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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情况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指示精神，统筹

推进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以下简称“职业联赛”）

各赛区、球队、媒体记者等相关人员在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

赛防疫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有序进行媒体采访和电视转

播等工作，依照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下发

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指南》的相关内容，特

制订《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期间新闻采

访与电视转播工作指南》（2021 赛季赛会制版）（以下简称“新

闻工作指南”）。 

疫情防控期间新闻采访与电视转播管理是在中国足球

协会职业联赛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由主办方对职业联

赛疫情防控期间新闻采访与电视转播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各

相关赛区、参赛俱乐部及各级联赛转播机构（以下简称“转

播机构”）配合完成。 

二、媒体与转播工作组组织架构 

根据防控指南的要求，组建职业联赛媒体与转播工作组

（简称“媒体工作组”）。媒体工作组将结合《中国足球协会

男子足球职业联赛新闻组织运行手册》（以下简称“新闻运行

手册”）和新闻工作指南的相关内容，制定详细的职业联赛疫

情防控期间新闻运行管理办法、媒体记者报名要求及防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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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职业联赛媒体相关工作的体

系建设与管理，提升突发事件下的风险应对和处置水平。媒

体工作组根据工作性质，主要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沟通顺畅，建立健全工作体系，落

实责任到人。 

 

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媒体与转播工作组 

组织架构 

组  长：戴晓微  

副组长：杨  扬  

李  博 

组  员：马晓伟、石静溪、赵  轶、马  柯、李浩冉、 

于  敏 

下设赛区新闻办公室： 

媒体运行总协调： 马晓伟  

电视转播总协调： 石静溪 

媒体注册总协调： 于  敏  

媒体服务总协调： 赵  轶  

工作人员：各赛区新闻官、转播协调员  

（一）媒体工作组组长负责统筹推进职业联赛疫情防控

期间各项新闻采访及电视转播工作； 

（二）媒体工作组副组长负责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期间新

闻采访及电视转播各项规定的制定、审核及落实，并负责赛

区新闻办公室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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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工作组下设赛区新闻办公室负责统筹职业联

赛各赛区的媒体注册报名、新闻采访、电视转播等事宜；对

赛区和俱乐部的媒体工作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 

1.媒体运行总协调负责各赛区新闻采访与电视转播具

体措施的落实、执行与管理，并指导赛区新闻官、赛区新闻

工作团队、球队新闻官开展相关工作; 

2.电视转播总协调负责公用信号拍摄/制作的相关事宜，

并指导各赛区转播协调员开展相关工作； 

3.媒体注册总协调负责审核媒体记者注册报名、场次预

约和相关资料的管理; 

4.媒体服务总协调负责各赛区媒体后勤保障工作，指导

赛区媒体酒店、媒体接待人员开展相关媒体服务工作。 

（四）赛区新闻官负责本赛区新闻采访与电视转播工作

的具体执行，履行职业联赛赛区新闻官工作职责，管理赛区

新闻工作团队，对赛区新闻办公室负责； 

（五）各赛区转播协调员负责本赛区公用信号制作现场

执行及转播媒体的协调，管理赛区电视转播团队，对赛区新

闻办公室负责； 

（六）各赛区参赛俱乐部的球队新闻官负责沟通、落实

主教练及球员参加官方安排的新闻采访活动，并确保在赛区

未经媒体工作组的允许下，避免球队官员、教练员和球员与

媒体记者接触； 

（七）各赛区其他新闻采访及电视转播工作人员协助完

成本赛区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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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与转播工作组工作职责 

媒体与转播工作组负责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期间所有媒

体运行（新闻运行、媒体注册、媒体服务等）、新闻采访、公

用信号制作、传输及电视转播协调、舆情监测的管理工作，

赛区新闻办公室负责各赛区具体工作的执行，主要职责如下： 

（一） 负责制定新闻工作指南； 

（二） 负责协调转播机构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各类转播

管理办法，包括但不限于转播工作手册、转播管理承诺书及

各转播区域人员配置表； 

（三） 负责对所有赛区全部比赛场地进行新闻设备设

施检查、制定改造方案，监督和审核场馆改造情况、确认改

造符合比赛要求，并按照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有关防疫要

求进行新闻区域设置； 

（四）负责对所有媒体工作组成员进行统一培训； 

（五）负责媒体记者报名、资料审核、媒体记者报到及

预约场次； 

（六）负责赛前官方训练及赛前新闻发布会拍摄的管理； 

（七）负责媒体入场登记、健康检测及入场管理； 

（八）负责赛前单边播报拍摄的管理； 

（九）负责赛前球队抵达拍摄、抵达采访管理，赛前热

身及球员入场、列队唱国歌、首发合影时媒体记者的管理； 

（十）比赛上下半场，中场休息期间负责体育场各媒体

区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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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负责赛后瞬采及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协调及现场

