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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 4 月 9 日至 11日在松溪县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松溪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松溪县教育局

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三、竞赛项目：

（一）锦标赛

甲、乙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丙组：男女单打。

（二）联赛

高中、初中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四、运动员资格

（一）锦标赛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

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二）联赛

1、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格

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2、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双

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一

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3、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

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

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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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

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

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及

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次，

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赛资

格。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1、锦标赛

甲组：2008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10 年 1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11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联 赛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2005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二）组队

1、锦标赛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名、教练 2人，男、女

运动员共 24人，各组别单打限报 6 人，双打限报 2 队。甲乙组运动员单、

双打可兼报。

2、联赛

（1）报名人数：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男、女运动员共8人。

各组别单打限报4人，双打限报2对，单双打可兼报。

（2）所有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其运动员须来自同一所学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单、

双打比赛均采用5局3胜制。

（二）各项目比赛赛制根据报名人（对）数确定。

（三）报名不足 3 人（队、对）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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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用球：三星 40＋白色塑料。

（五）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运动员上场比赛不得穿着白色服装，

双打比赛队员服装须相同。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录取前六名，6人（含 6人、对）以下减一录取。一至

六名按 7、5、4、3、2、1 计分。

（二）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取，

按各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如遇总分相等，则以

各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体队数

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排列，若总分相等，则

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此类推。运动员为 4 人以上（含

4人）的代表队方可进行团体总分排名。

（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

三等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

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3 月 25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

赛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

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人员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

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

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nptyjx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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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乒乓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参加项目

单打 双打

备注：参加单打请打√，双打配对队员分别用①①、②② ……表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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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乒乓球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参加项目

单打 双打

备注：参加单打请打√，双打配对队员分别用①①、②② ……表示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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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4 月9 日至11 日在延平区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延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延平区教育局

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三、竞赛项目：

（一）锦标赛

甲、乙、丙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丁组：男女单打。

（二）联赛

高中、初中组：男女单打，男女双打。

四、运动员资格

（一）锦标赛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

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二）联赛

1、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格

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2、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双

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一

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3、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

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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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赛。

4、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

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

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及

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次，

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赛资

格。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1、锦标赛

甲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8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丁组：2012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联 赛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2005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二）1、锦标赛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名、教练 2人，男、女

运动员共 28 人，各组别单打限报 4 人，双打限报 2 队。甲乙组运动员单、

双打可兼报。

2、联赛

（1）报名人数：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男、女运动员共8人。

各组别单打限报4人，双打限报2对，单双打可兼报。

（2）所有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其运动员须来自同一所学校。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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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办法根据报名人（对）数而确定。

（三）报名不足 3 人（队、对）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四）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双打比赛队员服装须相同。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录取前六名，6 人以下（含 6 人）减一录取。一至六名

按 7、5、4、3、2、1计分。

（二）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取，

按各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如遇总分相等，则以

各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体队数

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排列，若总分相等，则

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此类推。运动员为 4 人以上（含

4人）的代表队方可进行团体总分排名。

（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

三等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

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3 月 25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

赛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

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赛

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

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nptyjx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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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参加项目

单打 双打

备注：参加单打请打√，双打配对队员分别用①①、②② ……表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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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羽毛球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参加项目

单打 双打

备注：参加单打请打√，双打配对队员分别用①①、②② ……表示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14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邵武市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邵武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邵武市教育局

参加单位：各县（市、区）、全市传统特色校

三、竞赛项目：

（一）少年甲组

（1）自选拳术（长拳、南拳、太极拳任选一项）

（2）自选短器械（刀术、剑术任选一项）

（3）自选长器械（枪术、棍术任选一项）

（二）少年乙组

（1）自选长拳

（2）自选短器械（刀术、剑术任选一项）

（3）自选长器械（枪术、棍术任选一项）

（三）少年丙组

（1） 拳术（自选长拳+规定拳）

四、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

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男女甲组：2007 年 1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10 年 1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12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以县（市、区）或传统特色校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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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练 2人、各组别男、女运动员各 4 人。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最新《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二）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和全能项目赛。

（三）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上场运动员必须穿着符合规则要求的武

术服装和鞋。

（四）报名时需提交难度动作套路登记表。

（五）比赛难度动作。

1、甲组：运动员选报不同等级的同种技术类型的动作难度和动作难

度加连接难度，不得超过两次，超过规定者，按前两次计算难度分数。

2、乙组、丙组：A 级同一动作难度只能计算一次分数，同一动作难

度加不同连接难度可计算两次分数（连接难度）；B 级连接难度只能选做

一次；C级（含 C级）以上连接难度不计分。

3、下降分只能放在最后一个难度。

4、对必选动作要求：参加自选套路运动员必须做规则中对各项目要

求的主要动作内容。

（六）报名不足 3 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比赛。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录取前八名，8 人以下（含 8 人）减一录取。一至八名

按 9、7、6、5、4、3、2、1计分。

（二）本次比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 7 队减一录取，

以各项目得分之和的多少排列名次，如遇总分相等，则以各单项第一名多

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

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4月 1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加盖

公 章 ）， 寄 达 南 平 市 体 育 局 竞 技 科 ， 并 报 电 子 文 档 ( 邮 箱 ：

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仲裁及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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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

