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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

奥运会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5月5日至14日在上海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

三、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四、参加办法

(一)年龄规定

1996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男运动员。

1998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女运动员。

参加女子团体比赛的队最多允许有2名1999年12月31日

前出生的运动员,只参加个人比赛的队不享受此规定。

(二)参加人数

凡有男、女团体的单位,可报男、女运动员各6名,教练员

共4人,领队、医生、舞蹈教师各1人;只有男子团体的单位,

可报运动员6名,教练员2名,医生1名;只有女子团体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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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报运动员6名,教练员2名,其中必须有1名女性教练,

当只有1名教练员时,教练性别不限,医生1名。只参加男、女

个人比赛的单位,除运动员外可报男或女教练员1名,性别不

限,医生1名。允许各单位有6名运动员参加资格赛团体比赛,

赛前24小时确定团体队员名单及出场顺序,但每个项目只能有

5名运动员参加,计各单项前4名运动员成绩为该单项团体分数

(6—5—4)。各单位必须在各项目比赛的2分30秒准备活动之前

确定各项目上场的5名运动员名单,名单确定后不得更改。

(三)医生名额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占用。

(四)在国家体操集训队训练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加比赛,

由原单位报名,占原单位名额。

(五)允许各单位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赛,计成绩

和名次,但所有费用自理,按超编付费。如全能、单项取得决赛

资格,占本单位名额。

(六)报到前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允许更换,报到

后一律不得更换。

(七)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的检查,身体健康。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男女资格赛、男女全能决赛和男女单项决赛。

(二)资格赛

1.团体:以资格赛成绩决定名次。

2.全能:录取资格赛中男女全能前24名参加全能决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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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名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中单项高分数量多者参加,全能

决赛各单位最多可参加2名运动员。

3.单项:取资格赛各单项前8名参加单项决赛,如第8名

运动员成绩相等,则以E组裁判员扣分少者参加,以此类推;

如再相同,则同时进入决赛。单项决赛各单位最多可参加2名运

动员。

参加个人赛的运动员如录取单项决赛资格,男子必须至少参

加3个项目以上、女子必须至少参加2个项目以上的比赛。所参

加项目的得分不能低于该项所有运动员最后得分的40%以上。

(男子3项、女子2项)

(三)全能决赛设4名候补运动员,单项决赛设3名候补运

动员。

(四)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赛前24小时以

书面形式报告大会总记录处,其后项目及获取资格也同时放弃。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六)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09—2012年体操评分

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团体

以资格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

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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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能

以全能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单项

以各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四)团体、全能和单项均录取前八名予以奖励。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4月5日之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分别寄或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体操部 (010)67175307和

上海市体操运动中心。同时请用Email发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

动管理中心体操部邮箱:ticaobu@163.com。上海市体操运动中

心邮箱:shtczxxlk@yahoo.com.cn。逾期报名,参加团体比赛

的队扣团体1.0分,参加个人全能比赛的扣资格赛全能总分0.3

分,只参加单项比赛的扣资格赛中所参加得分最高项目0.3分。

4月12日后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裁判员于5月到4日到上海市向大会报到。运动队于

5月5日到上海市向大会报到。

(三)裁判员必须是参加过2009年新规则学习班考试合格,

国家级以上 (包括国家级)的裁判。不符合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所有经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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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级裁判员必须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向大会报

到时交到接待处,由高级裁判组负责审核。未携带有效裁判等级

证书者,将不能参加裁判工作。

(五)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

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具体办法另行通知。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

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九、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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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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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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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一、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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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体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9月日至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武汉市

体育局及有关体育院校。

三、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四、参加办法

(一)年龄

1996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男运动员

1998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女运动员

(二)各单位可报男、女运动员最多各6人,领队、医生、

舞蹈教师各1人,教练员共4人。男、女运动员各报3名或少于

3名运动员的单位,允许报教练员1人,医生1人。

(三)医生名额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占用。

(四)在国家体操集训队训练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加比赛,

由原单位报名,占原单位名额。

(五)允许各单位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赛,计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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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次,但所有费用自理,按超编付费。如全能、单项取得决赛

资格,占本单位名额。

(六)每个单位在报名表上必须明确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项目,

如不注明参赛项目将不接受报名。比赛中因伤病不能继续参赛,

须以书面材料上报,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其后项目及获取资格也

同时放弃。

(七)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的检查,身体健康。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单项决赛。

资格赛录取各单项前8名参加单项决赛;如第8名成绩相

同,则以E组扣分少者参加,以此类推;如再相同,则同时进

入决赛。如承办单位无运动员进入某项目单项决赛,可派1人持

外卡参加该单项的决赛,但必须是参加资格赛该项目比赛并进入

前15名的运动员,该项目将有9名参加决赛,运动员决赛成绩、

名次同样有效。持外卡参加单项的决赛的运动员,在所参加的项

目均第一个出场进行比赛。

(二)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四)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09—2012年体操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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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全能

以资格赛全能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全能及各单项均录取前8名予以奖励。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8月日前将报名单及运动员参赛项目一式两

份分别寄或电传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 理 中 心 (010)

67175307和云南省市体育局。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

操部邮箱:ticaobu@163.com。逾期报名,参加个人全能比赛的

扣资格赛全能总分0.3分,只参加单项比赛的扣资格赛中所参加

得分最高项目0.3分。

  月  日后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运动队和裁判员于9月日到云南省昆明市向大会报到。

裁判员必须是参加过2009—2012年新规则学习班考试合格,国

家级以上 (包括国家级)的裁判。不符合要求和不按时报到者,

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所有经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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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至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裁判员必须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向大会报到时交

到接待处,由高级裁判组负责审核。未携带有效裁判等级证书

者,将不能参加裁判工作。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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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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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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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1—



2012年年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6月21日至29日在浙江省杭州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宣传部文体局,武汉

市,有关体育院校。

四、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

甲组:

男运动员:1996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

女运动员:1997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

男运动员: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

女运动员:1999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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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人数

1.凡参加团体比赛的单位,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

可各报4名运动员 (各为一个团体),男子甲、乙组各报1名教

练员,女子甲、乙组各报1名教练员。共4名教练,16名运动员。

2.凡参加男、女团体比赛 (甲乙组均可)的单位,可派领

队1名、医生1名、舞蹈教练1名。

3.只参加男、女各组别个人比赛的单位,除运动员之外,

可报各参赛组别教练1名。

4、医生名额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占用。

(三)在国家集训队训练的运动员代表原单位参加比赛,由

原单位报名,占原单位参赛名额。

(四)允许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加个人比赛,计成

绩和名次,所有超编人员费用全部自理 (按超编人员付费)。如

全能及单项获得决赛资格,占本单位名额。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单项决赛。

(二)资格赛

1.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进行团体比赛,分别以各

项目前3名运动员的分数计算团体成绩 (4—4—3)。

2.以资格赛成绩决定个人全能名次和录取单项决赛的资格。

3.一个单位最多只能录取2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的单项决

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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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资格赛男子6项、女

子4项全能比赛,每项最低分不能低于10分,否则不能获得参

加单项决赛资格。

5.因伤退出比赛的运动员,所取得的各项决赛资格将自动

放弃。

(三)单项决赛

录取资格赛各单项前8名参加各单项决赛,如第8名运动员

的成绩相同,则以E组裁判员扣分少者参加,以此类推;如再

相同,则同时进入决赛。如承办单位无运动员进入某项目单项决

赛,可派1人持外卡参加该单项的决赛,但必须是参加资格赛该

项目比赛并进入前15名的运动员,该项目将有9名参加决赛,

持外卡参加各决赛的运动员在各项为第一个出场,运动员决赛成

绩、名次同样有效。

(四)男女各单项均设3名候补运动员。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六)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2009—2012年版体操评分

规则 (青少年部分)进行评分。女子见附件:《国际体联青少年

体操评分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

以资格赛的团体成绩 (4—4—3)决定男子甲、乙组,女子

甲、乙组4个团体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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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全能

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决定名次 (各年龄组分别录取),成

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

等,则名次并列。

(四)录取各团体前六名、全能和单项均录取前八名予以

奖励。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5月21日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分别传真或邮

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和云南省

体育局。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箱:ticaobu@

163.com。逾期报名,参加团体比赛扣1.0分,参加个人比赛扣

全能0.3分。超过5月28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裁判员、运动队于6月21日到省市报到。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至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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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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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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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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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 “李宁杯” 全国少年

体操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8月20日至2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李宁体操学校

