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陈有发 马来西亚 胜 王文贤 柬埔寨 动态棋盘
2 邓久松麟 越南 胜 吴多华 泰国 动态棋盘
3 武国达 越南 和 方仕杰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4 吴宗翰 新加坡 胜 郭宝荣 泰国 动态棋盘
5 邱亮 柬埔寨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吴宗翰 新加坡 胜 陈有发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2 邱亮 柬埔寨 负 邓久松麟 越南 动态棋盘
3 吴多华 泰国 负 武国达 越南 动态棋盘
4 方仕杰 马来西亚 胜 郭宝荣 泰国 动态棋盘
5 王文贤 柬埔寨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邓久松麟 越南 和 吴宗翰 新加坡 动态棋盘
2 武国达 越南 胜 邱亮 柬埔寨 动态棋盘
3 王文贤 柬埔寨 负 方仕杰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4 陈有发 马来西亚 和 吴多华 泰国 动态棋盘
5 郭宝荣 泰国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吴宗翰 新加坡 和 武国达 越南 动态棋盘
2 方仕杰 马来西亚 和 邓久松麟 越南 动态棋盘
3 郭宝荣 泰国 负 陈有发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4 邱亮 柬埔寨 和 王文贤 柬埔寨 动态棋盘
5 吴多华 泰国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武国达 越南 和 邓久松麟 越南 动态棋盘
2 方仕杰 马来西亚 负 吴宗翰 新加坡 动态棋盘
3 吴多华 泰国 胜 邱亮 柬埔寨 动态棋盘
4 王文贤 柬埔寨 胜 郭宝荣 泰国 动态棋盘
5 陈有发 马来西亚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吴多华 泰国 负 吴宗翰 新加坡 动态棋盘
2 陈有发 马来西亚 胜 武国达 越南 动态棋盘
3 邓久松麟 越南 胜 王文贤 柬埔寨 动态棋盘
4 郭宝荣 泰国 负 邱亮 柬埔寨 动态棋盘
5 方仕杰 马来西亚 Bye

台号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对局记录
1 吴宗翰 新加坡 胜 王文贤 柬埔寨 动态棋盘
2 邓久松麟 越南 和 陈有发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3 邱亮 柬埔寨 负 方仕杰 马来西亚 动态棋盘
4 郭宝荣 泰国 和 吴多华 泰国 动态棋盘
5 武国达 越南 Bye

第一轮成绩 （16 May 2022）

第二轮成绩 （17 May 2022）

第三轮成绩（17 May 2022）

第四轮成绩（18 May 2022）

第五轮成绩（19 May 2022）

第六轮成绩（19 May 2022）

第七轮成绩（20 Ma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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