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全国女子拳击冠军赛技术官员及裁判员 

公示表 

竞 赛 总 监：沈志刚 中国拳击协会•秘书长 

竞赛副总 监：于  川 中国拳击协会•训竞部 

竞赛副总 监：焦苏斌 中国拳击协会•训竞部 

 

赛风赛纪监督组 
序号 姓名 赛内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董军 组长 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2  沈志刚 副组长 中国拳击协会·秘书长 

3  尤佩娜 组员 中国拳击协会·副秘书长 

4  于川 组员 中国拳击协会·执委 

5  各单位领队/教练 组员 各单位赛风赛纪监督员 

         仲  裁  组 

序号 姓名 代表单位 赛内职务 裁判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6  李胜林 黑龙江 
技术代表

（组长） 
国际级 黑龙江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 干部 

7  陈  蕾 广东 
副技术代表

（副组长） 
国际级 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 

8  董  军 山东 
台上评估

（组员） 
国家 3星 山东省武城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9  王宾娜 河南 
台下评估

（组员） 
国际级 自由职业 

裁判员若干 

裁  判  员 

序号 姓名 代表单位 赛内职务 裁判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10  苏  泽 吉林 赛事协调官 国家 3星 中税网吉林圣达税务师事务所总经济师 

11  刘  辉 辽宁 裁判员 国家 3星 沈阳广播电视台 

12  叶益林 浙江 裁判员 国家 3星 浙江省温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教师 

13  李  伟 山东 裁判员 一级 3星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14  牛雪婷 山东 裁判员 国家 3星 山东省济宁市体育运动学校训练科科员 



15  杨李妹 福建 裁判员 国家 3星 福建漳州康桥学校 教师 

16  李红娣 武汉体院 裁判员 国家 3星 武汉体育学院 教师 

17  杨婷婷 云南 裁判员 国家 1星 云南警官学院警体部三级主任科员 

18  李  娜 辽宁 裁判员 国家 2星 抚顺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员 

19  李照国 黑龙江 裁判员 国家 1星 黑龙江省跆拳道协会秘书长 

20  王  博 河北 裁判员 国家 3星 保定市体育运动学校 教练员 

21  地里下提·吾西尔 新疆 裁判员 国家 3星 乌鲁木齐市第五小学体育教研组长 

22  黎  斌 陕西 裁判员 国家 3星 陕西威盾电子安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3  单  伟 浙江 裁判员 国家 1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少体校 书记 校长 

24  吴  克 北京 裁判员 国家 1星 北京富瑞行商贸有限公司 经理 

25  史彩强 湖南 裁判员 国家 1星 湖南强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6  徐  杰 江苏 裁判员 国家 2星 江苏省体育局体服中心经营部 部长 

27  赵  亮 甘肃 裁判员 一级 3星 北京众信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8  崔光春 重庆 裁判员 国家 1星 重庆市名耀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29  李  霞 安徽 裁判员 国家 3星 安徽雄武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 

30  张  芳 河北 裁判员 一级 2星 唐山市丰南区教育局 

31  孙  赟 广东 裁判员 一级 3星 个体 

32  宋长瑞 福建 裁判员 国家 1星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少体校、校长 

33  刘  哲 内蒙古 拳赛医生 医师 内蒙古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医务所 所长 

34  冯  博 陕西 拳赛医生 医师 陕西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医师 

35  孙海波 吉林 电子裁判 一级 3星 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 干部 

注：组委视情况自承办地补充适量辅助裁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