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三、参加单位和人员

(一)第一、第二赛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各年龄

段团体前三名的单位。

(二)第一、第二赛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各年龄

段团体四、五、六名的单位,如无人进入全能及单项决赛,可各

派1名运动员参加个人比赛。

(三)第一、第二赛区男女甲、乙组各年龄段个人全能前三

名、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均可以参加个人比赛。

(四)凡取得参加总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因伤病或其它原因

不能参赛,须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批准,如未报经

批准擅自不参加总决赛,将影响下一年度的参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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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办单位李宁体操学校可派出男子甲、乙组,女子甲、

乙组各年龄段各4名运动员参加总决赛。

四、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

男子:甲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的

运动员。

乙组: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女子:甲组: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的

运动员。

乙组: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二)参加人数

1.团体赛:凡取得参加各年龄段团体赛资格的单位可分别

报各年龄段各4名运动员参赛,男、女各年龄段各报1名教练

员。有2个女子团体的单位可报1名舞蹈教练;有2个以上 (含

2个)团体的单位可以报领队1名、医生1名。

2.只参加男、女各各组别各年龄段个人比赛的单位,除运

动员外,可报各参赛年龄段教练各1名。

五、竞赛办法

(一)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院校为录取名次的单

位,各单位只能录取各年龄段一个团体;个人全能和各单项以各

年龄段录取名次,各单位在一个年龄段只能录取2个名次。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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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以录取各年龄段2个团体名次;各年龄段的个人全能和各

单项,最多可以录取3个名次,但每个参赛队伍仍不能超过2人

录取名次。

(三)资格赛

1.男子甲、乙组各进行6个项目的比赛;女子甲、乙组各

进行4项的比赛。

2.参加团体赛的单位可报4名运动员参加资格赛各年龄段

的比赛,以每个项目前3名队员的得分计算团体成绩 (4—4—3)。

3.分别以男、女各年龄段 (共8个年龄段)的成绩,分别

计算个人全能名次。

4.录取各单项前8名参加各单项决赛。如果各单项第8名

的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果仍相等,

则以资格赛各单项中的高分多者名次列前。

(四)凡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资格赛男子6项、

女子4项的全能比赛,否则不能获得参加单项决赛资格。

(五)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七)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 “全国少

年体操比赛规定动作 (2012年版)”进行比赛。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以资格赛的团体成绩分别录取男子甲、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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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乙组各年龄段团体名次 (共8个团体),各团体均录取

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

次空出。

(二)个人全能: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录取各年龄段前8

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三)单项: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各年龄段前8名,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如该项

参赛人数不足8人,则按资格赛单项名次录取。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参加第一、第二赛区的各单位在比赛结束后1周内,

将报名单 (注明分区赛的成绩和名次)一式两份分别传真到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67158727和李宁

体操学校 (0757)83333698,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

部邮箱:ticaobu@163.com;超过8月5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二)运动员报名时必须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提交注册证明、本人户口本原件扫描件、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扫

描件,以 Email方 式 发 至 体 操 中 心 体 操 部 邮 箱:ticaobu@

163.com,否则将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至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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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和裁判员均于8月20日到广东省佛山市李宁体

操学校报到。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规定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

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

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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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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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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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 “李宁杯” 全国少年

体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赛区:2012年7月12日至1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第二赛区:2012年7月20日至26日在浙江省温州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女子: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蹦床。

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蹦床。

三、参加单位

(一)第一赛区: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八一、武汉市、武汉体院、仙桃李小

双体操学校

(二)第二赛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温州市

四、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

男子:甲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的

运动员。

乙组: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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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组:2001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的

运动员。

乙组: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出生的运动员。

(二)参加人数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凡参加团体比赛的单位可分别报:

男子甲、乙组,女子甲、乙组各年龄段各4名运动员参赛 (共8

个团体)。男子甲、乙组各年龄段各报1名教练员,女子甲、乙

组各年龄段各报1名教练员。有2个女子团体的单位可报1名舞

蹈教练;有2个以上 (含2个)团体的单位可报领队1名、医生

1名。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只参加男、女各组别各年龄段个

人比赛的单位,除运动员外,可报各参赛年龄段教练各1名。

3.医生名额不允许其他任何人员占用。

4.允许超出上述名额的运动员报名参加个人比赛 (必须符

合参赛年龄),计成绩和名次,所有超编人员费用全部自理。

5.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下属单位参加比赛,在报

名的一个月前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经批准后方可参加比赛。

五、竞赛办法

(一)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院校为录取名次的单

位,各单位只能录取各年龄段一个团体;个人全能和各单项以各

年龄段录取名次,各单位在一个年龄段最多只能录取2个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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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

最多可以录取各年龄段2个团体名次;各年龄段的个人全能和各

单项,最多可以录取3个名次,但每个参赛队伍仍不能超过2人

录取名次。

(三)资格赛:比赛以小循环方式男、女队同场进行。

1.男子甲、乙组各进行7个项目的比赛;女子甲、乙组各

进行5项的比赛。

2.一个单位可由4名运动员参加各年龄段的比赛,以每个

项目前3名队员的得分计算每个年龄段的团体成绩 (4—4—3)。

3.分别以各年龄段 (共8个年龄段)的成绩,计算个人全

能名次。

4、录取各单项前6名参加各单项决赛 (蹦床除外),如果资

格赛各单项第6名的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果仍相等,则以资格赛各单项中的高分多者名次列前。

(四)凡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必须参加资格赛男子7项

(含蹦床)全能比赛,女子资格赛5项 (含蹦床)全能比赛,且

每项目得分不低于8分,否则不能获得参加单项决赛资格。

(五)各单项设3名候补运动员。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所代表单位的标志,对未佩带标

志的单位,按国际体操联合会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进行扣分。

(七)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 “全国少

年体操比赛规定动作 (2012年版)”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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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

以资格赛的团体成绩分别决定男、女各年龄段团体名次,各

团体均录取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

列,其后名次空出。

(二)个人全能

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 (男子7项、女子5项)录取各年龄

段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

名次空出。

(三)单项

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各年龄段前6名,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如成绩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如参赛人数少于6

人,则按资格赛单项名次录取。

(四)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七、报名和报到

(一)第一赛区各参赛单位于6月12日之前将报名表一式两

份分别传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

67158727和承办单位,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

箱:ticaobu@163.com。超过6月18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第二赛区各参赛单位于6月20日之前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分

别传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67175307、

67158727和承办单位,同时请用Email发至体操中心体操部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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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ticaobu@163.com。超过6月26日将不再接受报名。

各单位逾期报名,将扣团体1.0分。无团体则扣个人全能

0.3分。

(二)运动员报名时必须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提交注册证明、本人户口本原件扫描件、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扫

描件,以 Email方 式 发 至 体 操 中 心 体 操 部 邮 箱:ticaobu@

163.com,否则将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一同发送到国家体育总

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报到:第一赛区裁判员、运动队于7月11日到湖北省

武汉市报到;第二赛区裁判员、运动队于7月19日到浙江省温

州市报到。

八、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九、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规定执行。

十、冠名与队服广告的规定:关于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

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全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

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 〔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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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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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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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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蹦床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4月20至26日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男子

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男子双人同步、女子双人同步。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

四、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参赛年龄:1997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每个参赛单位最多可报男、女运动员各8名 (3—4名

网上运动员、1—2名单跳运动员、双人同步各2对运动员,其

中1对同步运动员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三)凡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队教练各2名,单

跳教练1—2名。不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教练各1名。

(四)凡参加男、女团体比赛的队,可报领队和医生各1名。

(五)报到后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须凭医生证明在

赛前24小时办理更换手续。参加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

步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换。因故弃权,由随后名次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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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决赛。

(二)团体资格赛每队由3—4名网上运动员和1—2名单跳

运动员组成。由网上第一套和第二套每套得分较高的3名运动员

成绩与单跳每套得分较高的1名运动员成绩相加评定团体名次。

如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三)团体资格赛同时也是网上个人和单跳个人的资格赛。

双人同步要单独进行资格赛,每个单位最多可报男、女各2对参

赛,其中1对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四)资格赛网上个人和双人同步运动员要完成符合要求的

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单跳运动员要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

选动作。

(五)获资格赛男、女前8名的队进行团体决赛。团体决赛

由3名网上运动员和1名单跳运动员组成。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

自选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

开始。以3名网上运动员得分之和与1名单跳运动员两套动作得

分的平均分相加评定团体名次。如并列,依据2011—2012年版

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获资格赛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步前8名的运

动员将进行决赛。决赛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运动

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并列,则依

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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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每个单位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个人运动员、1名单

跳运动员和1对同步运动员参加决赛。

(八)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

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和2011年版国内比赛特定

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所有竞赛项目均以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分别录取前8

