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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象棋联合会公报第39号 
2017年09月22日柬埔寨金边 

 

由亚洲象棋联合会主办，柬埔寨棋联总会承办，大昌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赞助的"利发杯"第十八届亚

洲象棋个人锦标赛于2017年09月15至22日在柬埔寨金边的利发大厦举行。 
 

比赛期间，亚洲象棋联合会于9月16至17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及第20届亚洲象棋联合会常务理事会第二次

会议，出席的有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中国、中国香港、印尼、日本、中国澳门、马来西亚、东马、

缅甸、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及中华台北16个会员单位的代表。印度未派员参加会议。 
 

会议由刘恭豪副会长主持。两项会议之决议如下: 
 

（1） 为符合于澳门注册章程之组织架构规定，本会召开了特别会员大会，并选出2017-2018各组织架构之

委员如下： 
 

会员大会 

会长 霍震霆 

副会长 陈泽兰、尹君乐、刘恭豪、邱家辉 

秘书 林关浩、郭莉萍 
 

理事会 

理事长 霍震霆(中国香港) 

第一副理事长 陈泽兰(中国) 

副理事长 尹君乐(中国澳门)、刘恭豪(东马)、王铭(中国香港)、邱家辉(菲律宾)、周文忠(新加坡) 

秘书长 林关浩(新加坡) 

副秘书长 郭莉萍(中国)、谢琼高(马来西亚) 

财务长 尹君乐(中国澳门)(兼) 

副财务长 陈步鹏(中国澳门) 
裁判委员会主任 陈辉煌(菲律宾) 

学务长 梁利成(中国香港) 

推广主任 单霞丽(中国) 

考铨主任 蒋全胜(中国) 

出版主任 徐乃隆(新加坡) 

常务理事 刘思仪(东马)、欧木顺(新加坡)、陈仙福(文莱)、山田光纪(日本)、黄泗(中国香港)、

李周华(马来西亚)、谭青春(越南)、薛嘉昀(中华台北)、许明龙(中华台北)、张旺后(缅

甸)、梁振辉(泰)、常虹(澳大利亚)、冯利发(柬埔寨)、黄丕振(印尼)、李敏勇(印尼)、

李子丰(中国澳门)、高炳枢(中国澳门)、Namdev Shirgaonkar(印度) 

稽查 义务核数师崔世昌(中国澳门) 

名誉顾问 胡荣华(中国) 

会务顾问 李志海(中国香港) 

永久名誉会长 蔡志河(菲律宾) 

 

监事会 

监事长 何敬麟(中国澳门) 

副监事长 蔡志河(菲律宾) 

秘书 刘兴添(马来西亚) 

委员 邝锦光(澳大利亚)、仲元(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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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菲律宾蔡志河先生慷慨捐献20万港币予本会活动基金。 

（3） 获得中国荥阳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会议决定本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将于2018年5月在中国

荥阳市举行，具体时间待定。秘书处将相关部门紧密联系，积极合作。 

（4） 委托东马象棋总会承办2018年第20届亚洲杯象棋锦标赛。中国象棋协会为后补单位。 

（5） 委托越南象棋协会承办2018年首届亚洲青少年象棋公开赛。 

（6） 委托澳门象棋总会承办2019年第19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暨第3届亚洲象棋个人公开赛。 

（7） 委托中国象棋协会与世界象棋联合会及欧洲象棋联合会等进行磋商，探讨统一“象棋国际技术等

级称号”事宜。 

（8） 亚洲杯象棋锦标赛由2018起采用积分加决赛（5+1）赛制。 

（9） 决议于亚洲杯象棋锦标赛赛会期间，承办单位承担各参赛队伍三位男子选手、一位女子选手及一

位少年选手之食宿费，其他队员（领队、后补及超编人员）之食宿费用均需自理。 

（10） 9月16日及17日两天召开第四次亚洲裁判会议，会议由陈辉煌主持。共有22位各地裁判代表出席。

会议同意以推广象棋发展为前提，规则修订需简明实用，以便未来成为象棋国际赛的通用规则。

会议认为原有棋例沿用至今，应该继续保持其精华。主要是对《亚洲象棋比赛规例》中的第一章

至第三章进行修订。其中一个重要决议为“规范官方比赛的棋盘棋子，并将“楚河汉界”四字以

规范格式写进棋盘。至于第四章的棋例，本会委托新加坡代表陈茂然，进行初步整理出《亚洲象

棋比赛规例》最新版本，并且在本会网站公布，供广大棋友参阅。 

（11） 决议从2018年起，本会的会费将定为2,000港币。在明年会议之前缴清2018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则