管理； 

（十二）负责媒体记者抵达赛区后的媒体服务； 

（十三）负责职业联赛期间的舆情监测；负责向相关部

门和个人了解舆情事件具体情况；对舆情进行研判，决定是

否启动处置工作；决定新闻发布的口径和原则、内容和形式；

审定舆情导控和信息发布内容；对舆情突发事件与信息发布

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会商，提出解决

方案及处置措施，明确相关部门进行处置；及时向中国足协

媒体公关部汇报有关情报；与相关城市网信办、微博、今日

头条等单位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络，确保舆情事件应对合理、

处置及时，减少负面影响。 

四、媒体与转播工作组的筹备及组建 

（一）媒体工作组的筹备和组建由主办方协调各赛区新

闻官共同完成，在确保职业联赛人员安全的原则下制定规则、

计划及方案，并报请中国足协职业联赛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批

准； 

（二）媒体工作组及下设新闻办公室须于职业联赛开始

前 30 天正式组建，人员构成来自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各赛

区转播机构、具有 2 年以上职业联赛新闻管理经验的赛区新

闻官、参赛俱乐部的球队新闻官和比赛所在地赛区推荐的新

闻工作者或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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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工作组须于赛前 14 天通过线上会议陆续对

所有成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每位成员熟知职业联赛防疫要

求、新闻工作指南及媒体报道须知等。 

五、媒体记者报名及入场要求 

媒体工作组须于赛前 20天对外发布新闻工作指南及《附

件：2021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媒体报道须

知》，并通过邮件进行媒体报名。 

（一）媒体记者预约报名 

1. 媒体记者须按照主办方要求进行职业联赛媒体采访

预约报名，只有完成预约报名并通过审核的媒体记者才被允

许前往相关赛区进行现场报道； 

2.申请报道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的媒体记

者（文字和摄影）须已通过 2021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

职业赛事媒体证件注册，并通过邮件报名。报名时填写《2021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媒体采访报名表》，并

将《2021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男子足球职业联赛媒体记者承诺

书》扫描件、“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中“通行大数据行程

卡”通过本人手机号查询的动态行程卡截图（查询结果须为邮

件发出前 60 分钟内，以下简称“动态行程卡”）及媒体记者

所在地“健康码”截图（查询结果须为邮件发出前 60 分钟内）

通过邮件发送至 csl-media@cfa-csl.com，并在邮件中确认

是否入住绿区媒体酒店；文字和摄影记者只能申请绿区，蓝

区只对经主办方授权的主转播商、持权转播商和官方摄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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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3. 接收报名时间截止到 4 月 7 日 18:00；各赛区申报的

全国证件信息已与各赛区新闻官确认，媒体记者可通过原赛

区新闻官查询相关信息； 

4.主办方将根据媒体记者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并

于 2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确认媒体记者是否通过报名审核； 

5.官方摄影、主转播商、持权转播商须以媒体所在单位

统一向主办方申请。申请时须区分蓝/绿区，蓝区可申请数量

由主办方确定。 

（二）赛前报到和审核 

1.获得现场采访资格的记者（文字及摄影）第一次前往

赛区，须于指定采访比赛赛前 1 天抵达赛区，并前往绿区媒

体酒店向所在赛区媒体工作组报到，媒体记者报到时须携带

在国家认证的可进行核酸检测的医疗机构完成的核酸检测

报告原件（检测日期须为七日内），提交媒体采访报名表原件、

承诺书原件，现场填写《健康问卷》和《绿区媒体记者住宿

信息表》，出示动态行程卡、媒体记者所在地健康码、赛区所

在地健康码、媒体证件及媒体记者本人身份证。现场完成资

料审核后，方可正式获得职业联赛现场媒体报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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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成功并通过审核的媒体记者（文字和摄影）通过

所在赛区媒体工作组登记确定具体场次，由于疫情防控要求，

媒体工作组有权根据防疫部门要求对单场比赛采取入场人

数限制措施，敬请理解、配合； 

3.官方摄影报名由主办方统一管理，职业联赛各官方图

片合作机构按要求于开赛前 14 天上午 9:00-12:00将全部材

料提交至媒体工作组；进驻蓝区的官方摄影需在主办方规定

的时间抵达赛区报到，并统一在现场接受核酸检测，进驻绿

区的官方摄影报到流程同文字及摄影记者；每场比赛官方摄

影为 4 人（蓝区主官方 2 人，绿区辅官方 2 人）； 

4.主转播商、持权转播商及非持权转播商报名由主办方

统一管理，各转播机构按要求于开赛前 14天上午 9:00-12:00

将全部材料提交至媒体工作组；进驻蓝区的转播机构人员需

在主办方规定的时间抵达赛区报到，并统一在现场接受核酸

检测，进驻绿区的转播机构人员根据各自工作需求前往赛区

报到并提交相关审核资料； 

5.每场比赛主转播商申报人数为：中超联赛 45 人（普通

赛事）或 63 人（焦点赛事）、中甲联赛 34 人（A 级制作）或

26 人（B 级制作）或 17 人（C 级制作）、中乙联赛 17 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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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作），每个机位只允许一名摄像人员； 

