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啦 啦 操 竞 赛 委 员 会
啦竞字〔2011〕002 号

关于印发 2011 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的补充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11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于2011年 9月 16日至 9月 18日在

镇江市江苏大学体育馆举行，现将有关事宜补充如下：

一、比赛时间、地点：

1.比赛时间：2011 年 9 月 16—18 日；

2.比赛地点：江苏省镇江市 江苏大学体育馆。

二、报名相关事宜：

（一）报名

1.请各参赛队伍于 9 月 9 日前将报名表等有关材料发至组委

会报名邮箱：13739188068@163.com，逾期报名将不予受理；

2.联系人、电话：

孙兢轶 13739188068

（二）费用

1.参赛报名费：50 元/人；

2.全国啦啦操等级规定套路达标费：50 元/人/项；

3.食宿费用标准：140 元/天；

4.各参赛队交通费、食宿费用自理；

人均总金额如下：

运动员：50（报名费）元＋140 元×3 天＝470 元/人；

领队、教练员、裁判员：140 元×3 天＝420 元/人。

5.付款方式：请各队在提交报名表后一周内将比赛费用汇入



组委会指定账户：

账户名称：南京新恒鼎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账号：4301 0310 1910 0012 34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河西新城分理处

（三）运动员报到时间、地点：

1.报到时间：2011 年 9 月 16 日 9:30—17:30

2.报到地点：江苏大学体育馆（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3.各参赛队报到时请按照2011全国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要

求提交各种材料（如保险、难度表等）。没有保险的队伍可在报到

时办理保险，没有保险的队伍均不得参加比赛。

三、裁判

1.总裁判长由全国啦啦操竞赛委员会选派，食宿、差旅费由

大会负担；

2.各参赛队伍须推荐裁判一名（须四星级以上），在报名表中

备注写明“裁判级别”，一并发至报名邮箱，各队伍推荐裁判员食

宿费、差旅费自理。

3.裁判员自带一套裁判服；

4.报到时间地点（同上）

四、入住酒店：

1.江苏大学专家楼（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2.汉庭连锁江苏大学店（镇江市，学府路 208 号）

3.金泰源大酒店（镇江市，学府路 306 号）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苗淑华：13002599699 蒋建鑫：13806183355

戴国红：15366153777 王家明：13222011169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2011 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在江苏镇江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竞赛训练处、行业体协，各有关院校。

三、竞赛项目：

（一）、规定动作组

1.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包括：

A．花球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

B．街舞舞蹈啦啦操规定动作

C．爵士规定啦啦操规定动作

以上各类别舞蹈啦啦操分别设立：小学组；中学组；高校组

2.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包括：

A．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 1 级

B．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 2 级

C．技巧啦啦操规定动作 3 级

以上各类别技巧啦啦操分别设立：小学组；中学组；高校组

（二）、自选动作组

1.舞蹈啦啦操自选动作，包括：

A．花球舞蹈啦啦操

B．爵士舞蹈啦啦操

C．街舞舞蹈啦啦操

D．自由舞蹈啦啦操

以上各类别舞蹈啦啦操分别设立：小学组（无级别、1 级、2

级）；中学组（无级别、1 级、2 级、3 级、4 级）；高校组（1 级、

2 级、3 级、4 级、5 级、6 级）；俱乐部组（无级别、1 级、2 级、

3 级、4 级）；精英组（7 级以上包括 7 级）。

2.集体技巧啦啦操自选动作，包括：

小学组（无级别、1 级、2 级）；中学组（无级别、1 级、2 级、

3 级、4 级）；高校组（1 级、2 级、3 级、4 级、5 级、6 级）；俱

乐部组（无级别、1 级、2 级、3 级、4 级）；精英组（7 级以上包

括 7级）。



3.五人配合技巧：只设大、中学混合组及女生组，难度级别

不限。

4．双人配合技巧：设大学组、俱乐部组，难度级别不限；

5. 团体。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1.参加规定动作组的必须参加各级达标赛且合格的；

2.各参赛队所报项目、组级别不限；但各参赛队每组同一级

别，每项限报 1 队；

3.每队每项人数不超过 24 人，可再报领队 1-2 名，教练 1-2

名（其中技巧啦啦操教练兼保护人）；参赛人员性别不限。

4.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5.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否则将不能比赛。

6.各参赛队在报名时可报候补运动员不超过 4 人，只有报名

的运动员及候补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比赛。

7.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参加比赛。

8.报到时各参赛队必须提交参赛项目成套动作难度表，难度

表可登录“中国啦啦操网”（www.cca130.com）下载,于比赛时技

术会议后交给大赛组委会。

9．团体参赛资格：凡参加了技巧啦啦操、舞蹈啦啦操(报名

指定项目)、五人配合技巧的参赛单位才有资格参加团体项目的比

赛；

10．报到时各参赛队必须提交参赛项目成套难度表。

五、竞赛办法：

1．比赛赛程：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参加团体赛的单位，各单项的预赛为团体赛。

2. 预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决赛出场顺序按预赛成绩逆序

出场。

3．评分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制定的

《2010-2013 年全国啦啦操竞赛规则》。

4. 各难度级别选择范围及难度选择数量严格按竞赛规则执

行。

5．团体成绩计算方法：



各参赛单位技巧啦啦操和舞蹈啦啦操（报名时指定项目）、五

人配合技巧预赛成绩之和为团体总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只分

组、不分级别）。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组各级别各单项预赛分别录取前十名进入决赛，根据决

赛成绩录取前八名。

2．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前三名的队伍，将获得参加“全国

啦啦操冠军赛暨年度总决赛”的资格；

3．规定动作各组各级别前三名的队伍，将获得参加“2011

年全国啦啦操规定套路全明星大奖年度展示活动”的资格；

4.团体成绩：各组别团体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奖杯；

5．各组别设立如下特殊奖各一名，颁发证书：

项目 评选条件 评选人

最佳团队奖 团结协作，配合默契 专家组评选

最佳完成奖 动作整齐，发挥完美，获最高完成分 裁判组技术分最高者

最佳编排奖 编排新颖独特，动作设计巧妙 裁判组艺术分最高者

说明：�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3 名）、总裁判长（1

名）、副总裁判长(2 名）、单项裁判长（1 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评

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裁判组评选依据单套录取名次的套路的裁判有效分之和进

行评选（允许并列）。

6．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一等奖的运动队的教练将获“最佳

教练员奖”；

7．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1．报名：各单位将报名表分别电邮至协会报名邮箱（E-mail:

13739188068@163.com）和承办单位（ ）。

2．报名日期：自 2011 年 月 日至 月 日截止，逾期报名，

不予受理。

3．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1.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选派，裁判员由各参赛单位自行推荐 1-2 名，保护员和辅助裁判

由承办单位选派。

2.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按《仲裁委员会条例》的规

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1．在国家体育总局大型体育赛事或群众体育活动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赛事活动组委会授权成立赛区应

急工作现场指挥机构，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

置工作；

2．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和保

障机构，包括财政、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讯、供

水、供电等；

3．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承办

单位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4．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负责

预警信息的采集和汇报。组委会负责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行培

训；

5．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随时报告。

十、经费：

1.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2.选派的协会官员、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仲裁委员会人

员食宿、交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难度申报表

参赛单位： 组别： 级别：

教练姓名： 联系电话：

填表人签名; 联系电话;

序号 编 号 名 称 符 号 分 值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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