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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尕丁松保 男 63272319950707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 尕玛才吉 男 63272119970216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3 闹吾江才 男 63272519950306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4 李左权 男 31011019891006xxxx 队员 上海华交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足球协会 上海市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5 董卿 男 31010819850113xxxx 队员 上海华交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上海市足球协会 上海市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6 曹玉龙 男 31010919881023xxxx 队员 昆山启航中天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足球协会 上海市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7 李兴杰 男 51010419911012xxxx 队员 昆山启航中天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足球协会 上海市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8 凤晏 男 36233119770113xxxx 队员 万年警体 上饶市第二届八人制比赛 上饶市足球协会 江西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9 俞赟 男 36233119920514xxxx 队医 万年警体 上饶市第二届八人制比赛 上饶市足球协会 江西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10 胡勤 男 36233119880608xxxx 队员 万年警体 上饶市第二届八人制比赛 上饶市足球协会 江西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11 余伟 男 36010419841013xxxx 队员 万年警体 上饶市第二届八人制比赛 上饶市足球协会 江西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12 张震 男 42011619870908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3 田晶 男 42010319810111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4 张伟君 男 42010419840308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5 张晓龙 男 42010419890109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6 李文强 男 42010319890902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7 金鑫 男 42010219910904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8 柴雷 男 15230119890412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19 李欣 男 42010319870104xxxx 队员 武汉宏兴足球俱乐部 2016中国足协杯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冒名顶替、殴打对方队员 终身禁赛 是

20 赵英凎 男 32030219881119xxxx 队员 安徽中瑞拍卖足球队 安徽足协业余足球联赛 安徽省足球协会 安徽省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1 徐勇旻 男 11010119750218xxxx 教练 北控燃气足球队 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2 杨泉 男 11010219870829xxxx 队员 北控燃气足球队 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3 李俊 男 11010819890624xxxx 队员 北控燃气足球队 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4 刘巩 男 11010619880825xxxx 队员 北控燃气足球队 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5 张翊镔 男 11010519890523xxxx 队员 北控燃气足球队 首都职工足球联赛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6 边鸿彬 男 12010519710127xxxx 官员 天津三源兴业锐虎足球俱乐部 2018天津足协杯 天津市足球协会 天津市足球协会 威胁裁判员并带领球队拒绝领奖 终身禁赛 是

27 廖勇 男 51012319940220XXXX 队员 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 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8 冯亚峰 男 51010619900514XXXX 队员 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 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29 刘安涛 男 51102319930920XXXX 队员 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 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30 刘仕豪 男 51150219921224XXXX 队员 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 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终身禁赛 是

31 宋泽海 男 37022119720214xxxx 队员 青岛东昌坤足球队 青岛足协杯赛 青岛市足球协会 青岛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1月22日 2023年1月21日 5年 是

32 王超 男 37021219860807xxxx 队员 青岛东昌坤足球队 青岛足协杯赛 青岛市足球协会 青岛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1月22日 2023年1月21日 5年 是

33 杨洋 男 37020519850921xxxx 队员 青岛格莱美足球队 青岛城市联赛 青岛市足球协会 青岛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6年6月27日 2021年6月26日 5年 是

34 丁嘉洋 男 37020319860220xxxx 队员 青岛格莱美足球队 青岛城市联赛 青岛市足球协会 青岛市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6年6月27日 2021年6月26日 5年 是

35 孟令军 男 21042119890820xxxx 队员 南岭兄弟联队 2018第三届“深圳杯”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足球协会 推搡威胁裁判员 2018年5月2日 2021年5月1日 3年 是

36 尕加 男 63272519950706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37 昂文土丁 男 63272119980710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38 更却曲林 男 63272219970626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39 吾要才仁 男 63272119960918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40 求评扎西 男 63272519970411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41 昂旺次成 男 63272519970501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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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普布扎西 男 63272319980910xxxx 队员 青海大学 中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青海省教育厅 青海省足球协会 追打裁判员 2018年4月23日 2021年4月22日 3年 是

43 黄驰宇 男 33048119880128xxxx 领队 海宁慕容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1年3月30日 3年 是

44 钱思阳 男 33048119971105xxxx 队员 海宁慕容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1年3月30日 3年 是

45 倪大魏 男 33040219791126xxxx 官员 嘉兴振华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1年3月30日 3年 是

46 洪兆伟 男 35050019771029xxxx 官员 泉州青工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47 王铭杰 男 35042519920605xxxx 队员 泉州青工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48 陈煌滨 男 35062319811002xxxx官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49 郭聪奕 男 35020419840225xxxx队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50 欧鹭阳 男 35020419930828xxxx队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51 薛禹辰 男 21020219960313xxxx 队员 泉州青工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1年2月19日 2年 是