6.每场比赛持权转播商申报人数为：中超联赛 12 人、中

甲联赛 8 人、中乙联赛 4 人，每家媒体单位不超过 4 人； 

7.每场比赛非持权转播商申报人数为 4 人； 

 

 

 

 

 

 

 

 

8.媒体记者在赛事期间一旦离开赛区，再回到赛区或者

前往其他赛区，须于指定比赛前 1 天抵达赛区向赛区媒体工

作组报到，同时提交在国家认证的可进行核酸检测的医疗机

构完成的核酸检测报告（检测日期须为七日内），出示动态行

程卡、媒体记者所在地健康码、赛区所在地健康码、媒体证

件及媒体记者本人身份证。现场完成资料审核后，方可继续

进行职业联赛现场媒体报道工作； 

9.报到时媒体记者须按照媒体工作组的要求，遵守最小

安全距离原则，避免交谈。 

（三）赛前一天及比赛日入场要求 

1.比赛日当天，进驻蓝区的媒体记者需统一乘坐蓝区媒

体大巴往返比赛场地；获得现场采访资格的绿区媒体记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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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乘坐媒体大巴前往比赛场地，须在指定时间到达绿区酒店

集合，按照要求出示赛区所在地健康码及媒体证件，并完成

健康检测后乘坐媒体大巴统一前往比赛场地；无需乘坐媒体

大巴的绿区记者可自行前往比赛场地，并在现场绿区媒体入

口处出示赛区所在地健康码及媒体证件，完成健康检测后方

可入场。进入场地后媒体记者须根据所持证件类型穿着媒体

背心在对应媒体工作区内工作，严格遵守最小安全距离原则； 

 

 

 

 

 

 

 

 

2.体育场内场媒体通行区域划分三个区域，分别为场地

和技术区、媒体限定工作区、看台媒体区域。场地和技术区

须佩戴正确的证件、副卡和媒体背心（仅限经授权的主转播

商、持权转播商和官方摄影）进入；媒体限定工作区须佩戴

正确的证件和媒体背心（摄影、主转播商和持权转播商）进

入；看台媒体区域须佩戴正确的证件进入； 

3.文字记者及非持权转播商凭证件进入看台文字记者

席。文字记者席座位之间最少间隔 1 座以上，相邻间隔座位

需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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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方摄影每场限制为 4 人，其中 2 人穿着“官方摄影”

背心，拍摄位置在角球区与替补席之间的固定位置；另外 2

人穿着普通摄影背心，位置在媒体限定工作区工作； 

5.摄影记者、持权转播商须全程在球门后 LED 广告屏/

板后的媒体限定工作区工作，拍摄位置由媒体工作组安排；   

6.工作期间媒体记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遵守最小安全

距离原则； 

 

 

 

 

 

 

 

 

7. 媒体限定工作区须配有座椅，安排持权转播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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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球门区，摄影位置靠近角球区。每名媒体记者位置由媒

体工作组确定（依据媒体到场次序）； 

 

 

 

 

 

 

 

 

 

 

 

 

 

 

 

 

 

 

8.公用信号制作及转播团队按制作标准分为两类，各级

联赛每场工作人员配置不同。 

（1）中超联赛（普通赛事） 

采用 11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置为：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 转播车 1 

4 副导演 转播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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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播车车长（技术总监）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6 切像操作员 转播车 1 

7 慢动作导演 转播车 1 

8 字幕导演 转播车 1 

9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10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3 

11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12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2 

13 调像员 转播车 2 

14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5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3 

16 摄像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0 

17 摄像助理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8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6 

19 数据采集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4 

20 传输人员 转播车、内场 3 

总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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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超联赛（焦点赛事） 

采用 14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置为：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 转播车 1 

4 副导演 转播车 1 

5 转播车车长（技术总监）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6 切像操作员 转播车 1 

7 慢动作导演 转播车 1 

8 字幕导演 转播车 1 

9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10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4 

11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12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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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像员 转播车 2 

14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5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3 

16 摄像师（含飞行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6 

17 摄像助理 转播车、内场、看台 3 

18 特种设备搭建/操作（蜘蛛

眼索道摄像机） 

转播车、内场 10 

19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6 

20 数据采集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4 

21 传输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3 

总计 63 

 