名,予以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加盖公章,分别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87182230)和承办

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

判员报到应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

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蹦床运动员自选

动作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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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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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蹦床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  月  日至  日在    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网上团体、女子网上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

人、男子单跳团体、女子单跳团体、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

人、男子双人同步、女子双人同步。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行业体协、各体育院校。

四、参赛资格:

(一)运动员参赛年龄:1997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每个参赛单位最多可报男、女运动员各9名 (男、女

网上各4名运动员、单跳各3名运动员、双人同步各2对运动

员,其中1对同步运动员必须是参加网上团体赛的运动员)。

(三)凡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队教练各2名,单

跳教练1—2名。不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教练各1名。

(四)凡参加4项以上的单位 (含4项),可报领队和医生各

1名。

(五)报到后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须凭医生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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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24小时办理更换手续。参加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

步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换,因故弃权,由随后名次递补。

五、竞赛办法

(一)进行资格赛和决赛。

(二)网上团体资格赛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人完成

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计每套得分高的3名运动

员成绩。单跳团体资格赛每队由2—3名单跳运动员组成,每人

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每套得分高的2名运动员成

绩。双人同步资格赛,每对完成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

动作,计两套得分相加。

(三)团体资格赛也分别是网上个人和单跳个人的资格赛。

(四)获团体资格赛男、女前8名的队进行决赛。网上团体

决赛由3名运动员组成,单跳团体决赛由2名运动员组成。运动

员分别完成一套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得分相加评定团体名

次,如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五)获资格赛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和双人同步前8名的运

动员将进行决赛。决赛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运动

员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并列,则依

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每个单位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个人运动员、1名单

跳运动员和1对双人同步运动员参加决赛。

(七)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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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和2011年版国内比赛特定

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所有竞赛项目均以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分别录取前

8名,予以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加盖公章,分别传

真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010)87182230和承办单

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

判员报到应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

到者,大会将不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蹦床运动员自选

动作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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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蹦床系列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站:2012年4月26日至30日在福建省举行。

第二站:2012年7月日至日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第三站:2012年7月日至日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网上个人和女子网上个人。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政文体局、各计划单列市

体育局,各体育院校。

四、参赛资格

(一)参赛年龄:1997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者。

(二)在2012年全国蹦床锦标赛预赛中获得男、女网上个人

前12名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系列赛的比赛。男、女第十三至十

六名的参赛名额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决定。如举办

单位的运动员未进入前12名,则把第十三名分配给举办单位的

运动员。

(三)获系列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报教练1名,领队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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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1名。

五、竞赛办法

系列赛进行资格赛和单项决赛。资格赛按国际规则要求进行

第一套动作和第二套动作比赛。获资格赛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单

项决赛,决赛每名运动员完成一套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

并列,则依据2011—2012年版国际蹦床评分规则执行。

六、积分与奖励

运动员参加每站比赛所获得的名次,对照下表,进行积分。

对每站男、女各前8名的运动员进行奖励。同时,将总积分进行

排名,总积分相等,最后一站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奖励男、女各

前8名运动员。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积 分 10 8 6 5 4 3 2 1

七、报名和报到

系列赛各站比赛进行资格确认报名,不确认者视为弃权。运

动队、裁判于赛前两天报到。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辅助裁判由

承办单位选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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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73—



2012年年全国青少年蹦床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10月  日至  日在    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甲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

人、男子单跳个人和女子单跳个人。

乙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

人、男子单跳个人和女子单跳个人。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

业体协,各体育院校。

四、参赛资格

(一)参赛年龄:

甲组:1997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00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二)每个参赛单位最多可报甲组男、女运动员各6名(4名

网上运动员、2名单跳运动员),乙组男、女运动员各6名 (4名

网上运动员、2名单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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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男、女队教练各2名、单

跳教练1名、领队和医生各1名。不参加团体赛的队可报网上

男、女教练各1名、单跳教练限1名。

(四)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生证明赛前24小时

允许更换。参加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决赛的运动员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一)先进行甲组、乙组男、女团体预赛,团体预赛也是网

上个人和单跳个人的资格赛 (无团体的个人须参加此资格赛)。

(二)预赛网上个人运动员完成符合要求的第一套动作和第

二套动作 (乙组第一套动作是规定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

符合预赛要求的自选动作。

(三)团体预赛每队由男、女各3—4名网上运动员和1—2

名单跳运动员组成。取每套得分高的3名运动员的成绩与单跳每

套得分高的1名运动员的成绩之和评定名次。

(四)获团体预赛前8名的队进行决赛。决赛每队由3名网

上运动员和1名单跳运动员组成。团体决赛网上运动员完成一套

自选动作,单跳运动员完成两套符合决赛要求的自选动作。

(五)取3名网上运动员成套得分之和,加上1名单跳运动

员两套动作的平均分,评定名次。如得分相等,名次并列。

(六)获资格赛甲、乙组男、女网上个人、单跳个人前8名

的运动员进行个人决赛。网上决赛每人完成一套自选动作,单跳

决赛每人完成两套符合要求的自选动作,计分从零开始。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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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名次并列。

(七)每个单位各组最多男、女各2名网上运动员和1名单

跳运动员参加个人决赛。

(八)为保证青少年运动员打好基础,强调动作规格质量,

对成套难度值进行封顶。甲组:男子网上13.0、女子网上12.0、

男子单跳6.0、女子单跳4.5。乙组:男子网上12.0、女子网上

11.0、男子单跳5.0、女子单跳3.5。超过标准的按封顶值计算。

(九)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

国际蹦床评分规则、2012年版国内比赛特定规则、2009年制定

的全国青少年比赛网上乙组规定动作。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所有竞赛项目均以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分别录取前8

名,予以奖励。

(二)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加盖公

章,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邮编:100763)

和赛区,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以寄出邮戳为准)。

(二)报到:各运动队、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裁

判员报到应随身携带裁判等级证书,不按时报到者大会将不安排

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各单位在报到当天向大会竞赛组递交运动员自选动作

比赛卡,否则扣团体0.3分。无团体扣个人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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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仲

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九、其它

(一)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附件:少年网上乙组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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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少少年网上乙组规定动作

动作顺序 动作名称 数字代码

1 屈体前空翻两周转体180° 801∠

2 团身后空翻一周 40o

3 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 801o

4 屈体后空翻一周 40∠

5 直体前空翻一周转体180° 41/

6 直体后空翻一周转体360° 42/

7 团身前空翻一周转体180° 41o

8 直体后空翻一周 40/

9 屈体前空翻一周转体180° 41∠

10 团身后空翻两周 8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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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艺术体操个人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2年3月30日至4月4日

地点:浙江杭州建德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及北京体育

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成年运动员3—4人,少年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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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凡参加成年和少年项目的单位,可报教练员2人,领

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只参加成年或少年项目的单

位,可报领队、教练员、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四)凡不参加此赛事的个人运动员 (单位),不允许参加

2012年锦标赛。

五、竞赛办法

成年和少年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团体

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种比

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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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19、2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

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三)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四)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艺术

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五)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个人团体或个人全能成绩中扣

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个人团体总分和少年个人团体总分相加计

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二)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中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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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

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中的12

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

并列,录取前八名。

(三)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四)个人单项

成年和少年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五)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遵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六)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奖”

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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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表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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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艺术体操集体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2年3月26日至3月30日

地点:浙江杭州建德

二、竞赛项目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少年集体个人项目:圈、棒 (二级规定)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及北京体育

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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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运动员各5-

6人。凡参加成年和少年项目的单位,可报教练员2人,领队、

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只参加成年或少年项目的单位,

可报领队、教练员、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四)凡不参加此赛事的集体队,不允许参加2012年锦

标赛。

五、竞赛办法

成年和少年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团体

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种比

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完成两套不同动作。

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八名的队参加

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进入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

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少年: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和2项个人项目10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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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分相加前八名的队参加全能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

进入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三)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中各单项前八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八名成绩并列,则全部进入决赛。

(四)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全能中扣除0.50分。

(五)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4套集体动作以及少年2项个人

项目10套动作的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二)全能

成年和少年均以全能赛中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

成绩优者名单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三)单项

成年和少年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四)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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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五)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六)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奖”

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表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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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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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2年6月7日至14日

地点:四川省南充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

及北京体育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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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个人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1—

6人,集体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5—6人。凡参加全部项目

的单位,可报教练员4人,其他根据报项数量,每项可报教练员

1人,每单位可报领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以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一)个人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比赛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

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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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19、2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

