予退还。
口头申诉不予受理。

（二）比赛地程中如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参赛动动员，将取消本队已赛
过的所有成绩，并不允许参加后面的比赛。处罚结果经资格审查委员会上报
组委会核实审批后，将向所有会员单位通报，并对球队和个人进行禁赛两年
的惩罚。

（三）凡已报名参赛的单位，未经组委会同意，不得无故退出比赛。无
故退出者停赛两年。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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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教练 队长 教练

謝宗佑

郭家宏

黄粲升

廖崇亨 石明丰 单复升 林庆发 孫敏雄 杨镇嶽

廖崇亨 吴三吉 郑子健 孫敏雄

运动员

吴三吉 郑子健 许又壬 刘丰至 石金忠

徐英时 洪宏佳 刘钟元 林金东 孙元圣

臧祐廷 方稳穩 郭诗贤 丁俊杰 林靖哲

張淵智

艾克米疣猪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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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副领队 队长 教练

黃鉦育

陳世哲

王敦睦

蘇信周 孫世旻 施培謙 OSTROWSKI,MIC
HAEL,THOMAS

高昱智 蔡彰哲

卓嘉緯 陳照郎 梁治群 江上鋒

运动员

蘇勝明 江上鋒 黃東柏 蘇冠豪 梁治群

陳重治 杨承翰 詹國彬 葉威岐 洪祥明

陳羿帆 余思帆 莊耀綸 簡燈邦 廖經綸

GALE JOHN 
ALEXANDER

昆山崴之全五金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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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副领队 教练

黄兆彰

李柏宽

程启航

杨士贤

邱世宏 洪尧彬 洪明聪

运动员

邱世宏 洪尧彬 洪明聪 谢启祥 姜皓勋

苏声豪 樊明虎 吴念颖 李兴华 黄庆龙

张裕典 张国安 何信达 纪文耀 王东

李国惠 张良宝 沈庄 侯春发

昆山斯迪諾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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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队长 教练

陳敬中

梁定芳

蘇彦宗

李建志 賴宗權 黄贤龙 張瑋祥 王竣彦 陳勝瑔

呉峻铭 沈勝絃 蘇信東

运动员

蘇信東 蕭汝權 王祥燁 葉振弘 張簡升

拱克銘 呉峻铭 林上煒 高煌城 沈勝絃

鄭曜宗 李威霆 潘啓铭 吕崇玮 林彦君

陳忠榮 王銘璽

濡鑫光電小熊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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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教练 队长

吴添富

廖伟翔

康育箕

陈志忠

吴添富 吴宪昭 许振智

运动员

杨峻宇 邱宪文 王栋梁 常康 赖韦呈

陈子康 郭史修 许振智 黄煜为 陈家毅

刘振林 黄昱翔 彭康舜 曾重仁 董人豪

蔡文贵 吴宪昭 王安民 李桂春 黄子铭

省泉贸易飞鹰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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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 队长 教练

邱奕洲

陈清缥

杨逸尘

李邦宇 方鸿 居永乐 李浩宏 陈彦仲 张永鑫

楊志偉

运动员

楊志偉 張源斌 鄭有成 張銘麟 祁佳

鄭家豪 曹殿傑 邹琛 張源杰 简志宏

陳玉泰 劉政揚 庞克文 李炳宏 韩烨磊

吕佳铅

阿利曼老虎壘球隊



竞赛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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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场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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