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年级

参 加 项 目

拳术 器械

长

拳

南

拳

太

极

拳

少年

规定

拳

棍

术

刀

术

枪

术

剑

术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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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举重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年4 月 23 日至25 日在建阳区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建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建阳区教育局

三、参加单位：各县（市、区）、传统特色校

四、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45Kg、48Kg、52Kg、56Kg、62Kg、69Kg、77Kg

女子甲组：40Kg、44Kg、48Kg、53Kg、58Kg、63Kg、69Kg

男子乙组：40Kg、44Kg、48Kg、52Kg、56Kg、62Kg、69Kg

女子乙组：36Kg、40Kg、44Kg、48Kg、53Kg、58Kg、63Kg

男子丙组：36Kg、40Kg、44Kg、48Kg、52Kg、56Kg

女子丙组：32Kg、36Kg、40Kg、44Kg、48Kg、53Kg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5 年 1月 1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7 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09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二）参赛人数

以县（市、区）或传统特色校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 3

人、男女运动员共 50人（各组别男女运动员人数可自行调整）。

（三）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

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六、竞赛办法

1、比赛规则采用中国举重协会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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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上场运动员必须穿着符合规则要求的举重服

装和鞋。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1、各级别录取抓举、挺举、总成绩前六名（无成绩者不予录取），6

人以下（含 6 人）减一录取，一取一。一至六名按 7、5、4、3、2、1 计

分。

2、本次比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 7 队减一录取。

以甲、乙、丙三个组别运动员所获名次的得分总和排列名次，如遇总分相

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3、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获得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

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4 月 5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加盖

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和 327640916@qq.com)，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赛

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nptyjxk@163.com
mailto:nptyjx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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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举重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级别

（kg）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年级 报名重量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20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在顺昌县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顺昌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顺昌县教育局

三、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四、参加办法

（一）每单位可报男、女各一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运动员 15人，抵达赛区正式参赛运动员为 12人。联赛高中组每队最多允

许 4名高三运动员报名参赛，初中组每队最多允许 4 名初三运动员报名参

赛。

（二）运动员资格

1、锦标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8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14岁）

（2）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

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

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3）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4）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2、联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2005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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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

格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3）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

双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比赛场上具

有体校、学校双学籍的学生每节比赛上场队员分别不得超过两人，否则一

经发现判罚出场（本节）不得替补。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

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4）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

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

报名参赛。

（5）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

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6）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

及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

次，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

赛资格。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

（二）参加锦标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身体素质测验和技评，否则不计

竞赛成绩。各队以 10 名运动员计算本队身体素质测验和技评成绩。本次

比赛身体素质测验项目和技评项目评分标准和测试方法依据《中国青少年

排球教学训练大纲》进行。具体项目测试内容方法附后,如有不明确内容

可咨询肖建华老师，电话：13859345157。

（三）比赛网高：联赛高中组：男子 2.43 米，女子 2.24 米。联赛初中

组：男子 2.40 米，女子 2.20 米。锦标赛男子2.2米，女子2.10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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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球为 “MKS310”球。

（四）比赛赛制根据报名队数而确定。

（五）比赛不设后排自由防守队员。

（六）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参赛队须备有两套不同颜色、号码符

合规则规定（上衣前后均有号码）的比赛服装。

（七）比赛决定名次办法：

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排名：

1、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2、当两队或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在前，积分办法如

下：比赛结果为 3：0 时，胜队积 3 分，负队积 0 分；比赛结果为 3：1

时，胜队积 2.5 分，负队积 0.5 分；比赛结果为 3：2 时，胜队积 2 分，

负队积 1 分。积分高者排名在前。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3、当胜场相等时，决定名次顺序为：1）积分多者；2）C 值；3）Z

值。

4、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采用以下办法决定名次：1）比较C值

A（胜局总数）

-----------------------------=C 值，C 值高者名次列前。

B（负局总数）

2）如 C 值相等，则比较 Z 值：

X（总得分）

---------------------------- =Z 值，Z 值高者名次列前。

Y（总失分）

（八）计算总名次办法：

总名次=比赛得分+素质得分+技评得分

以上三项得分之和即为总分，按总分多少决定总名次，总分多者名次

列前，如总分相等，比赛名次高者列前。

比赛得分=（参加比赛队数－比赛名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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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得分=（参加测验队数－测验名次）×1.5

技评得分=（参加测验队数－测验名次）×1.5

六、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前六名。

2、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男女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体队

数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比赛名次排列。

3、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三等

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

书。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4 月 20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

赛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

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裁判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八、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九、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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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南平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身体素质测试内容

一、助跑摸高

测试方法：助跑距离和方向不限，双脚起跳，单手摸高。每人测两

次取最好成绩。

二、30快速跑

测试方法：用站立式起跑，穿胶鞋，每人测一次，第二次抢跑犯规

取消成绩，按该项目测验的最低成绩计算。

三、对墙垫球

测试方法：队员离墙 1.5 米，垫到墙体高度必须达 1.4 米，在 30

秒内计算垫球个数

四、 发球

测试方法：每人发 10个球，发球位置自选，球发到指定区域。

说明：场地中间区域为 1 分，前排左右格为 2 分，底线左右格为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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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排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服装颜色：

号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年级 备 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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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排球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服装颜色：

号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年级 备 注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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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 年 5 月 7 日至 9 日在邵武市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邵武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邵武市教育局

参加单位：各县（市、区）、全市传统特色校

三、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48kg、52kg、56kg、60kg、65kg、70kg、75kg、80kg