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4.个人项目团体总分赛

每队由成年个人2人和少年个人2人参赛,每人一项,成年

项目为棒、带,少年个人项目为圈、球,共计4套动作。

(二)集体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比赛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

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参加比赛的成年和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

队参加全能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决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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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4.集体项目团体总分赛

每队由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项目各一套。成年为3带2圈,

少年为5球。共计2套不同的动作。

(三)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四)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个人团体或集体全能中扣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个人团体名次分与集体项目成年

和少年名次分相加计算成绩。名次分按照第一名15分;第二名

14分;第三名13分;第四名12分;第五名11分;第六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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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七名9分;第八名8分,第九名以后依次类推计算。成绩

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二)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三)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成年个人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0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少年个人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2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四)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五)个人单项

成年个人和少年个人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六)集体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不同的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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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七)集体全能

分别将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全能赛中2项得分相加计算成

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八)集体单项

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九)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十)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

奖”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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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报名时随报名表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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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2年9月9日至16日

地点:江苏省扬州市

二、竞赛项目

成年个人项目:圈、球、棒、带

少年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成年集体项目:5球、3带2圈

少年集体项目:5绳、5球

三、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行业体协以及北京体育

大学。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

成年: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少年: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备注:199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可自行选择参

加成年或少年中一个组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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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加人数

每单位各项可报1个队,个人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1—

6人,集体项目成年和少年运动员各5—6人。凡参加全部项目

的单位,可报教练员4人,其他根据报项数量,每项可报教练员

1人。每单位可报领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三)报名表提交以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一)个人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

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成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4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2套动作。

少年: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完成每项器械的3套动作,共计15套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进行4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3—4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3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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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8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8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19、2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

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参加该项

决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运动员,替补运

动员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4.个人项目团体总分赛

每队由成年个人2人和少年个人2人参赛,每人一项,成年

项目为棒、带,少年个人项目为圈、球,共计4套动作。

(二)集体项目: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第一种比赛为

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资格赛,第二

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1.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参加比赛的成年和少年每队完成2套不同的动作。

2.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

队参加全能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决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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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不同动作。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3.单项决赛 (第三种比赛)

成年和少年均取第一种比赛各单项前8名的队参加该项决

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4.集体项目团体总分赛

每队由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项目各一套。成年为3带2圈,

少年为5球。共计2套不同的动作。

(三)比赛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发的 《2009—2012年国际

艺术体操评分规则 (终审版)》。

(四)比赛设表演项目,每队准备一个艺术性强、形式新颖

的节目 (人数不少于5人)。凡无表演节目的单位将从团体总分

或个人团体或集体全能中扣除0.50分。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第一种比赛中成年和少年个人团体名次分与集体项目成年

和少年名次分相加计算成绩。名次分按照第一名15分;第二名

14分;第三名13分;第四名12分;第五名11分;第六名10

分;第七名9分;第八名8分,第九名以后依次类推计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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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二)个人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和少年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

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三)个人团体

成年:以第一种比赛成年个人运动员12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0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第一种比赛少年个人运动员15套动作 (每项3套)

中的12个最好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

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四)个人全能

成年:以全能赛中个人4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少年: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五)个人单项

成年个人和少年个人运动员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

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六)集体项目团体总分

以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不同的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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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七)集体全能

分别将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全能赛中2项得分相加计算全能

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

八名。

(八)集体单项

成年集体和少年集体均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各录取前八名。

(九)对于本次比赛中达到运动员等级标准的参赛者,可申

请授予相应的运动员等级称号,等级标准参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 〔2010〕18号)执行。

(十)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设 “成套动作编排奖”、“难度创新奖”、“艺术表现

奖”和 “表演节目优胜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的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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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险: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报名时随报名表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

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三)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四)报到时将运动员参赛的成套动作难度表和成套动作音

乐CD盘交大会,逾期未交者将按规则要求执行,取消比赛资

格,费用自理。

(五)表演节目必须在报名表中注明:节目名称、内容、人

数、时间,并在报到时上交表演节目的CD盘。

九、其它

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于中国

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

有关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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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12年8月20日至27日

地点:北京体育大学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大专院校、

中小学、行业协会及有关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少年组:

A组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一级自选)

B组个人项目:绳、圈、球、棒、带 (一级规定)

C组个人项目:绳、球、带 (二级规定)

集体项目:5绳、5球 (一级自选)

集体个人项目:圈、棒 (二级规定)

集体项目:5球 (一级规定)

(二)青年组:

A组个人项目:球、带、纱巾 (一级规定)

B组个人项目:球、带、纱巾 (一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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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项目:5球 (一级规定)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少年组: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注册的运

动员。

2.青年组:普通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均可;曾在国家体育

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注册并在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个人

冠军赛、集体锦标赛及青少年锦标赛中获得前8名的运动员或运

动队不允许参加该组别比赛。

(二)参赛年龄

1.少年组:

A组:1997年1月1日—1998年12月31日出生者

B组:1999年1月1日—2000年12月31日出生者

C组:2001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集体:199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一级自选)

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一级规定)

2.青年组:

A组: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B组:1997年1月1日—2000年12月31日出生者

集体:199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一级规定)

1997年1月1日—199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一级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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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人数

少年组:每单位各项可报2个队。每队可报A组运动员3—

4名,B组运动员3—4名,C组运动员3—4名,一级自选集体

运动员5—6名、一级规定集体运动员5名。每项限报教练员1

人,每单位限报领队、舞蹈教练、乐师和医生各1人。

青年组:每单位个人报名人数不限;集体每队运动员5名。

(四)报名表提交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及其竞赛项目。

如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加比赛,凭医院证明在报到前办理运动员

的更换手续,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

五、竞赛办法

少年组: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均进行第一、二、三种比赛。

第一种比赛为团体总分赛,第一种比赛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比赛的

资格赛,第二种比赛为全能赛,第三种比赛为单项决赛。

青年组:只进行全能赛。

(一)团体总分赛 (第一种比赛)

A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15套动作。

B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5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15套动作。

C组:每队由3—4名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完成1—3项

动作,由不同运动员每项完成3套动作,总计9套动作。

集体:参加集体自选动作的代表队须完成2套不同动作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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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定的个人项目10套动作。

(二)全能赛 (第二种比赛)

1.少年组:

A组: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6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B组:进行5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4—5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4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6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C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参加第一种比赛的运动员,须

参加2—3项比赛,方可获得第二种比赛的资格。取第一种比赛

2项最好成绩相加前16名运动员参加全能赛,若第16名成绩并

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A、B、C组第17、18名为替补运

动员,替补运动员可按照被代替的运动员的顺序进行比赛。

集体 (一级自选):取团体总分赛中2套不同动作和2项规

定的个人项目10套动作得分相加前8名的队参加全能赛,若第

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全能赛。参加全能赛的队应完成2套

不同动作。

集体 (一级规定):进行1套动作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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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队,替补队可按

照被代替队的顺序进行比赛。

2.青年组:

A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

B组:进行3个项目的比赛。

集体 (一级规定):进行1套动作的比赛。

(三)单项决赛:(第三种比赛)

在第一种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各单项前8名的运

动员和集体队参加该项决赛,若第8名成绩并列,则全部参加单

项决赛。

根据第一种比赛的名次,第9、10名为替补运动员和集体

队,替补运动员和集体队可按照被代替运动员和集体队的顺序进

行比赛。

(四)采用国际体联颁发的 《2009—2012年艺术体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体操协会颁发的 《2011版艺术体操运动员技术等级

规定动作》。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总分

以A、B、C组个人团体、集体2套不同的自选动作和2项

规定的个人项目10套动作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

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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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团体

A组:以第一种比赛5项15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B组:以第一种比赛5项15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

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C组:以第一种比赛3项9套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三)全能

少年组:

A组: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B组:以全能赛中个人5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C组:以全能赛中个人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集体 (一级自选):以全能赛中2套不同动作得分相加计算

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集体 (一级规定):以1套动作得分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青年组:

A组:以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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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以3项得分相加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

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前八名。

集体 (一级规定):以1套动作得分计算成绩,成绩优者名

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两个年龄组分别录取前八名。

(四)单项

少年A、B、C组个人和集体 (一级自选)分别以单项决赛

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等名次并列,录取

前八名。

(五)少年组设 “最佳形态奖”和 “优秀表演奖”,A、B、

C组各评选1名运动员。

(六)青年组设 “艺体之星人气奖”和 “艺术表现奖”,A、

B组各评选1名运动员。

(七)设教练员 “成套动作编排奖”,评选办法另定。

(八)少年组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七、裁判员选派办法另行通知

(一)裁判员和仲裁

(二)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 《仲裁委员会条

例》规定执行。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认真填写报名表一式两份于赛前一个月

(以邮戳日期为准)分别寄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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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二)报到:各运动队按补充通知要求报到。裁判员报到时