 

 

 

 

 

 

 

 

（3）中甲联赛（A 级制作） 

采用 8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置为：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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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兼切像 转播车 1 

4 转播车车长（技术总监）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5 慢动作导演 转播车 1 

6 字幕操作员 转播车 1 

7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8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2 

9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10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2 

11 调像员 转播车 2 

12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3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2 

14 摄像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8 

15 摄像助理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6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6 

17 传输人员 转播车、内场 2 

总计 34 



 

 

17 

 

 

 

 

 

 

 

 

 

 

 

（4）中甲联赛（B 级制作） 

采用 6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置为：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兼切像 转播车 1 

4 转播车车长（技术总监）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5 慢动作导演 转播车 1 

6 字幕操作员 转播车 1 

7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8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1 

9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10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1 

11 调像员 转播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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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甲联赛（C 级制作） 

采用 4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置为： 

12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3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2 

14 摄像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6 

15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2 

16 传输人员 转播车、内场 2 

总计 26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兼切像 转播车 1 

4 字幕操作员 转播车 1 

5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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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乙联赛（C 级制作） 

全部比赛采用 4 机位常规制作，每场比赛工作人员配

置为： 

6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1 

7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8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1 

9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0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1 摄像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4 

12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1 

13 传输人员 转播车、内场 2 

总计 17 

序号 岗位 活动区域 人数 

1 赛事经理 全部区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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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转播机构使用斯坦尼康摄像机/手持式摄像机，

机位拍摄人员须在替补席一侧角球区与替补席之间区域拍

2 团队负责人 转播车 1 

3 导演兼切像 转播车 1 

4 字幕操作员 转播车 1 

5 现场导演 转播车、内场 1 

6 慢动作操作员 转播车 1 

7 系统工程师 转播车 1 

8 音频调音师 转播车、内场 1 

9 音频、通话工程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0 现场保障人员 转播车、内场、看台 1 

11 摄像师 转播车、内场、看台 4 

12 其他技术人员 转播车、内场 1 

13 传输人员 转播车、内场 2 

总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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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并遵守最小安全距离原则； 

 

（8）评论席、数据采集工作席及特种设备工作席原则上

仅允许一人进入，特殊情况须进入超过一人（最多不超过三

人）须间隔就坐； 

（9）转播车/EFP 区域内遵守最小安全距离原则，最大

程度减少工作人员数量。转播车到场后保持封闭，仅允许有

工作需求的主转播商进入； 

（10）主转播商及持权转播商须自备 1.5 米以上的加长

版支架话筒，以用于赛前主教练抵达采访和赛后瞬间采访； 

（11）非拍摄的转播和传输保障人员进入体育场时间为

赛前 7 小时至 6 小时，完成工作后须立刻离开体育场内场。

转播人员进入体育场时间为赛前 4 小时至 3 小时。 

9. 中超联赛在体育场蓝/绿区各设置一间新闻发布厅，

用于赛后新闻发布会蓝/绿区媒体互动提问使用；中甲联赛、

中乙联赛暂不设置绿区新闻发布厅；  

10.为避免人员聚集，各级联赛体育场不开放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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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采访区，赛前取消更衣室拍摄，赛后取消混合采访。赛

前一天官方训练或日常训练、赛前赛后新闻发布会仅对经授

权的主转播商、持权转播商及官方摄影开放，新闻发布会由

主转播商进行线上直播； 

11.比赛结束后，除拍摄赛后瞬采的蓝区记者外，其他记

者有序离场，不得在场内逗留； 

 

 

 

 

 

 

 

 

 

 

12.比赛进行时媒体记者不得移动位置，如有需求，仅可

在中场休息时通过体育场外场通道或在媒体工作组指引下

经体育场内场绿区通道绕行至另一侧媒体限定工作区； 

13.电视转播工作间照常开放，主转播商可以将设备存

放在屋内，进入屋内的人员须遵守最小安全距离原则。 

六、新闻采访及公用信号制作流程变更 

（一）赛前一天的官方训练或日常训练在球队训练场

进行，不对绿区媒体记者开放，只允许经授权的主转播

商、持权转播商及官方摄影进入； 

（二）赛前新闻发布会在组委会指定酒店进行。中超联

赛、中甲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原则上安排在赛前 1-2天进行，

中乙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原则上每阶段统一进行一次。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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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要求主教练、球员及翻译出席。主席台人员之间