女子甲组：48kg、52kg、56kg、60kg

男子乙组：44kg、48kg、52kg、56kg、60kg、65kg

女子乙组：44kg、48kg、52kg、56kg

男子丙组：40kg、44kg、48kg、52kg

女子丙组：40kg、44kg、48kg

四、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

有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

健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二）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三）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

消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五、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 1人、教练 2 人、运动员男、女共 20人，每

级别限报 2人。每名运动员只允许参加一个组别的一个级别比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级：2005 年 1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7 年 1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09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运动员须持有赛前 1 个月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贴有本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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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公章）的健康体检证明（内容为：脑电图、心电图、血压、脉搏）和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投保金额 20万元以上），否则不得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武术散打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三）每场比赛为 3 个回合，每回 2分钟，回合之间休息 1 分钟。

（四）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各代表队应自备护齿、护裆、护脚

背、背心（红、蓝）短裤各一套，不戴护齿、护脚背和护裆者不得参加比

赛。

（五）报名人数不足 3人，取消该级别比赛。

（六）赛前技术会上进行抽签，确认后不得更改。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五名并列）不足七人减一录取，

未得分者不予录取。前六名按 9、7、6、4计分。

（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取，按各

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

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

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4 月 20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加

盖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

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健康体检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材料不全者不得

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赛

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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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级别

（kg）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年级 备 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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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个人参赛安全责任声明

我自愿参加 2019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打锦标赛，我的身体状况

经医院检查完全符合参加本次比赛的健康条件，在本次比赛中如发生任何

伤亡事故均由本人自己负责。我将服从领导，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保证

遵守有关制度及各项纪律。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签署日期：

注：1、须本人签名，打印或代签无效；

2、18周岁以下未成年参赛者，还须监护人签名；

3、本声明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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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团队参赛安全责任声明

我队选手共 人自愿参加 2019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武术散

打锦标赛，所有选手的身体状况经医院检查完全符合参加本次比赛的健康

条件，参赛保险由我队自己负责办理；在本次比赛中如发生任何伤亡事故

均由本人负责，选手家属或有关人员均不能状告 2019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

武术散打锦标赛组委会或主、承办单位，不能以此为由提出索赔等要求。

我们同意组委会有权无偿使用参赛选手参加比赛的肖像。

特此声明。

代表队：

团队负责人（签名）：

签署日期：

（须由代表队负责人签名，并附代表队人员名单于后；打印或代签无效；本声明可复印）

附 代表队团队参赛安全责任声明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年 龄 监护人签名（18岁以下须签）

注：如本团队有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参赛者，须填写《个人参赛安全

责任声明》，并须在选手名后有监护人签名。

（本表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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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 5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武夷山市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武夷山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武夷山市教育局

参加单位：各县（市、区）、全市传统特色校

三、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1kg、55kg、59kg、63kg、68kg、73kg、-80kg

女子甲组：46kg、49kg、52kg、55kg、59kg、63kg、-67kg

男子乙组：48kg、51kg、55kg、59kg、63kg

女子乙组：44kg、46kg、49kg、52kg、55kg

男子丙组：45kg、48kg、51kg、55kg、59kg

女子丙组：40kg、43kg、46kg、49kg、52kg

四、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

有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

健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二）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三）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须持有赛前 1 个月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贴有本人照片

（盖公章）的健康体检证明和心电图、脑电图、肝功检验单及办理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投保金额 20万元以上）。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甲组：2005 年 1月 1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7 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09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三）以县（市、区）或传统特色校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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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 2 人、男女运动员各 15人，每个级别限报 2 人。每名运动员只允许

参加一个组别的一个级别比赛，不得跨组别比赛。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最新《跆拳道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淘汰制。

（三）根据比赛人数场次决定比赛采用 3 个回合或 2 回合，每回合 2

分钟，回合之间休息 1 分钟。

（四）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须自备整洁的跆拳道参赛服及符合竞

赛规则的护齿、护裆、护臂、护腿（比赛时必须穿在道服内），本次比赛

拟使用电子护具，使用大会提供的头盔、护身（自备头盔须经大会检验合

格方可使用），否则不得参赛。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级别录取前六名（第三、五名并列），不足七人减一录取，

未得分者不予录取，前六名按 7、5、3.5、3.5、1.5、1.5 计分。

（二）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 7 队减一录取，以各组

运动员所获名次得分的总和排列名次，如遇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

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

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代表队于 4 月 30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加

盖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

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健康体检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证件材料不全者不得

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赛

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

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跆拳道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级别

（kg）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年级 备 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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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建阳区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建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建阳区教育局

三、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四、竞赛项目：

（一）锦标赛

1、男子甲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5000 米、110 米栏、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

力、异程接力（100、200、300、400 米）。

2、女子甲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00 米栏、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

力、异程接力（100、200、300、400 米）。

3、男子乙组(13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10 米栏、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异程接力（100、200、

300、400 米）。

4、女子乙组(13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00 米栏、跳

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异程接力（100、200、

300、400 米）。

5、男子丙组(9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10 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

枪。

6、女子丙组(9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00 米栏、跳高、跳远、铅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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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

（二）联赛

1、高中男子组（12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

2、高中女子组（12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

3、初中男子组（12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

4、初中女子组（12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铅球、标枪、4×100 米接力。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1、锦标赛：甲组 2004 年 1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 2006 年 1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 2008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