须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和裁判服,不符合等级要求和不按时报到

者不予安排裁判工作,经费自理。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四)报到时将自选动作的难度表和音乐交大会,逾期未交

将按照规则执行,取消比赛资格。

十、其他

(一)青年组食宿、差旅、交通等费用自理,另收取报名费

每人500元。

(二)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告宣传的有关问题,参照 《关

于中国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比赛参赛队伍冠名和队服广

告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体操字 〔1999〕237号)执行。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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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技巧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5月日至5月日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地

市级体育局、各业余体校、各学校。

三、竞赛项目:

组 别 年 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幼儿组 7岁以下
(含7岁) 集体技巧 0、1 人数:8—24

儿童组 13岁以下
(含13岁)

集体技巧 0、1、2、3

团体 1、2、3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

人数:8—24

少年乙组 16岁以下
(含16岁)

集体技巧 0、1、2、3、4

团体 1、2、3、4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

人数:8—24

少年甲组 19岁以下
(含19岁)

集体技巧 0、1、2、3、4、5

团体 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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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年 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青年组 19岁以上

集体技巧 0、1、2、3、4、5

团体 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8—24

竞技组 年龄不限

集体技巧 6

团体 6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6

人数:8—24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一名运动员可以参加一个项目一个组别的一个难度级

别比赛,可以兼报集体技巧的比赛。

(二)竞技组运动员必须参加集体技巧的比赛。

(三)各单位参赛人数、项目、组别不限,除教练员外,可

报领队、舞蹈教练、医生各1名。

(四)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

(五)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五、竞赛办法:

(一)竞技组:

1.单项比赛:必须参加一套静立性动作、一套动力性动作

的比赛。

2.全能预赛:必须参加一套联合套路的比赛并与单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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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相加,决定全能预赛名次

3.全能决赛:全能预赛前8名按倒序出场参加决赛,完成

一套联合套路的比赛。

(二)儿童组、少年乙组、少年甲组、青年组:

1.1—3级比赛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子三

人、男子四人):

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2.4—5级比赛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子三

人、男子四人):

单项比赛:各比一套静力性和一套动力性动作。

全能比赛:任选一套动力性或静力性动作参加比赛,根据单

项比赛名次倒序出场。

(三)集体技巧: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四)团体比赛:

1.竞技组:全能预赛名次计入团体分,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参加团体比赛。

2.1—3级:预赛名次计入团体分,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且必须是同级别)参加团体比赛。

3.4—5级:单项比赛的静力性和动力性动作得分相加,所

得名次计入团体分。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且必须是同

级别)参加团体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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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评分规则

1.0—5级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2012—2013年全国技巧比赛规则》;

2.6级比赛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 《2009—2012年技巧评分

规则》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的 《技巧集体评分

规则》。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竞技组:静立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分别以单项比赛成绩

评定名次,联合套路以全能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

前,各套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2.儿童组、少年乙组、少年甲组、青年组:

1—3级:根据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各

套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4—5级:静立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分别以单项比赛成绩评

定名次,全能以单项比赛与全能比赛得分相加评定名次,得分高

者名次列前,各套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3.集体技巧:根据集体技巧比赛成绩评定名次,得分高者

名次列前,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4.团体成绩:依据所申报的项目最好成绩换算分值之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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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前六名,颁发奖杯。

名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分 值 13 11 10 9 8 7

(三)得分相同者,允许并列。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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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难度奖 成功完成难度动作,获最高难度分 裁判组难度分最高者

说明:

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

单项裁判长 (2名)组成专家组进行评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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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2年  月  日前将报名单分别

电邮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mail:tjshan1975@

126.com)和承办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 (),逾期报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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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在报到当天须向大会竞赛处递交运动员各套

动作难度图解,否则将根据规则要求在比赛得分中进行扣分。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总裁判长、仲裁及国际级裁判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

判由承办单位选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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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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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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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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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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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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预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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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参赛队伍 (含自派裁判)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我中心选派的总裁判长、仲裁及国际级裁判食宿、交

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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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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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技巧青少年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月日至月日在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各计划单列市体育局、各地

市级体育局、各业余体校、各学校。

三、竞赛项目

组别 年  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幼儿组 7岁以下
(含7岁) 集体技巧 0、1 人数:8—24

儿童组 13岁以下
(含13岁)

集体技巧 0、1、2、3

团体 1、2、3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

人数:8—24

少年乙组 16岁以下
(含16岁)

集体技巧 0、1、2、3、4

团体 1、2、3、4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

人数: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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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年  龄 比赛项目 难度等级 集体技巧

少年甲组 19岁以下
(含19岁)

集体技巧 0、1、2、3、4、5

团体 1、2、3、4、5

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混合双人、
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2、3、4、5

人数:8—24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一名运动员可以参加一个项目一个组别的一个难度级

别比赛,可以兼报集体技巧的比赛。

(二)各单位参赛人数、项目、组别不限,除教练员外,可

报领队、舞蹈教练、医生各1名。

(三)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

(四)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五、竞赛办法

(一)1—3级比赛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子

三人、男子四人):

1.预赛:各项目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2.决赛:根据预赛名次倒序出场,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二)4—5级比赛 (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子

三人、男子四人):

1.单项比赛:各比一套静力性和一套动力性动作。

2.全能比赛:任选一套动力性或静力性动作参加比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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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单项比赛名次倒序出场。

(三)集体技巧:完成一套成套动作。

(四)团体比赛:

1.1—3级:预赛名次计入团体分,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且必须是同级别)参加团体比赛。

2.4—5级:单项比赛的静力性和动力性动作得分相加,所

得名次计入团体分。各队可申报2—3项 (每项一组且必须是同

级别)参加团体比赛。

六、评分规则、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评分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编撰

的 《2012—2013年全国技巧比赛规则》;

(二)录取名次与奖励

1.男子双人、女子双人、混合双人、女子三人、男子四人:

1—3级:根据决赛成绩评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各

套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4—5级:静立性套路、动力性套路分别以单项比赛成绩评

定名次,全能以单项比赛与全能比赛得分相加评定名次,得分高

者名次列前,各套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2.集体技巧:根据集体技巧比赛成绩评定名次,得分高者

名次列前,录取前6名予以奖励。

3.团体成绩:依据所申报的项目最好成绩换算分值之和录

取前六名,颁发奖杯。

—48—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分值 13 11 10 9 8 7

(三)得分相同者,允许并列。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定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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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难度奖 成功完成难度动作,获最高难度分 裁判组难度分最高者

说明:
1.专家组评选将由仲裁委员会 (3名)、总裁判长 (1名)、单项裁判长 (2名)

组成专家组进行评选,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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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2年月日前将报名单分别电邮至国

家体 育 总 局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E—mail:tjshan1975@

126.com)和承办单位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逾期报名,不予

受理。

(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在报到当天须向大会竞赛处递交运动员各套

动作难度图解,否则将根据规则要求在比赛得分中进行扣分。

(四)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报

—58—



名时随报名单将保险证明复印件一同寄至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总裁判长、仲裁及国际级裁判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辅助裁

判由承办单位选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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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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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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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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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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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68—



十、经费

(一)各参赛队伍 (含自派裁判)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我中心选派的总裁判长、仲裁及国际级裁判食宿、交

通费用由承办单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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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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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时间和地点

2012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将在7月16日至23日在 (XX城

市举行,具体地点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条件

(一)参赛单位须于2012年1月3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

进行常规备案的单位,具备参加2012年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

的全国健美操联赛、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全国健美操冠军赛资格

的单位;

(二)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

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参加规定动作比赛的运

动员,必须是已经参加过2012年度第一、二站全国健美操联赛

具备参加全国锦标赛资格的运动员;

(三)参赛裁判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1日前在

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并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举办的裁

判员培训,获得裁判执法资格,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件1)

(一)成年组 (18—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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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的比赛;

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

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有氧舞蹈 (7—8

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赛;比

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中国健美

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

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

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健

将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

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

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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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

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三)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 (同甲组要求)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

自选套路;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乙组要求)和

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

选套路;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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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

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参赛资格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需持有中国

健美操协会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的

年龄组别;

3.在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中获得单项参赛资格的运动队,

各组别三人操只允许更换一人,集体操 (5—6人)最多允许更

换两人。但所更换运动员必须具备相同的参赛资格 (同组别、够

资格);