间隔就坐，且与拍摄台保持至少 5 米以上的距离。赛前新闻

发布会原则上不超过 10 分钟，主客队之间间隔 5 分钟。赛前

发布会不对媒体记者开放，只允许经授权的主转播商 2 人、

持权转播商 4 人及官方摄影 1 人进入，并在线上直播；绿区

媒体记者须在发布会前 2 小时将提问问题发至赛区新闻官，

由赛区新闻官筛选后，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提问； 

 

 

 

 

 

 

 

 

（三）比赛日当天赛前取消更衣室拍摄，中超联赛保留

球队大巴抵达拍摄及主教练抵达采访；中甲联赛保留球队大

巴抵达拍摄；中乙联赛不进行球队大巴抵达拍摄及主教练抵

达采访。媒体进行拍摄时须距车门处至少 3 米，并始终保持

与球员、教练员之间的间隔，遵守最小安全距离原则，不能

跟随球员进入球员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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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日赛前热身时，除蓝区主转播商转播机位拍

摄人员及身穿“官方摄影”背心的官方摄影可在替补席与同

侧角球区之间固定位置拍摄外，其他绿区媒体须在球门后

LED 广告屏/板后的媒体限定区拍摄； 

 

 

 

 

 

 

 

 

（五）媒体工作组在赛前 60 分钟将首发名单放置在体

育场蓝/绿区新闻发布厅，供媒体记者自取； 

（六）赛前 40 分钟至 30 分钟，经授权的蓝区持权转播

商可在限定位置进行赛前单边播报，位置为主队替补席一侧

的角球区附近，距离场地边线至少 3 米以上，采访人员不得

超过 2 人；中乙联赛取消赛前单边播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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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赛前保留球队列队入场仪式、球员与裁判员握手

仪式和球队首发合影环节，仅允许蓝区媒体在场地指定位置

进行拍摄和拍照，其他绿区媒体须在球门后 LED 广告屏/板

后媒体限定区拍摄； 

 

 

 

 

 

 

 

 

（八）取消赛后混合采访； 

（九）赛后瞬采按照流程由主转播商于比赛第 80 分钟

时向赛区新闻官提交采访名单，赛区新闻官与球队新闻官沟

通后，于比赛结束后立刻将被采访队员引导至赛后瞬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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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瞬采位置为替补席与同侧角旗区之间，人员之间须遵守

最小安全距离原则；中甲联赛、中乙联赛取消赛后瞬采环节； 

 

（十）赛后新闻发布会在体育场的蓝区新闻发布厅进行，

时间为瞬间采访结束后，顺序为先客后主，发布会具体要求

同赛前新闻发布会。中超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的媒体记者提

问采用蓝/绿区现场互动屏幕方式进行，由赛区新闻官根据

发布会时间控制媒体记者提问数量；中甲联赛赛后新闻发布

会不设置绿区发布厅，绿区媒体记者须在比赛结束后 5 分钟

内将提问问题发至赛区新闻官，由赛区新闻官筛选后，在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提问；中乙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原则上每阶

段统一进行一次； 

各级职业联赛赛场新闻媒体规定流程： 

序号 新闻媒体流程 时间 中超 中甲 中乙 备注 

1 进驻赛区采访 抵达赛区首日 ● ● ●  

2 球队首训拍摄采访 首堂训练课 ● ● ●  

3 俱乐部专访 休息日 ● ● ● 根据俱乐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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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赛前新闻发布会 赛前 1-2天 ● ● ● 中乙每阶段一次 

5 赛前官训或日训拍摄 赛前 1天 ● ○ ○ 中甲根据媒体需求 

6 球队抵达拍摄  

 

 

 

比赛日 

● ● ○ 赛前 100-90分钟 

7 主教练抵达采访 ● ○ ○ 赛前 100-90分钟 

8 首发名单提供 ● ● ● 赛前 60分钟 

9 赛前单边播报 ● ○ ○ 赛前 40-30分钟 

10 首发队员集结拍摄 ● ● ○ 赛前 10分钟 

11 入场仪式拍摄 ● ● ○ 赛前 6分钟 

12 奏国歌仪式拍摄 ● ● ● 赛前 4分钟 

13 赛后瞬采 ● ○ ○ 赛后 5分钟内 

14 赛后新闻发布会 ● ● ● 中乙每阶段一次 

七、媒体与转播工作组工作流程 

（一）赛区准备工作 

1.媒体工作组须于赛前 20 天对外发布新闻工作指南及

媒体报道须知，并于赛前 18 天开放媒体预约报名。媒体预约

报名于赛前 15 天截止，赛前 10 天审核完毕后邮件通知到媒

体记者本人； 

2.赛前 20 天赴各赛区检查场地设施改造情况，确保场

地灯光、电视转播机位、文字记者席、媒体限定工作区、电

视转播工作区、转播工作间及新闻发布厅等设施达到各级职

业联赛比赛要求。未达标的赛区场地限期整改，确保赛前 14

天所有赛场改造完成并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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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前 20 天与赛区确认绿区媒体指定酒店，确定酒店