2、联赛：高中组 2002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 2005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参赛办法

1、锦标赛

（1）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4 人、

各组别男女运动员各 6 人。

（2）每项可报3人，每人限报2项（不含接力项目）。

（3）参加 1500 米及以上长跑项目的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

心电图检验单。

（4）本次比赛与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同时同地举行，

参赛运动员所在学校如有组队参加联赛可兼报，但比赛时仅限参加锦标赛

一个组别的比赛，若该运动员锦标赛参赛项目与联赛项目一致(接力项目

除外)，所获成绩可列入联赛一并录取名次，但该运动员年龄须符合联赛

要求，并在报名单中注明“兼报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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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赛

（1）报名人数：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男、女运动员各8人。

每人限报 2项，每项限报 3 人，不含接力项目。

（2）所有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其运动员须来自同一所学校。

（3）参加 1500 米及以上长跑项目的运动员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

的心电图检验单。

（4）本次比赛与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同时同地举行，

参赛学校中如有运动员代表县（市、区）参加少儿田径锦标赛，则比赛时

仅限参加锦标赛一个组别的比赛，若该运动员锦标赛参赛项目与联赛项目

一致(接力项目除外)，所获成绩可列入联赛一并录取名次，但该运动员年

龄须符合联赛要求，并在报名单中注明“参加锦标赛”。

(三)运动员资格

1、锦标赛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

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

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2、联赛

（1）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

格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2）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

双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

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3）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

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

报名参赛。

（4）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

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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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

及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

次，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

赛资格。

六、竞赛办法

1、比赛规则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和大会

有关补充规定。

2、各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3 人（队）取消该项比赛。

3、锦标赛运动员比赛号码布由各参赛队自备（每人 2 块），规格为

24cm×20cm（白底红字），编号：延平区：0001—0036、邵武市：1001—

1036、光泽县：2001—2036、武夷山市：3001—3036、浦城县：4001—4036、

松溪县：5001—5036、政和县：6001—6036、建瓯市：7001—7036、建阳

市：8001—8036、顺昌县：9001—9036。

联赛运动员号码布由参赛队自备（编号另行通知）。

4、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接力项目各代表队必须统一相同，否则

不准参赛。

5、投掷比赛器材重量与跨栏比赛规格规定（附后）。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1、各单项录取前六名，6 人以下（含6人）减一录取。一至六名按7、

5、4、3、2、1计分。

2、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取，按各单位

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若总分相等，则以单项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3、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体队数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排列，若总分相等，则以

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此类推。运动员为 8人以上（含 8

人）的代表队方可进行团体总分排名。

4、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三等

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

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5月 1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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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

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各组主裁判于赛前三天，裁判员

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比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制定依据：2014 年规则条款 168 条，跨栏跑；第 187 条 投掷项目通则；福

建省田径锦标赛）

1、跨栏项目

组别 性别 项目 栏高
起点距

第一栏
栏间距

最后一栏

距终点

联赛

高中组

男 110m 栏 106.7cm 13.72m 9.14m 14.02m

女 100m 栏 83.8cm 13.00m 8.50m 10.50m

联赛

初中组

男 110m 栏 91.4cm 13.72m 9.14m 14.02m

女 100m 栏 76.2cm 13.00m 8.50m 10.50m

甲组
男 110m 栏 91.4cm 13.72m 9.14m 14.02m

女 100m 栏 76.2cm 13.00m 8.50m 10.50m

乙组
男 110m 栏 91.4cm 13.72m 8.70m 17.98m

女 100m 栏 76.2cm 13.00m 8.00m 15.00m

丙组
男 110 米栏 76.2cm 13.72m 8.00m 24.28m

女 100 米栏 76.2cm 13.00m 7.50m 19.50m

mailto:nptyjx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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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掷项目

项

目

联赛高中组 联赛初中组 甲组 乙组
丙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铅

球

7.26

千克

4千克 5千克 3千克 5千克 3千克 5千克 3千克 3千克

标

枪

800 克 600 克 700克 500 克 700 克 500 克 600克 500 克 500 克

铁

饼

1500克 10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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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田径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男子（ ）组

女子（ ）组

备注：兼报联赛运动员请备注栏注明“兼报联赛”。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大会

编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3

4×

100 米

接力

4×

400米

接力

异程

接力
备注

大会

编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3

4×

100 米

接力

4×

400米

接力

异程

接力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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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田径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男子（ ）组

大会编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3

4×100

米接力
备注

女子（ ）组

大会编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

年 级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3

4×100

米接力
备注

备注：参加锦标赛运动员请在备注栏注明“参加锦标赛”。

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章） 县（市、区）教育局（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31 日在延平区、武夷山

市举行。

联 赛：5月 24 日至 5 月 26 日（延平区）

锦标赛：5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武夷山市）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武夷山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武夷山市教育局

三、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四、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每单位可报男、女各一队，每队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运动员 15人，抵达赛区正式参赛运动员为 12人。联赛高中组每队

最多允许 4名高三运动员报名参赛，初中组每队最多允许 4 名初三运动员

报名参赛。

（二）运动员资格：

1、锦标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8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

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

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3）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4）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2、联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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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2005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2）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

格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3）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

双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

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4）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

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

报名参赛。

（5）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

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6）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

