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21 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 

U8、U9 精英训练营选拔活动的通知 

 

各区足协、体校、青训中心及个人： 

为贯彻落实《深圳市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7-2050

年）》，进一步提高我市青少年足球训练水平，储备和培养

足球后备人才，市足协拟定于 10月 16 日-10 月 17 日、10

月 23 日-10 月 24 日、10 月 30日-10 月 31日举办中国足协

（深圳）青训中心 U8、U9年龄段男子足球精英训练营选拔

活动。 

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日期、时间、地点 

活动日期：10 月 16 日-10 月 17日 

10 月 23日-10月 24 日 

10 月 30日-10月 31 日 

活动时间：日程安排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活动地点：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地址：光明区

公明街道李松蓢社区，屋园路南侧/金蓢路

东侧处） 



二、年龄范围 

U8 组：2013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 

U9 组：2011 年 9月 1 日至 2012年 12 月 31日出生 

三、报名要求 

1.各组别由各区足协、体校、青训中心联合组织或推荐

一支队伍参加，每队可报 25-30人； 

2.个人形式自愿报名（由专家组现场分配队员组队参

赛）； 

3.报名队员需有较好的足球基础，身体健康，热爱足球

运动； 

4.参加训练营的队员须提前 30分钟到达指定场地并签

到，无故不得迟到和早退； 

5.参营前需提交：球队（或个人）报名表、区县级以上

医院体检证明（6 个月内）、符合本次训练营的运动保险或

少儿医保、签署免责声明等。活动当天带好比赛装备（球队

统一比赛服、胶粒足球鞋、足球长袜、护腿板等，守门员需

自备手套）。 

四、训练营流程 

第一阶段：各参营队伍交流赛（10 月 16 日-10 月 17 日、

10 月 23日-10月 24 日进行，八人制赛制） 

第二阶段：全体参营队员技术测试（10 月 30日-10 月

31 日进行） 



五、防疫要求与其他事项 

1.所有参加精英训练营的人员要主动申报 14 天内是否

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旅居史，14 天内有过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和国外旅居史的人员不得参与本次训练营。 

2.进出的所有人员须进行体温检测，持健康码、行程码，

发现体温过高或有咳嗽、乏力、呼吸道等症状情况时应及时

上报相关单位并立即采取隔离观察。 

3.此次训练营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参加训练营的各单

位队伍及个人请于 2021年 10 月 10 日晚上 22:00前，将报

名需要的相关资料发送至邮箱：kaiser.qin@qq.com。 

联系人：秦佑凯，联系电话：13058167666（微信同号）。 

六、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求以及未尽事宜，再做另行通知。 

 

    附件：1.《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精英训练营选拔活动

球队报名表》 

          2.《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精英训练营选拔活动

个人报名表》 

          3.《免责声明》 

 

 

深圳市足球协会 

                                  2021年 9 月 28 日 

mailto:412553622@qq.com。


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精英训练营 

选拔活动球队报名表 

球队名称：  

领  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球队联系人：          联系电话：            队  医： 

球衣颜色:    /   /   /   （主 场）      （客 场）      /   /   / 

守门员服装： /   /   /   （主 场）      （客 场）      /   /   / 

序号 姓名 号码 出生日期 监护人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精英训练营选拔活动个人报名表 

序

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

姓名 
监护人联系方式 

习惯

位置 
就读学校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 U8、U9 精英训练营 

选拔活动的免责声明 
 

中国足协（深圳）青训中心 U8、U9 精英训练营选拔活动，包括所有与比

赛本身或本人参赛相关的活动。为了参与本次活动比赛，本人在此签名，认可

并同意以下各条款： 

一、 风险承担 

1. 我了解在参加比赛或观赏过程中，包含了一些潜在的事故风险与危

险，如个人和身体伤害（包括死亡）以及财产遗失或损坏。引起这些事件的

原因可能是本人直接或间接造成、他人直接或间接造成，也可能是比赛规则、

场地或设备因素。同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本人无从得知，以及目前无法预测

到的风险。我已经考虑过这类风险的性质和危险程度，并自愿承担这些风险，

无论可知还是未知，不论程度高低，甚至是由免责方（下有定义）疏忽所造成的

风险或其他，我将为本人的参加比赛活动的风险和安全承担全部责任。我清

楚知道比赛的发起者不是保险公司，没有义务为我购买意外保险等险种，我知道

自己购买保险的意义；我知道本次活动主办方已在本人参与比赛活动前提醒并

要求本人购买保险，在比赛开始前自己了解保险类别并购买保险；对于比赛中

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可由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在此我谨宣布我自己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比赛，身体没有损伤、病痛、

心脏病等不适宜参加体育运动的疾病。我理解通过以下措施来减少我的风险：

注意环境，注意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注意所有与安全相关的衣物和装备的使

用情况，我只参加自己精神和身体能力之内的活动比赛；我清楚知道，我的安

全是我的个人责任。如果任何时候我认为是不安全的，那么我会立刻中断参

加比赛。 

3. 如果有紧急情况或其他事件发生，本人同意无条件接受由现场医护人

员在做出合理判断后对本人实施的紧急救助。本人请求在必要时刻的医疗救

护。 

二、拍摄和影像、姓名使用权 

我在此授权本次活动主办方可以使用我的视频、照片、录像，并可以在

比赛中拍摄记录下我的形象、声音或其他与赛事相关的方面（统称“影像”）

并在不需要额外考虑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或媒介，使用这些影像及本人姓

名的权益。本人对于自己影像或姓名的被使用或影像或姓名的剪辑改动，不具

有任何批准权和法律诉讼权。 



三、 免责条款 

1. 我本人，并代表我的法定继承人、财产、承保人、继任者和受让方，

在此完全同意在比赛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责任，与以下各方无关：活动

主办方及其所属负责人、雇员、代理人、受让方和承保人以及所有比赛赞助

商、广告公司、志愿者和员工（以下统称“免责方”）本人则将在法律界定的

最大程度范围内承担个人或身体伤害、残疾、死亡、个人或比赛相关财产

的遗失或损失等责任。 

2. 凡参加活动比赛者均视为接受此声明。该免责声明由参加者自己签名，

他人不能代签。 

3. 如有意侵犯他人或其他涉及犯罪行为，则不在此免责范围内，必须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免责声明目的是活动比赛主办方再次明确比赛的风险，提

高自律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后果，让足球活动更安全，更

快乐。 

本人已经阅读过本活动比赛的免责声明，并完全理解也同意其中的所有

条款，本人自愿参加比赛，自由、自愿地签署本参赛声明，不受任何人诱导和逼

迫。 

 

所有参加活动比赛队员（本人）签字： 

 

 

 

 

所有参加活动比赛队员监护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球队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2021 年   月   日 

 

（注：此声明请双面打印，由所有认同的参加活动比赛队员及监护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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