52 高超耀 男 44088319950105xxxx 队员 拓基鸿宝队 2017第二届“深圳杯”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足球协会 撞击辱骂裁判员 2017年11月6日 2020年11月5日 3年 是

53 潘云超 男 51018219870902xxxx 队员 UU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队员 2018年8月29日 2020年8月28日 2年 是

54 蒋浪 男 51011219811029xxxx 队员 成龙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甲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协 殴打对方队员 2018年8月20日 2020年8月19日 2年 是

55 赵磊 男 51011219870223xxxx 队员 成龙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甲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协 殴打对方队员 2018年8月20日 2020年8月19日 2年 是

56 叶国兴 男 35062819910301xxxx队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0年8月19日 18个月 是

57 石展鸿 男 44010419870204xxxx 队员 大力神起重机械 广东省足球联赛 广州声色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省足球协会 恐吓威胁裁判员 2017年7月21日 2020年7月20日 3年 是

58 宁敏峰 男 44010519860506xxxx 队员 大力神起重机械 广东省足球联赛 广州声色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省足球协会 恐吓威胁裁判员 2017年7月21日 2020年7月20日 3年 是

59 邱翔辉 男 44010419870614xxxx 队员 大力神起重机械 广东省足球联赛 广州声色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省足球协会 恐吓威胁裁判员 2017年7月21日 2020年7月20日 3年 是

60 何子维 男 44010519921008xxxx 队员 大力神起重机械 广东省足球联赛 广州声色体育有限公司 广东省足球协会 恐吓威胁裁判员 2017年7月21日 2020年7月20日 3年 是

61 张宏伟 男 610125199211130030 队员 绿茵梦足球俱乐部 陕西省群众足球乙级联赛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 西安市鄠邑区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行为 2019年7月12日 2020年7月11日 1年 是

62 雍家龙 男 51072419950802XXXX 队员 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 成都城市足球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恐吓威胁裁判员 2019年7月8日 2020年7月7日 1年 是

63 张明 男 34030319770126xxxx 队员 安徽中瑞拍卖足球队 安徽足协业余足球联赛 安徽省足球协会 安徽省足球协会 追打对方队员 2017年7月2日 2020年7月1日 3年 是

64 王跃庆 男 14260119820519xxxx 队员 临汾尧王一队 山西省足球超级联赛 山西省足协 山西省足协 追打对方队员 2018年6月26日 2020年6月25日 2年 是

65 郭弈辉 男 610104198708012658 队员 中林建设足球俱乐部 2019西安市八人制足球（春季）联赛 西安市足球协会 暴力行为 2019年6月14日 2020年6月13日 1年 是

66 陈弋 男 33041919810301xxxx 官员 海宁慕容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追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0年3月30日 2年 是

67 李波 男 41082319870403xxxx 官员 海宁慕容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追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0年3月30日 2年 是

68 施洋 男 33040219840402xxxx 队员 嘉兴振华足球俱乐部 嘉兴市足球超级联赛 嘉兴市足球协会 浙江省足球协会 参与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4月1日 2020年3月30日 2年 是

69 张衡 男 51090219820314xxxx 队员 成龙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甲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殴打裁判员 2018年8月1日 2020年2月29日 18个月 是

70 陈锦德 男 35052419901227xxxx队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20年2月19日 1年 是

71 曾嵘 男 51010219730612xxxx 队员 川大球大爷 成都城市足球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辱骂威胁裁判员 2018年6月5日 2019年12月4日 18个月 是

72 苗添 男 32010419860120xxxx 队员 大都会人寿队 江苏省金融系统足球锦标赛 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 江苏省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1日 1年 是

73 周盛岚 男 32010519771220xxxx 队员 中国银行队 江苏省金融系统足球锦标赛 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 江苏省足球协会 殴打对方球员 2018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1日 1年 是

74 张哲维 男 23020619860508xxxx 官员 齐齐哈尔中建商砼足球俱乐部 2017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 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参与打架 2017年10月15日 2019年10月14日 2年 是

75 王溪洋 男 51018219870925xxxx 队员 UU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8年8月29日 2019年8月28日 1年 是

76 覃川 男 51012519891017xxxx 队员 UUFC队 2018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8年8月29日 2019年8月28日 1年 是

77 张杰 男 51010519820301xxxx 队员 腾盟FF 2018成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成都市足球协会 成都市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8年8月29日 2019年8月28日 1年 是

78 卢俊明 男 35050219860806xxxx 队员 泉州青工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19年8月19日 6个月 是

79 林天赐 男 35020619940131xxxx队员 厦门联创世纪足球俱乐部 2019闽南杯足球冠军赛 福建省足球协会 福建省足球协会 参与打架 2019年2月20日 2019年8月19日 6个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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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

围禁赛

备注：

更新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