及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

次，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

赛资格。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报名情况决定比赛办法，每天进行两轮比赛。

（二）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及国际篮联最新解

释。

（三）比赛计分办法及名次排列：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分，弃

权得 0 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在前。如果有 2支或 2支以上球队之间的比赛

有相同的胜负记录，将按照下列原则依顺序进行排列：

1、它们之间比赛净胜分的高低；

2、它们之间比赛得分的高低；

3、所有比赛净胜分的高低；

4、所有比赛得分的高低；

5、如果采用这些原则仍无法决定，将用抽签进行名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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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规定

1、参赛队须在每场比赛中将队员分成 A、B 两组，每组 6 名运动员分

别参加第一、二节比赛，如某队队员由于伤病（或其它客观原因）不足

10 人时，第一节必须 5 人出场，第二节由对方教练指定该队另组一名队

员出场。每队每节指定仅限一人次。

2、第一、二节比赛必须采用全场紧逼防守（包括全场人盯人紧逼防

守或全场区域紧逼防守），否则将判罚教练员技术犯规。第三、四节比赛

不做规定。

3、上半时的两节比赛，每节各有一次暂停，两节之间暂停不得挪用。

第一、二节和第三、四节之间休息 2 分钟，上、下半时之间休息 8分钟。

4、联赛高三、初三的运动员和具有体校、学校双学籍的学生每节比

赛上场队员分别不得超过两人，上场必须佩带标记，否则一经发现判罚出

场（本节）不得替补。

5、比赛用球：联赛高中、初中组男子使用 7 号球,联赛高中、初中女

子组和锦标赛男、女均使用 6 号球。

6、比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每队须备有两套不同颜色（深浅各一套）、

号码符合规则规定（上衣身后均有号码）的比赛服装,号码从 4 号-15 号

以便身体素质测试。

（五）锦标赛身体素质测验和技评：测验项目标准、办法按照《中国

青少年篮球训练教学大纲（2013 版）》（13-14 岁组）执行，测试项目为：

1、15m×13 折返跑；2、1min 双摇跳绳；3、5步后退投篮；4、

全场综合运球上篮,共 4 项。身体素质测验由技术代表、裁判长负责，裁

判员协助，具体项目测试内容方法附后，如有不明确内容可咨询池世斌老

师，电话:13860057667。

六、计算总名次办法

总名次根据总分排定，总分多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比赛名次在

前者列前。总分=比赛得分+身体素质测验、技评得分。

比赛得分=（参加队数-比赛名次）×3

测验、技评得分=（参加队数-名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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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前八名。

2、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男女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

际团体队数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比赛名次排列。

3、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三等

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

书。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5 月 7日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赛报

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技

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裁判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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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篮球训练教学大纲》测试内容
13--14 岁组

一、15m ×13 折返跑

（1）测试目的:
采用 15m X 13 次折返跑，测试运动员的速度耐力。

（2）测试设备:
标准篮球场地、秒表。

（3）测试方法:
受测运动员④在球场的边线站立，裁判发令同时开表计时。测试者听

到裁判员口令后起动加速跑，跑至球场对面边线做急停并转身起动算一

次，然后在球场两条边线之间用最快速度往返做 I5mx 13次折返跑。测试

者在两边线折返时必须有一脚踏到边线，否则算违例；最后一趟折回时脚

踏到边线停表。起动时脚不许踩线，不许抢跑，每次折回时必须有一脚踏

到边线，如脚未踩线,即被罚下。每人测 2次，取最好成绩。

（4）测试要求：

出发前，准备姿势正确，两脚自然开立，稍屈膝，降重心、上体放松

稍前倾，目视前方。信号发出后反应迅速，起动快而有力，上体迅速前倾、

重心前移、后脚蹬地快速有力。见线急停快速、稳定；再起动时蹬地转身

快速有力。急停转身协调连贯（急停时第一步脚跟着地迅速过渡到全脚掌

抵地制动、屈膝、降重心并后移，第二步落地时，前脚掌内侧用力蹬地，

身体稍侧转。两臂屈肘自然张开，帮助控制身体平衡)。转身起动加速明

显，自始至终动作快速、连贯、稳定。“折返跑”全过程跑动速度快，速

度保持好，跑动中身体姿态平稳、自然放松。

（5）测试细则：

①以组为单位测验，每组 4-6 人。

②以边线为起终点。

③每名运动员测试 2次。

④5 名裁判员，1 人发令，并检查违例。4 人计时（每人计 1 名受试

者）兼检查是否违例，如出现违纪，裁判鸣笛即被罚下。重新测试，如再

次违例，即取消本项目测试成绩。

二、1 min 双摇跳绳

（1）测试目的：

测试运动员的灵敏素质、协调性和时空感觉能力。

（2）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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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篮球场地、跳绳、秒表。