满足防疫要求，并确认与各赛场距离及交通状况； 

 

 

 

 

 

 

 

 

 

  

4.赛前 14 天至 10 天抵达赛区，对各赛区体育场的新闻

设施进行最终检查，并对各工作区域进行划线、封闭或隔离

准备； 

5.赛前 7 天召开各赛区新闻工作会议，明确职责、确认

工作流程；  

6.正式开赛前 1天在各赛区绿区媒体酒店进行媒体报到

注册、资料审核、核酸检测等工作。 

（二）每轮赛前 1 天及比赛日现场管理 

1.每轮赛前 1天现场管理赛前官方训练拍摄和赛前新闻

发布会的各项事宜。各球队赛前官方训练或日常训练在比赛

主体育场或球队训练场进行，赛前新闻发布会在组委会指定

酒店进行，赛后新闻发布会在主体育场新闻发布厅进行； 

2.比赛日当天上午赛区新闻官参加赛前联席会，介绍当

天比赛新闻采访及电视转播各项准备工作和需要协调的事

宜； 

3.赛前 7 小时，主转播商转播传输保障人员抵达体育场

进行设备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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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赛前 3 小时，赛区新闻官及绿区转播团队抵达场地，

对赛场新闻设施、媒体工作区域、转播设备进行检查与调试； 

5.赛前 120 分钟，赛区新闻工作团队带领蓝区媒体抵达

场地，并引导媒体按照媒体类型至相关工作区域； 

6.赛前 100 分钟至赛前 90 分钟，赛区新闻官、转播协调

员协助主转播商拍摄球队大巴抵达及主教练抵达采访，并确

保人员之间保持最小安全距离； 

7.赛前 60 分钟,绿区媒体开始入场，赛区新闻工作团队

对进场的媒体人员进行审核检测后，引导媒体按照媒体类型

至相关工作区域； 

8.赛前 60 分钟，赛区新闻工作团队须将首发名单放置

在蓝/绿区新闻发布厅； 

9.赛前 40 分钟至赛前 30 分钟，赛区新闻官协助持权转

播商进行赛前单边播报，确认拍摄人员数量及位置，并须始

终保持距离边线至少 3 米以上；  

10.赛前 30 分钟,停止媒体入场，赛区新闻工作团队进

入内场，管理球员入场、列队唱国歌及首发合影的拍摄工作。

除必要的新闻区域工作人员外，其他工作人员离开场地； 

11.比赛期间，赛区新闻官及工作团队须分时段进行各

媒体限定工作区域检查，上下半场各 2 次； 

12.赛后瞬采时赛区新闻官负责与球队新闻官沟通，确

保被采访球员第一时间参加赛后瞬采； 

13.比赛结束后赛区新闻工作团队分别引导蓝/绿区媒

体进入蓝/绿区新闻发布厅（绿区摄影记者除外）；  



 

 

30 

 

 

14.赛后新闻发布会于比赛后 10 分钟之内召开，按照先

客后主顺序进行，赛区新闻官主持发布会。 

媒体与转播工作组工作流程时间表： 

倒计时 活动内容 

-30天 媒体工作组成立 

-20天 赴各赛区检查场地设施改造情况 

-20天 发布新闻工作指南及媒体报道须知 

-20天 与赛区确认绿区媒体酒店相关情况 

-18天 开放媒体采访预约报名 

-15天 媒体采访预约报名截止 

-14天 
对各赛区体育场的新闻设施进行最终检查，并对各工作区域进行划线、封

闭或隔离准备 

-7天 召开各赛区新闻工作会议，明确职责、确认工作流程 

-1天 绿区媒体酒店进行媒体报到注册、资料审核、核酸检测等工作 

-1天 现场管理赛前官方训练或日常训练拍摄、赛前新闻发布会的各项事宜 

比赛日上午 赛区新闻官参加赛前联席会 

-420’ 主转播商转播传输保障人员抵达体育场进行设备调试工作 

-180’ 
赛区新闻官及绿区转播团队抵达场地，对赛场新闻设施、媒体工作区域、

转播设备进行检查与调试 

-120’ 
赛区新闻工作团队带领蓝区媒体抵达场地，并引导媒体按照媒体类型至相

关工作区域 

-100’ 赛区新闻官、转播协调预案协助主转播商拍摄大巴抵达及主教练抵达采访 

-60’ 绿区媒体人员进场 

-60’ 赛区新闻工作团队须将首发名单放置在蓝/绿区新闻发布厅 

-40’ 赛区新闻官协助持权转播商拍摄赛前单边播报的拍摄工作 

-30’ 赛区新闻官及工作团队进入内场，管理球员入场、列队唱国歌及首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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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 