4.参加自选套路比赛 (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将组、

少年乙组预备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的运动员,是指已

经获得了该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无须再申请运

动员技术等级;

5.参加规定套路比赛 (成年院校组、少年甲组一级组)的

运动员,是指本年度已经参加了第一、二站全国联赛,分数达到

了参加锦标赛的标准,但未获得了一级的运动员,本次比赛成绩

达到规定要求后,须申请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

6.2011年度参加全国健美操联赛单项冠军、全国健美操锦

标赛和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单项前三名和入选2012年度国家队的

运动员可直接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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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名运动员可以参加同一组别最多三个单项的比赛;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

委会抽签决定;

3.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4.比赛中接受难度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数公布

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5.对于有女选手参赛的三人和集体操 (5—6人)的比赛项

目,难度分除以1.75,其它项目的难度分除以2.0;

6.参赛套路的预赛数量决定进入决赛数量,录取相应的名

次,并按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赛

超过13套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9、10

名),后面名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1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不设决赛

7.预赛分数若相等,允许并列进入决赛,下一名次轮空,

进入决赛并列名次,出场顺序以完成分高者先出场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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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选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

2.集体操 (5—6人)要求同时或依次完成相同的难度动

作,否则裁判长减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创造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

运动参赛套路,若出现与2011年度相类同的参赛套路音乐/动

作,由裁判长减0.5分。

(三)规定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技术等

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

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以下同组别同空间的难度,否

则判为更改难度,由裁判长减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运

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成套减0.5分。

六、竞赛日程

2012年全国锦标赛赛程采用国际二级赛事规定,安排如下:

日期 活动内容

第一天
技术会议

裁判员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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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内容

第二天
裁判员培训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第三天
裁判员培训
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第四天 第一天预赛

第五天 第二天预赛

第六天
第三天预赛
团体颁奖

第七天
第四天决赛
单项颁奖

第八天
第五天决赛
单项颁奖

GALA表演及特别奖颁奖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参见附件2、附件3)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和达到一级技术等级标准的运

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

(二)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

最具实力奖;

(三)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

最具魅力奖;

(四)本次比赛设综合团体奖,前三名颁发奖杯。参加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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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年组参赛单位以精英组和新人组八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的

预赛完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参加评选的少年组参赛单

位以预备健将组和预备一级组八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的预赛完

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

(五)获得单项冠军和各组别特别奖的运动员,须参加

GALA颁奖表演。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助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

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

周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参加

裁判工作,登记为一次裁判实践经历,比赛评估合格者视为一次

资格裁判经历。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二十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5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裁判员1名;6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裁判员1

名;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2名、裁判员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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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在规

定报到日下午6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食宿费标准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参赛管理费运动员200元/人,报

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成员和裁判员差旅费、食宿

费由大会负担。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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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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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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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附件:1.2012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各组别、各单项与参赛

成套内容

2.2012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3.2012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综合团体赛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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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各组别、 各单项与参赛成套内容

组别/单项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
舞蹈

有氧
踏板

有氧
轻器械

参赛内容

成年组

精英组 √ √ √ √ √

新人组 √ √ √ √ √ √ √ √

院校组 √ √ √ √ √

成年自选

成年规定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 √ √ √ √ √ √ √ 成年自选

一级组 √ √ √ √ √ 一级组规定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2组自选

二级组 √ √ √ √ √ 二级组规定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1组自选

三级组 √ √ √ √ √ 三级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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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组 别 自选动作奖项设置 规定动作奖项设置

成年组

精英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新人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院校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一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二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三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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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

综合团体赛计分方法

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舞蹈 有氧踏板 有氧轻器械

精英组

新人组

成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预备健将

预备一级

少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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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时间和地点

2012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将在11月2日至9日在 (温州城

市)举行,具体地点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条件

(一)参赛单位须于2012年1月3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

进行常规备案的单位;

(二)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

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参加规定动作比赛的运

动员,必须是已经参加过2012年度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具

备参加全国冠军赛资格的运动员;

(三)参赛裁判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1日前在

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并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举办的裁

判员培训,获得裁判执法资格,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件1)

(一)成年组 (18—30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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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

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有氧舞蹈 (7—8

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赛;比

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中国健美

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

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健

将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

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

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

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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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和有氧踏板 (7—8人)的比赛;比赛按 《2009年—

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甲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

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乙组要求)和

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

选套路;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

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

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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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资格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需持有中国

健美操协会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的

年龄组别;

3.在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中获得单项参赛资格的运动队,

各组别三人操只允许更换一人,集体操 (5—6人)最多允许更

换两人。但所更换运动员必须具备相同的参赛资格 (同组别、够

资格);

4.参加自选套路比赛 (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将组、

少年乙组预备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的运动员,是指已

经获得了该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无须再申请运

动员技术等级;

5.参加规定套路比赛 (成年院校组、少年甲组一级组)的

运动员,是指本年度已经参加了全国联赛分站赛,分数达到了参

加冠军赛的标准,但未获得了一级的运动员,本次比赛成绩达到

规定要求后,须申请一级运动员技术等级;

6.2011年度参加全国健美操联赛单项冠军、全国锦标赛和

全国冠军赛单项前三名和入选2012年度国家队的运动员可直接

报名参赛;

7.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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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名运动员可以参加同一组别最多三个单项的比赛;

2.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

委会抽签决定;

3.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4.比赛中接受难度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数公布

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5.对于有女选手参赛的三人和集体操 (5—6人)的比赛项

目,难度分除以1.75,其它项目的难度分除以2.0;

6.参赛套路的预赛数量决定进入决赛数量,录取相应的名

次,并按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赛

超过13套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9、10

名),后面名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1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不设决赛

7.预赛分数若相等,允许并列进入决赛,下一名次轮空,

进入决赛并列名次,出场顺序以完成分高者先出场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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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选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

2.集体操 (5—6人)要求同时或依次完成相同的难度动

作,否则裁判长减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创造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

运动参赛套路,若出现与2011年度相类同的参赛套路音乐/动

作,由裁判长减0.5分。

(三)规定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技术等

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

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以下同组别同空间的难度,否

则判为更改难度,由裁判长减0.2分;

3.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

运动队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成套减0.5分。

六、竞赛日程

2012年全国冠军赛赛程采用国际二级赛事规定,安排如下:

日期 活动内容

第一天
技术会议

裁判员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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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动内容

第二天
裁判员培训
运动队报到
运动队训练

第三天
裁判员培训
赛台训练

技术方向会

第四天 第一天预赛

第五天 第二天预赛

第六天
第三天预赛
团体颁奖

第七天
第四天决赛
单项颁奖

第八天
第五天决赛
单项颁奖

GALA表演及特别奖颁奖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参见附件2、附件3)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和达到一级技术等级标准的运

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

(二)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

最具实力奖;

(三)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

最具魅力奖;

(四)本次比赛设综合团体奖,前三名颁发奖杯。参加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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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年组参赛单位以精英组和新人组八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的

预赛完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参加评选的少年组参赛单

位以预备健将组和预备一级组八个单项 (报名时确认)的预赛完

成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优先;

(五)获得单项冠军和各组别特别奖的运动员,须参加

GALA颁奖表演。

(六)本次比赛评选2012年度最有价值运动员、最佳裁判员

和最具贡献参赛单位,获奖人员和单位,须参加赛后颁奖表演晚

会领奖。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裁判员和辅助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

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

周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

(三)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参加

裁判工作,登记为一次裁判实践经历,比赛评估合格者视为一次

资格裁判经历。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二十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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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5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裁判员1名;6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裁判员1

名;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2名、裁判员1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裁判员报到时应携带裁判员等级证书及裁判服,在规

定报到日下午6点前报到;

(三)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四)参赛队需按规定的时间报到和离会;

(五)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食宿费标准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参赛管理费运动员200元/人,报

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成员和裁判员差旅费、食宿

费由大会负担。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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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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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供水、供电等;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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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附件:1.2012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各组别、各单项与参赛

成套内容

2.2012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3.2012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综合团体赛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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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各组别、 各单项与参赛成套内容

组别/单项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
舞蹈

有氧
踏板

有氧
轻器械

参赛内容

成年组

精英组 √ √ √ √ √

新人组 √ √ √ √ √ √ √ √

院校组 √ √ √ √ √

成年自选

成年规定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 √ √ √ √ √ √ √ 成年自选

一级组 √ √ √ √ √ 一级组规定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2组自选

二级组 √ √ √ √ √ 二级组规定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1组自选

三级组 √ √ √ √ √ 三级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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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组 别 自选动作奖项设置 规定动作奖项设置