（3）测试方法：

受测运动员在篮球场地内，双手持绳于两脚后做好准备姿势，裁判员

发令同时开表计时，测试者立即向上向前双手摇动跳绳，经头上并从前面

通过脚下向后摆动循环进行，双脚跳起 1 次，双手摇绳 2 次，两脚同时

跳动配合两手摆动跳绳，计 1min 内完成的次数。跳起 1次必须摇绳 2 次，

计算成功的次数，达不到要求不计总数内。每人测 2次，取最好成绩。

（4）测试要求：

双脚眺起与双手摇动跳绳连续 2 次动作协调、熟练、连贯，身体腾空

及连续 2次完成跳绳节奏协调一致，动作频率快。

（5）测试细则：

①以组为单位测验，每组 4 人。

②每名运动员测试 2次。

③5 名裁判员，1 人计时，4 人计数（每人计 1 名受拭者）兼检查是

否违例。

三、5步后退投篮

（1）测试目的

测试运动员原地投篮技术的稳定性。

（2）设备

标准篮球场地、篮球、红色标志线 Q
（3）测试方法

受测运动员④持球位于篮下，按由近及远的顺序在各投篮点进行单手

肩上投篮（投篮不得起跳），并按 1、2、3、4、5 计算不同投篮点各投中

的分值（总分为 45 分）。男、女队员均用 2 个球测验，每次投篮由其他 2
名队员协助抢篮板球并从篮下将球传给投篮队员 a 每人测试 2 次，取最

好成绩。

（4）测试场地：

在标准篮球场（28m x 15m)进行测验，分别在 0°、45°、90°3 个

方向分设 7个投篮点（●为标志点），7个投篮点间距为 1m；5个投篮点

间距为 0.95m,间距从三分线（罚球线）外沿向篮圈中心点 开始测量。

（5）测试要求：

必须按规定顺序、规定区域和规定方式投篮；其他队员不能将球手递

手直接交给投篮运动员（如图 18所示）。

（6）测试细则：

①以组为单位进行测试。

②必须以规定路线完成投篮。



49

③踩线投中无效，裁判员告知其进球无效，不计入总分。

④每名运动员测试 2次。

⑤裁判员 2名，1 名裁判员计数，另 1名裁判员检查是否违例。

四、全场综合运球上篮

(1)测试目的：

测试运动员移动中的控制球能力和运球推进速度。

(2)测试设备：

标准篮球场地，篮球，障碍物，秒表。

(3)测试方法：

受测运动员④持球站位于篮球场地端线外成准备姿势，裁判员发令同

时开表计时，测试者迅速用右手快速运球推进，在第一个障碍物前做体前

变向运球换成左手，运球至第二个障碍物前用左手做后转身变向运球换成

右手，运球至第三个障碍物前用右手做背后变向运球换成左手，运球至第

四个障碍物前用左手做胯下变向运球换成右手行进间投篮，如果球不进需

要补中。然后抢到球，用右手快速运球推进至前场行进间右手上篮，如果

球不进需要补篮投中。随即抢到球后，迅速用左手快速运球推进，返回行

进间左手上篮，如果球不进需要补中，然后抢球用左手快速运球推进返回

行进间左手上篮,如果球不进需要补中，然后抢球用左手快速运球推进在

第一个障碍物前做体前变向换成 右手，运球至第二个障碍物前用右手做

后转身换成左手，运球至第三 个障碍物前用左手做背后运球换成右手，

运球至第四个障碍物前用右 手做胯下运球换成左手行进间左手投篮，如

果球不进需要补中，球人 篮筐停表，记录所用时间。每人测试 2次，取

最好成绩。

（4）测试场地：

在标准篮球场（28mx 15m)进行测验，起点在限制区边线与端线交点

上，起点到第一障碍物的距离为 6.5m，A、B、C、D4 个障碍物之间的距

离为 5m。第四障碍物到底线的距离为 6.5m。4个障碍物到边线距离为 3m。

（5）测试要求：

不能带球跑、脚踢球或 2次运球；必须按规定的方式运球、投篮；不

能碰倒障碍物；如出现犯规，裁判鸣笛即被罚下，重新测试 如再次违例，

即取消本项目测验成绩。

（6）测试细则：

①以组为单位进行测验。

②每名运动员测试 2次。

③必须按照规定方法、规定路线、规定区域内完成运球和投篮，如出

现投篮不中，必须将球补进，补篮方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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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出现违规，裁判鸣笛即被罚下，重新测试，如再次违例，即取消本

项目测验成绩。

⑤2名裁判，1 名裁判计时，另外 1 名检查是否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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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篮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服装颜色：

号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年级 备 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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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篮球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服装颜色：

号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年级 备 注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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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三人篮球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 年 5月 24 日至 26 日在延平区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延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延平区教育局

三、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全市传统特色校

四、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以县（市、区）或传统特色校为单位组队，可报男、

女各一队，每队可报教练员或领队 1人，运动员报名 6人（实际去赛区 4

人）; 报名后因运动员资格问题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名额不得增补。

（二）运动员资格：

（1）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7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

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

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3）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4）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五、竞赛办法

（一）根据报名队数确定相应赛制。

（二）执行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比赛规则》,男女组均使用中国篮球

协会审定的比赛用球。规则详见 2019 版篮球规则。

（三）《三人篮球比赛规则》之外的规则及解释部分，适用中国篮协

最新审定的《篮球规则》。如有不明确内容可咨询池世斌老师，电

话:1386005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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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分别录取男、女前八名。

3、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锦标赛获得团体总

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5 月 7日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赛报

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技

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裁判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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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三人篮球锦标赛暨

传统特色校竞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男、女队） 组别：

领队或主教练： 联系电话： 球队服装颜色：

号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所在学校年级 备 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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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足球锦标赛暨中学生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2021 年 5月 28 日至 6 月 6日在建阳区举行。

联 赛：5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

锦标赛：6月 1日至 6月 6 日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三、承办单位：建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建阳区教育局