赛区新闻官及工作团队须分时段进行各媒体限定工作区域检查 

中场休息 15分钟 

下半场开始 

赛区新闻官及工作团队须分时段进行各媒体限定工作区域检查 

下半场结束

前 10分钟 

赛后瞬采按照流程由主转播商于比赛第 80分钟时向赛区新闻官提交采访

名单，赛区新闻官与球队新闻官沟通后，于比赛结束后立刻将被采访队员

引导至赛后瞬采位置 

+10’ 
赛后新闻发布会于比赛后 10分钟之内召开，单场发布会时长不超过 10分

钟，主客队发布会间隔不超过 5分钟 

八、赛区新闻工作区域、设备及设施防控要求 

（一）赛区须在媒体登记处、文字记者席、评论席、球

门后 LED 广告屏/板后的媒体限定区、新闻发布厅、转播机

位、电视转播车、转播工作间、EFP 工作间、评论席、数据采

集工作席及特种设备工作席提供免洗消毒凝胶、消毒棉片及

一次性纸巾，并在每个区域配备专用的口罩回收桶及垃圾桶； 

（二）赛区须在媒体进场前对媒体登记处、文字记者席、

评论席、球门后 LED 广告屏/板后的媒体限定区的座椅、新闻

发布厅主席台、评论席、数据采集工作席及特种设备工作席

进行消毒，赛后再次消毒； 

（三）赛区须提供媒体专用卫生间，须与赛场工作人员、

竞赛官员、球队分开。赛前、中场休息时进行清洗消毒。卫

生间内提供洗手液、一次性纸巾、口罩回收桶及垃圾桶； 

（四）文字记者席、评论席、球门后媒体限定工作区域、

新闻发布厅、电视转播工作间、EFP 工作间、转播工作区及

转播车实行封闭管理，媒体通道独立于球员和官员通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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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设计路线，保证不交叉。赛区组委会负责各区域的安检和

安保工作，保证所有工作人员凭正确的证件和背心进出； 

（五）赛前新闻发布会在组委会指定酒店进行，发布会

前 2 小时须对发布厅进行全面消毒； 

（六）转播车在进入体育场之前、EFP 工作间在投入使

用之前由转播车车长或 EFP 工作间负责人负责监督全车/全

屋消毒一次，填写消毒记录；所有摄像机实行专机专人专用，

使用人在使用前和使用后负责对摄像机消毒；转播工作结束

后需对全车/全屋进行消毒，填写消毒记录；同时减少转播工

作人员出入转播工作区的频率； 

（七）媒体大巴车须每日进行彻底的消毒，大巴车抵达

媒体指定酒店后消毒一次、抵达赛场媒体下车后消毒一次、

工作结束后消毒一次，工作期间不允许其他人员上车，每日

须填写消毒记录。媒体大巴司机建议由赛区提供，须入住组

委会指定酒店，每次工作前须测体温及检查健康码。 

九、媒体与转播工作组及工作团队防控要求 

（一）媒体工作组成员须于赛前 14 天至 10 天抵达赛区

报到，出示动态行程卡、本人所在地健康码及赛区所在地健

康码，并接受核酸检测； 

（二）所有媒体工作组成员报到后统一入住组委会指定

酒店（包含赛区所在地工作人员）； 

（三）赛区新闻官及工作团队抵达赛区后除必要工作外，

不得离开组委会指定酒店，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公众场合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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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 

（四）除非必要，尽量减少会议。必须进行会议时，参

会人员尽量最小化，全员全程佩戴口罩； 

（五）进入比赛场地时，按照规定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

码查验，合格后进入场地工作，工作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任何不佩戴口罩的人员将禁止从事相关工作； 

（六）比赛开始后，除有必要工作的新闻工作人员外，

其他人员不得进入内场（每个球门后的媒体限定工作区各配

备 1 名新闻工作团队人员）； 

（七）赛前官方训练、赛前赛后新闻发布会及赛后瞬采

除有必要工作的新闻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进入相关区

域； 

（八）负责拍摄赛前官方训练或日常训练、赛前赛后新

闻发布会直播、抵达拍摄、赛前单边及赛后瞬采的公用信号

制作、转播团队及官方摄影团队，须统一入住组委会酒店，

并实行封闭式管理。 

十、媒体记者防控要求 

（一）根据卫生防疫要求，采访次数和进入体育场的媒

体人数将被最小化。所有获准进入体育场的媒体人员须缩减

在场馆停留的时间，并尽可能的缩短通行距离； 

（二）只有按照媒体工作组的要求注册、报名、提交审

核材料及核酸检测合格后，方可获得现场采访报道的资格； 

（三）媒体记者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尽量选择最快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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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的方式，建议直飞或直达，减少周转。提前咨询航空公