成年组

精英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新人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院校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一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二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三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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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综合团体赛计分方法

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舞蹈 有氧踏板 有氧轻器械

精英组

新人组

成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预备健将

预备一级

少年组各单项指定组别,预赛完成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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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联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时间和地点

2012年4月9日至13日 (浙江衢州)

2012年5月6日至10日 (山东威海)

2012年8月8日至12日 (辽宁沈阳)

2012年9月10日至14日 (上海)

二、参赛条件

(一)参赛单位须于2012年1月3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

进行常规备案的单位,准备参加2012年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主办

的全国健美操联赛、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全国健美操冠军赛;

(二)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

1日前在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准备参加2012年由中

国健美操协会主办的全国健美操联赛、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全国

健美操冠军赛;

(三)参赛裁判员须由参赛单位提名于2012年3月1日前在

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常规备案,并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举办的年

度裁判员培训,获得裁判执法资格,准备参加2012年由中国健

美操协会主办的全国健美操联赛、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全国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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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冠军赛。

三、竞赛项目 (参见附件1)

(一)成年组 (18—30岁)

1.精英组:已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的比赛;

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创编自选

套路。

2.新人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和中

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选

套路。

3.院校组:未获得运动健将的在校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

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

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成年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二)少年甲组 (15—17岁):

1.预备健将组:已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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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要求)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

规则》创编自选套路。

2.一级组:未获得一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

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一级

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三)少年乙组 (12—14岁):

1.预备一级组:已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 (同甲组要求)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

自选套路。

2.二级组:未获得二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 (男女不限)、六人操 (男女不限)

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

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二级组)》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四)少年丙组 (9—11岁):

1.预备二级组:已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

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集体操 (5—6人)、有氧舞蹈

(7—8人)、有氧踏板 (7—8人)和有氧轻器械 (7—8人)的比

赛;比赛按 《2009—2012年竞技健美操规则》(同乙组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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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创编自

选套路。

2.三级组:未获得三级的运动员参加男子单人操、女子单

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六人操的比赛;比赛内容为中国健

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2012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 (三级组)》

各单项的成套动作。

(五)少年预备组 (6—8岁):

比赛内容为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技术

等级规定动作 (基础套)》三人操和集体操 (5—6人)的比赛,

参赛运动员不得兼项。

四、参赛资格

1.备案:参赛队伍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需持有中国

健美操协会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

2.年龄组:以运动员身份证出生年为准确认运动员参赛的

年龄组别;

3.参加成年精英组、少年甲组预备健将组、少年乙组预备

一级组、少年丙组预备二级组比赛的运动员,是指已经获得了该

年龄组别国内最高运动等级的运动员,须以自选套路参赛;

4.参加少年甲组一级组、少年乙组二级组、少年丙组三级

组比赛运动员,是指未获得一级、二级和三级资格的运动员,须

以规定套路参赛,其中少年乙组二级组、少年丙组三级组比赛运

动员,在本年度分站赛获得运动等级后,下一次参赛报名时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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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参赛组别;

5.按照 《2009—2012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

5分积分资格者可晋级参加2012年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

6.2011年度参加全国健美操联赛单项冠军、全国健美操锦

标赛和全国健美操冠军赛单项前三名和入选2012年度国家队的

运动员可直接参加2012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和全国健美操冠

军赛;

7.未按照竞赛规程参赛的运动员,一经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五、竞赛办法

(一)总则:

1.每名运动员可以参加同一组别最多三个单项的比赛;

2.院校组和少年甲组一级组的参赛单位,若在2011年全国

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获得单项前三名,可在第一、二站全国健美

操联赛中的该项目最多报三名或三组运动员参赛;获得单项四至

八名,可在第一、二站联赛中的该项目最多报两名或两组运动员

参赛;其它参赛单位均为每组别每项目限报一名或一组运动员

参赛;

3.院校组和少年甲组一级组的参赛单位,若在2011年全国

锦标赛、全国冠军赛获得单项前三名,可在第一、二站联赛中的

该项目最多报三名或三组运动员参赛;获得单项四至八名,可在

第三、四站联赛中的该项目最多报两名或两组运动员参赛;其它

参赛单位均为每组别每项目限报一名或一组运动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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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决赛出场顺序赛前均由组

委会抽签决定;

5.预、决赛中兼项运动员出现间隔不足5个成套,组委会

有权做出相应调整,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调整原则为不损害其

他队利益为准);

6.比赛中接受难度分申诉,申诉必须在本套动作的分数公

布显示后5分钟内,按申诉程序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7.对于有女选手参赛的三人和集体操 (5—6人)的比赛项

目,难度分除以1.75,其它项目的难度分除以2.0。

(二)自选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

则》和中国健美操协会2011年审定的 《有氧健美操评分规则》;

2.集体操 (5—6人)要求同时或依次完成相同的难度动

作,否则裁判长减0.2分;

3.各单项录取前八名进入决赛,预赛不足八名时,以获得

的分数是否达到本组别最高运动级别的分数而定 (见下表),录

取相应的名次,并按 《2009—2012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

法》获得相应积分,决赛名单和两位替补名单将在预赛以后

公布;

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操 集体操

精英组 19分 19分 18.5分 18.5分 18分

新人组 18分 18分 17.5分 17.5分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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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项目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操 集体操

预备健将组 18分 18分 17.5分 17.5分 17分

预备一级组 17分 17分 16.5分 16.5分 16分

预备二级组 16分 16分 15.5分 15.5分 15分

4.预赛分数若相等,允许并列进入决赛,下一名次轮空,

进入决赛并列名次,出场顺序以完成分高者先出场进行决赛;

5.为体现健美操创造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同项目的参赛

运动参赛套路,若出现与2011年度相类同的参赛套路音乐/动

作,由裁判长减0.5分。

(三)规定动作组:

1.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操技术等

级规定动作评分办法》;

2.规定动作比赛中,除国际年龄组的规定难度外其他0.6

以上难度可降低难度或更改为0.4以下同组别同空间的难度,否

则判为更改难度,由裁判长减0.2分;

3.参赛套路的预赛数量决定进入决赛数量,录取相应的名

次,并按 《全国健美操联赛积分管理办法》获得相应积分,预赛

超过13套以上的单项,决赛仅保留2个替补名额 (第9、10

名),后面名次不再替补;

预赛套路 13套以上 8—12套 4—7套 2—3套 1套

进入决赛 8套 6套 3套 2套 不设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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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赛分数若相等,允许并列进入决赛,下一名次轮空,

进入决赛并列名次,出场顺序以完成分高者先出场进行决赛;

5.为体现健美操多样性的项目特征,同组别的参赛运动队

服装不得相同,否则由裁判长对第二个出场的成套减0.5分。

六、竞赛日程

2012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赛程采用七天赛制,参赛运

动员按少年组、成年组均选择三天赛程报到和离会,原则上安排

如下:

日期 内  容 备  注

第一天 裁判员培训 少年组赛台训练

第二天 少年规定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三天 少年自选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四天 少年组决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五天 少年组离会、成年组参赛队报到、裁判员培训

第六天 成年组预赛 2—3个竞赛单元

第七天 成年组决赛 2个竞赛单元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组别参加决赛运动员和达到二、三级技术等级标准

的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自选动作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

奖牌;

(二)参加规定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

最具实力奖;少年预备组设最进步、最可爱和最自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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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自选动作比赛各组别评选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

最具魅力奖;

八.裁判团 (仲裁委员会、高级裁判组和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指定,

高级裁判组职责范围执行国际体联 《2009年—2012年竞技健美

操规则》;

(二)裁判员必须获得中国健美操协会颁发的 “2009—2012

周期”竞技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证书,并持有中国健美操协会

2012年度有效备案卡,由各参赛单位报名时提名一人参加本次

比赛的裁判工作,赛区执法工作由高级裁判组按照有关规定统一

安排裁判活动内容;

(三)没有提名裁判的参赛单位,需向竞赛委员会缴纳1000

元的裁判费,否则不接受该单位的比赛报名;

(四)没有按照 《2012年度健美操裁判员管理办法》规定进

行裁判工作的,按照有关内容予以执行;

(五)全体裁判团成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和裁判资格证参加

裁判工作,登记为一次裁判实践经历,比赛评估合格者视为一次

资格裁判经历。

九、报名

(一)符合参赛要求的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 (赛前

二十天)完成报名,逾期将不予补报;

(二)参赛运动员人数在5人以下的队可报领队或教练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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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1名;6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裁判员1

名;10人以上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2名、裁判员1名;