南平市足球协会

四、参加单位：锦标赛为各县（市、区）、联赛为全市各中学

五、竞赛项目：

（一）锦标赛

男、女“十一人制”足球

（二）联赛

高中组：男、女“十一人制”足球

初中组：男子“十一人制”足球、女子“八人制”足球

六、参加办法

（一）锦标赛

1、每单位男、女各报一个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队医各 1 人，运动员 21人，抵达赛区正式参赛运动员为 18人。

（二）联赛

1、报名人数：各组别每校限报男、女各 1 队，每队领队、教练各 1

人，队医各 1 人，初中女子组八人制比赛运动员 17人；高中男女组和初

中男子组十一人制比赛运动员 21人，抵达赛区正式参赛运动员分别为八

人制比赛 14人和十一人制比赛 18人。

2、所有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其运动员须来自同一所学校。

（二）运动员资格

1、锦标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7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

效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

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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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

项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4）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2、联赛

（1）运动员年龄规定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2005 年 9月 1 日以后出生

（2）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

格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3）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

双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

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4）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

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

报名参赛。

（5）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

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6）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

及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

次，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

赛资格。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使用标准 5号足球。

（三）联赛高中男女组、初中男子组全场比赛时间为 70 分钟，上下

半场各 35分钟，中场休息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联赛初中女子组、锦标赛

男、女组全场比赛时间 60分钟，上下半场各 30分钟，中场休息时间不超

过 15 分钟。

（四）十一人制比赛每场比赛允许替换 7 名队员，八人制比赛每场比

赛允许替换 6 名队员，除中场休息外，全场比赛过程中换人次数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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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队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上场比赛。

（五）比赛赛制根据报名队数确定。

（六）计分和排名办法

1、单循环比赛

每场比赛均决出胜负，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胜队得 3 分，负队得 0 分；

若在规定比赛时间内双方为平局，则以踢球点球决出胜负（罚球点球参照

《足球竞赛规则 2017/2018》）胜队得 2 分，负队得 1 分。单循环全部比

赛结束后，积分多的球队名次列前。

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2、交叉淘汰附加赛

在比赛规定时间内进球多的球队获胜，如在比赛规定时间内双方为平

局，则直接以互踢球点球的方式决定胜负。

（七）十一人制比赛如在比赛中某队场上队员不足 7人时，八人制比

赛如在比赛中某队场上队员不足 5 人时比赛将被终止，判对方 3:0 获胜。

如果实际比分净胜球大于 3 或进球数大于 3 时，则以当时的比分为准。如

采用弄虚作假等违背体育精神道德行为造成上述现象的，组委会将依据

《中国足协纪律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运动员在本次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一张红牌，或累计 2 张黄牌，

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球队官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罚出技术区域和替补席

的，也将自然停止下一场进入技术区域和替补席的资格。

（九）比赛服装

1、运动员上场比赛必须着统一比赛服装（运动上衣、运动短裤、足

球袜），穿着足球鞋和护腿板，足球鞋皮面或布面均可,鞋底应为平底或胶

钉底，不得使用钢钉。场上队长自备 6 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

标。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须与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

2、每队必须准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比赛服装号码（号码规

格为：上衣后面的高为 22-25 厘米，短裤左腿前面高为 8-10 厘米）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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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8 号，并与报名表所填号码相符，号码不清楚或重号、无号者不得

上场比赛。

3、运动员着紧身衣上场比赛时，其紧身衣、裤的颜色必须分别与比

赛服上衣袖子和短裤的颜色相一致。

八、录取名次

1、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前八名。

2、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男女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体队

数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比赛名次排列。

3、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三等

奖以上和锦标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练发给成绩证

书。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5 月 15 日前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

赛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

竞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报名逾期算弃权。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健康体检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

动员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

资格证件，证件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三天，裁判员于赛

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经费

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50 元。食宿地点由大会统

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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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足球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章） 领队： 教练员： 队医：

序号 号码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就读学校 年级 备 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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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足球联赛报名表

单位（章） 领队： 教练员： 队医：

序号 号码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就读学校 年级 备 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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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暨中学生
和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2021年6月25日至27日在延平区举行。

二、主办单位：南平市体育局、南平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延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延平区教育局、南平市游泳协会

参加单位：各县（市、区）、全市各中学、各县（市、区）倶乐部

三、竞赛项目：

（一）锦标赛

少年甲组：

男子：100 米、200 米、1500 米自由泳，100 米、200 米蝶泳，100

米、200 米仰泳，100 米、200 米蛙泳，400 米个人混合泳

女子：100 米、200 米、800 米自由泳，100 米、200 米蝶泳，100 米、

200 米仰泳，100 米、200 米蛙泳，400 米个人混合泳

少年乙组：

男子：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蝶泳全能、蛙泳全能，1500 米自由

泳、4×100 米自由泳接力、4×100 米混合泳接力

女子：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蝶泳全能、蛙泳全能，800 米自由泳、

4×100 米自由泳接力、4×100 米混合泳接力

少年丙组：男子、女子：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蝶泳全能、蛙泳全能，

800米自由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少年丁组：

男子、女子：自由泳全能、仰泳全能、蝶泳全能、蛙泳全能，400 米

自由泳、4×50 米自由泳接力、4×50 米混合泳接力

（二）中学生和俱乐部联赛

高中组: 50 米、100 米自由泳，50米、100 米蝶泳，50 米、100 米仰

泳，50 米、100 米蛙泳，4×50 米自由泳接力。

初中组: 5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自由泳，50米、100 米蝶泳，

50 米、100 米仰泳，50 米、100 米蛙泳，4×50 米自由泳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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倶乐部组：