司或高铁站，避免与国内外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乘坐同一

航班或车厢； 

（四）媒体记者出行期间在任何场合（包括但不限于前

往机场或火车站、候机或候车、乘坐交通工具等）应佩戴口

罩，随身携带消毒纸巾进行必要消毒。尽量避免触碰公共设

施，勤洗手，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提前确认出发地健康码

和赛区所在地健康码均为无异常及出发前 14 天内无任何身

体不适，体温正常； 

（五）中超联赛、中甲联赛赛区设置绿区媒体酒店，用

于进行相关媒体服务工作； 

（六）采访中超联赛、中甲联赛的绿区媒体记者建议入

住组委会指定的绿区媒体酒店，如入住其他酒店须如实向媒

体工作组提供酒店信息，并每日自测体温，记录后于进入体

育场时提交。在赛区期间，尽量避免外出，不聚会，公众场

合须佩戴口罩； 

（七）参与各级职业联赛公用信号制作、转播团队及官

方摄影团队的蓝区人员，须统一入住组委会酒店； 

（八）赛区为蓝/绿区媒体提供媒体大巴，蓝区媒体需统

一乘坐大巴前往比赛场地，绿区媒体可前往绿区酒店乘坐大

巴或自行前往比赛场地； 

（九）媒体记者须携带足够的防疫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口罩、消毒湿巾及免洗消毒凝胶等）前往赛区，并做好日常

清洁及个人设备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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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赛前 1 天和比赛日，媒体记者须按媒体工作组的

规定和时间表，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后，服从赛区媒

体工作组的安排进入媒体限定区域工作，并全程佩戴口罩； 

（十一）进入媒体限定工作区域后，除去卫生间外，尽

量不离开工作位置，不聚集，减少交谈，与他人保持最小安

全距离，不触碰任何比赛设备、设施、器材（包括但不限于

比赛用球，替补席，角旗，球网，LED 广告屏等）； 

（十二）媒体记者请勿自带食物和水前往体育场，媒体

工作组会给每名记者提供瓶装矿泉水。因公用信号制作团队

赛场工作时间较长，用餐将由媒体工作组统一安排，用餐时

须离开体育场内场。其他媒体人员请自行用餐后前往体育场； 

（十三）赛后媒体记者结束工作后，第一时间离开赛场，

不在场地逗留； 

（十四）职业联赛期间，媒体记者如在官方采访之外时

间计划采访教练员、运动员，须向媒体工作组提出申请，由

所在赛区的媒体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批准； 

（十五）在酒店、训练场或比赛场地等场所，媒体记

者不得在未经媒体工作组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直接接触教练

员、运动员进行采访，违反规定者取消本赛季职业联赛报

道资格； 

（十六）尽可能地通过电话、电邮或其他通讯手段进行

沟通，减少不必要的面对面交谈； 

（十七）如媒体记者到场工作时出现体温异常或疑似症

状，应第一时间向媒体工作组报告，媒体工作组须立刻向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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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医务官报告，并安排记者就近在隔离帐篷内进行隔离，同

时通知地方防疫部门对隔离人员进行隔离检查。详细指引应

参照《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疫情防控指南》； 

（十八）所有媒体记者须听从媒体工作组的管理，根据

新闻工作手册配合进行健康安全监测。媒体记者必须佩戴正

确证件及穿着正确的媒体背心进入限定媒体区域。如违反本

新闻工作手册的任何内容，媒体工作组有权禁止违规记者进

入场地，情节严重者将根据违规情况进行处罚。 

十一、附则 

（一）新闻工作指南自中国足协批准之日起生效，后续

修订、增加的相关规定经中国足协批准后，将以公函方式发

送给各赛区组委会和各级职业联赛参赛俱乐部，作为此工作

指南的更新或补充； 

（二）新闻工作指南中规定的防控措施和相关安排的调

整、暂停或取消，应根据国家有关防疫政策的要求随时进行

调整，具体以中国足协和主办方最终通知为准； 

（三）中国足协和主办方拥有对本指南的最终解释权和

实施权； 

（四）因疫情防控需要，新闻工作指南仅对部分相关程

序及规定进行变更，未涉及的条款将继续按照新闻运行手册

的内容执行； 

（五）各相关单位及个人须严格按照新闻工作指南要求

内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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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联赛期间媒体记者如有违反国家、地方关于

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以及职业联赛各项比赛期间的疫情防

控规定，或被证实提供虚假信息，中国足协和主办方有权取

消媒体记者本赛季职业联赛采访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