只需交付1,000港币。 

（12） 推选郭莉萍副秘书长代表本会向大会致谢。 

（13） 以下为"利发杯"第18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前八名成绩 

男子组： 

冠军：赵鑫鑫（中国） 

亚军：曹岩磊（中国澳门） 

季军：郑惟桐（中国） 

第四名：庄宏明（菲律宾） 

第五名：陶国兴（越南） 

第六名：汪洋北（越南） 

第七名：杨添任（马来西亚） 

第八名：刘子健（菲律宾） 

女子组： 

冠军：陈幸琳（中国） 

亚军：王铿（菲律宾） 

季军：高芳清（越南） 

第四名：彭柔安（中华台北） 

第五名：中村千鹤（日本） 

第六名：陈茗芳（新加坡） 

第七名：余婷婷（东马） 

第八名：李雯宜（马来西亚） 

 

（详细成绩请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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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发杯 第十八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男子组 
排名 姓名 国家/地区 积分 对手分 胜率 备注 

1 赵鑫鑫 中国   78.57% 赵鑫鑫6轮後第2名晋身决赛,曹岩磊6轮後第1名晋身决赛 

决赛第一盘赵鑫鑫先和曹岩磊,第二盘曹岩磊先负赵鑫鑫 2 曹岩磊 中国澳门   78.57% 
3 郑惟桐 中国 11 59 78.57%  
4 庄宏明 菲律宾 10 50 71.43%  
5 陶国兴 越南 9 52 64.29%  
6 汪洋北 越南 9 46 64.29%  
7 杨添任 马来西亚 9 45 64.29%  
8 刘子健 菲律宾 8 56 57.14%  
9 吴多华 泰国 8 46 57.14%  

10 吴宗翰 新加坡 7 64 50.00%  
11 李锦欢 中国澳门 7 56 50.00%  
12 沈毅豪 东马 7 49 50.00% 直接对赛、胜局、后胜、执后次数相同，比较强对手名次，两人第1及第2强对

手为庄宏明、汪洋北，沈毅豪第3强对手为刘子健（第8名），胡敬斌第3强对手

为许志雄（第14名） 13 胡敬斌 澳大利亚 7 49 50.00% 

14 许志雄 泰国 7 46 50.00%  
15 郑义霖 东马 7 41 50.00%  
16 刘安生 中华台北 6 54 42.86%  
17 庄力铭 汶莱 6 37 42.86%  
18 邱亮 柬埔寨 5 48 35.71%  
19 邱冠杰 新加坡 5 46 35.71%  
20 甘德彬 柬埔寨 5 44 35.71%  
21 所司和晴 日本 5 37 35.71%  
22 陈鼎品 印尼 4 34 28.57%  
23 段培超 缅甸 3 40 21.43%  
24 江明庭 柬埔寨 1 42 7.14%  

 

利发杯 第十八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女子组 
排名 姓名 国家/地区 积分 对手分 胜率 备注 

1 陈幸琳 中国 13 59 92.86%  
2 王铿 菲律宾 11 61 78.57%  
3 高芳青 越南 11 54 78.57%  
4 彭柔安 中华台北 9 50 64.29%  
5 中村千鹤 日本 8 47 50.00%  
6 陈茗芳 新加坡 7 54 41.67% 直接对赛、胜局相同，陈茗芳后胜局为2 余婷婷后胜局为1 

7 余婷婷 东马 7 54 41.67% 
8 李雯宜 马来西亚 6 43 33.33% 

直接对赛：第4轮-郑爱娜先负李雯宜 
9 郑爱娜 印尼 6 43 33.33% 
10 詹惠美 汶莱 4 39 16.67%  
11 王秀玉 泰国 2 44 0.00%  

 

利发杯第十八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赛获奖名单 

 男子组 女子组 

第一名 赵鑫鑫 中国 陈幸琳 中国 
第二名 曹岩磊 中国澳门 王铿 菲律宾 
第三名 郑惟桐 中国 高芳青 越南 
第四名 庄宏明 菲律宾 彭柔安 中华台北 
第五名 陶国兴 越南 中村千鹤 日本 
第六名 汪洋北 越南 陈茗芳 新加坡 
第七名 杨添任 马来西亚 - - 
第八名 刘子健 菲律宾 - - 

 

 

裁判长：高峰     副裁判长：言穆江     编排长：蓝政鸿      2017 年 9 月 15-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