男子：50米、100 米自由泳；50米、100 米仰泳；50 米、100 米蛙泳；

50 米、100 米蝶泳。

女子：50米、100 米自由泳；50米、100 米仰泳；50 米、100 米蛙泳；

50 米、100 米蝶泳。

四、运动员资格

（一）锦标赛

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体健康

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单位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其

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二）中学生和倶乐部联赛

中学生组：

1、运动员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具有正式学籍且文化成绩合格

的普通中学在校、在读学生。

2、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比赛，具有中学和业余体校双

重学籍的学生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不含体校）参加比赛。转学时间达一

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

3、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

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

名参赛。

4、参赛运动员须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

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以及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证明，证件不全者不予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

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5、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参赛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比赛期间及

比赛结束后，凡发现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名次，

情节严重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报全市并取消该校 3 年内参赛资

格。

倶乐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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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赛运动员须是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在福建省体育局进行有效

注册（代表所注册的县（市、区）倶乐部参赛），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身

体健康且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者方可参赛。

2、现就训于省、市少体校等训练单位的运动员，符合本次比赛各项

规定者，可代表输送的县（市、区）倶乐部参赛。

3、运动员资格各参赛倶乐部应严格把关审查，凡违反规定者，取消

其比赛资格和成绩，情节严重者予以通报批评。

五、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规定

1、锦标赛

男女甲组：2006 年 1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8 年 1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9 年 1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丁组：2010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

2、中学生和倶乐部联赛

高中组：2002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初中组：2005 年 9 月 1日以后出生

倶乐部组：2011 年 1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组队

1、锦标赛

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2人、男、女

运动员各 15人。乙组、丙组、丁组运动员每人限报 2个全能（不含接力），

甲组参赛运动员每人限报3个单项（不含接力），每项限报3人。

2、中学生和倶乐部联赛

（1）报名人数：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男、女运动员各8人。

每人限报3项（不含接力），每项限报3人。

（2）所有参赛队均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其运动员须来自同一所学校。

（3）以倶乐部为单位组队，每队可报领队 1人、教练 2人、男、女

运动员各 10人。每人限报3个单项，每项限报3人。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各单项进行预、决赛。8 人（队）及以下的项目直接进行决赛。

（三）所有单项、全能项目进行分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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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锦标赛参加多个全能项目比赛的运动员只需参加一次相同小项

的比赛，成绩得分分别代入全能。全能成绩得分按《游泳训练大纲》评分

表执行。运动员在全能中的单项比赛犯规，可参加所剩项目比赛。

（五）报名人数不足 3 人（队）的项目取消比赛。

七、录取名次、计分及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录取前六名，个人项目 6 人以下（含 6 人）减一录取。

接力项目录取前六名。一至六名按 7、5、4、3、2、1 计分。

（二）锦标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取，

按各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如遇总分相等，则以

各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三）中学生联赛设高中组、初中组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实际团

体队数的 20%、30%、40%比例录取，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排列，若总分相

等，则以单项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以此类推。运动员为 4 人以

上（含 4 人）的代表队方可进行团体总分排名。

（四）倶乐部联赛分别录取男、女团体总分前六名，不足七队减一录

取，按各单位运动员所获得的名次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如遇总分相等，

则以各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依此类推。

（五）获得团体总分名次(奖项)的代表队发给奖状，联赛获得团体

三等奖以上和锦标赛、倶乐部赛获得团体总分名次的代表队的一名主管教

练发给成绩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于 6 月 12 日将打印的报名表一式二份（联赛

报名表需加盖县（市、区）体育和教育部门公章），寄达南平市体育局竞

技科，并报电子文档(邮箱：nptyjxk@163.com)。

（二）报到：

1、各代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交验运动员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参加联赛还需交验运动员全国中小学

学籍管理系统打印的学生基本信息证明、高中生会考证等资格证件，证件

材料不全者不得参加比赛, 报名逾期算弃权。

2、裁判由大会负责选调。裁判长及编排长于赛前二天，裁判员于赛

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九、经费：各代表队差旅费自理，每人每天交食宿费 130 元。食宿地

点由大会统一安排，经费不足部分由市体育局负责。

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1 年少年儿童游泳锦标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组

别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

号码

就读学

校

年级

参 加 项 目

蝶泳 仰泳 蛙泳 自由泳 400m

混合

泳

4×50

米自由

泳接力

4×

100 米

混合

泳接

力

4×100米

自由泳接

力

100m 200m
全

能
100m 200m

全

能
100m 200m

全

能
100m 200m 400m

1500m

800m

全

能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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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中学生游泳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

年级

参 加 项 目

蝶泳 仰泳 蛙泳 自由泳 200m

混合泳

4×50

米自由

泳接力

4×50米

混合泳

接力

50m 100m 50m 100m 50m 100m 50m 100m 200m 400m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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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平市倶乐部组游泳联赛报名表

学校（盖章）： 领队： 教练：

组别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

年级

参 加 项 目

蝶泳 仰泳 蛙泳 自由泳

50m 100m 50m 100m 50m 100m 50m 100m

各县（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盖章）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