(三)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名时,须提交参赛音乐 (注

明参赛单位、组别、项目、运动员姓名)。

十、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二)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 (含赛事承办地参赛人员);

(三)报到注意事项参见补充通知。

十一、经费

(一)各参赛队管理费、保险费、差旅费参赛食宿费自理,

食宿费标准详见补充通知;

(二)参赛单位报名时缴纳参赛管理费运动员200元/人,报

名确认后参赛管理费不予退还;

(三)仲裁委员会和高级裁判组成员差旅费、食宿费由大会

负担;裁判员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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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应急工作信息员和应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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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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健美

操协会。

附件:1.2012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各组别、各单项与

参赛成套内容

2.2012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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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

各组别、 各单项与参赛成套内容

组别/单项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集体
有氧
舞蹈

有氧
踏板

有氧
轻器械

参赛内容

成年组

精英组 √ √ √ √ √

新人组 √ √ √ √ √ √ √ √

院校组 √ √ √ √ √

成年自选

成年规定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 √ √ √ √ √ √ √ 成年自选

一级组 √ √ √ √ √ 一级组规定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2组自选

二级组 √ √ √ √ √ 二级组规定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 √ √ √ √ √ √ √
国际年龄
1组自选

三级组 √ √ √ √ √ 三级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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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2年年全国健美操联赛分站赛

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组 别 自选动作奖项设置 规定动作奖项设置

成年组

精英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新人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院校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甲组

预备健将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一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乙组

预备一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二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少年
丙组

预备二级组 最佳创意、最佳表演和最具魅力奖

三级组 最佳完成、最佳风采和最具实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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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万人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大赛

竞 赛 规 程

一、比赛时间、地点

达标赛:2012年1月1日至9月31日在本地本单位进行。

分赛区:全国21个示范单位

总决赛:待定

二、参加单位

全国各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各健身俱乐部,各行业职工及

健身爱好者。

三、竞赛项目

1.少儿组 (9岁以下):《锻炼标准》1—3级少儿套

2.小学生组:《锻炼标准》3—5级

3.中学生组:《锻炼标准》4—6级

4.普通院校组 (含中师中专):《锻炼标准》4—6级

5.体育院校组:《锻炼标准》4—6级

6.健身俱乐部组:《锻炼标准》3—5级

7.职工组:《锻炼标准》3—5级

8.中老年组 (50岁以上):《锻炼标准》2—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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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赛人数

锻炼标准规定动作各组各级别每队比赛人数为6人,以上各

组男女不限。

五、竞赛办法

(一)达标赛:

各参赛单位均可在本单位组织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

第三套规定动作1—6级的达标活动。

(二)推广分赛区:

1.比赛内容:规定动作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第三套1—6级规定动作,比赛项

目、组别可参照总规程结合本地情况自行设置;

2.参赛人数:各分赛区参赛单位不少于20个,参加总决赛

队伍不少于10支 (如未能达到参赛要求,下一年度将取消分赛

区资格);

3.分赛区赛场布置:各分赛区按主办单位统一提供的场地

布置图,制作分赛场背景板和场地广告 (场地中心位置广告

2块);

4.总决赛参赛资格:各分赛区选拔各组各级别前三名参加

总决赛,没有指定分区赛的单位也可参赛;

5.宣传与推广:各分赛区比赛由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等新闻

媒体作相关报道;

6.总结汇总:各分赛区须在分区赛后一周将比赛总结、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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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赛消息 (含有总杯名)的报纸、大众锻炼标准推广奖申请表

(含各级达标人数)、照片、录像带等相关资料报中国健美操协会。

(三)总决赛

1.开幕式

进行所有参赛队入场式或广场健美操表演,各队自带队名旗

(标准3号旗190×120cm颜色不限)报到时交组委会;

2.决赛

(1)比赛项目:比赛只设规定动作,内容为 《全国健美操大

众锻炼标准》第三套规定动作;

(2)比赛音乐:《锻炼标准》各级别规定动作比赛使用规定

音乐;

(3)成套动作要求:成套动作中开始和结束 (1-8拍)动

作可改变,可适当加入队形变化;地上的力量练习部分可改变动

作的姿势和连接,但不能改变动作的性质和数量。禁止做违例和

不安全的动作;

(4)服装要求:参赛运动员可穿着连体或分体健身服,可适

当装饰、亮片,化妆应以淡妆为宜,体现健康、自然、活力;

(5)参赛要求:所有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组别、一个级别

的规定动作比赛,不能兼报其它组别或级别的规定动作,违者将

被取消比赛资格。

3.颁奖晚会:

(1)各组别优胜套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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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颁奖。

(四)比赛规则

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制定的2009年版 《全国大

众健美操评分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推广分赛区及达标赛:

1.凡通过 《锻炼标准》各级别者,均颁发由中国健美操协

会统一制作的相应级别的证书;

2.按照推广分赛区评选条件设分赛区 “优秀组织奖”,颁发

牌匾 (总决赛时颁发);

(二)总决赛:

1.单项成绩:以决赛成绩按比例录取规定动作各组别各级

别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颁发证书和奖杯;录取三等奖若干

名,颁发证书,颁发浩沙健身服;

2.团体成绩:推广分赛区参加总决赛6个组别的单位可计

团体成绩,团体成绩录取前1-8名。成绩计算方法:决赛中6

个组别中的最好成绩之和为团体最后成绩,成绩高者名次列前,

颁发奖杯和证书;

3.评选特别奖 (团队)若干名,颁发证书和奖杯:

最佳表演奖2队

最佳团队奖2队

最佳人气奖2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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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星 (仅限少儿组)2队

重阳之星 (仅限中老年组)2队

优秀教练员奖若干

4.推广奖:当年组织达标人数为5000人以上的单位授予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推广奖”,组织达标人数为2000人以

上的推广负责人授予 “全国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先进个人”,并

分别颁发牌匾和证书 (在总决赛时颁发)。符合条件的单位须将

奖项申请表于总决赛前20日报中国健美操协会。

七、总决赛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各分赛区及没有分赛区的省市均可报名参赛

(各组别各级别只可报3个队),每个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

1人;各参赛队须以电子版形式在规定时间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中心和组委会 (报名表和报名地址另行通知),确认报名后不得

更改组别和级别;

(二)报到:报到时请附学生证、身份证或户口复印件。报

到时间地点见补充通知。

八、经费

(一)差旅、食宿费:参加总决赛队伍的差旅、食宿费自理;

(二)参赛补助费:参加总决赛各分赛区总领队 (限参加总

决赛队伍须在8个队以上)1人食宿、差旅费由大会负担,总领

队须是省 (市)体育局健美操项目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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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裁判员与仲裁委员会

总决赛裁判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仲裁委员会组成和职

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健美操协会。

电 话:(010)87104006

传 真:(010)871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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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万人全民健身操

大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10月10日至15日

地点:山东省青岛市

二、参赛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城市体育局,大、中、小

学、幼儿园、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及健身俱乐部等相关单位、

各行业职工及健身爱好者。

三、竞赛组别

(一)分组:

1.学校组:

幼儿组、小学组,中学组 (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普

通院校组、体育院校组、高水平运动队组);

2.社会组:

青年组 (18~35)岁、中年组 (36~55岁)、老年组 (56岁

以上)。

(二)内容分组:

1.健身操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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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定动作:普及组有氧健美操规定动作 (2010)、全国

普及性健美操全民推广套路 (2011);全民健身操推广规定套路

(2012)

B.自选动作:有氧舞蹈、自由健身舞、健身轻器械健身

操、表演轻器械健身操、有氧踏板;

2.时尚健身课程

传统有氧操 (Hi—Low)、健身踏板 (FitStep)、健身舞蹈

(FitDance)、有氧搏击 (KickBox)、形神课程 (MindBody)。

3.大众锻炼标准:2级~6级;

4.街舞

A. 规 定 动 作: 嘻 哈 舞 (HIP—HOP)、 爵 士 舞

(JAZZDANCE)、霹雳舞 (BREAKING)、锁舞LOCKING、雷

鬼 (REAGAE)。

B.自 选 动 作:传 统 街 舞 (OLDSCHOOL)、流 行 街 舞

(NEWSCHOOL)。

5.民族健身操 (舞):民族健身操、民族健身舞和民族轻器

械健身操

四、参赛资格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各大中小学、俱乐

部和健美操、街舞爱好者。

五、竞赛办法

(一)总决赛只进行一轮比赛 (决赛),各单项出场顺序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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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组委会统一抽签决定,抽签在截止报名后一周内完成;

(二)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审定的 《2012年全民健身操评分

指南》;

(三)参赛人数:各推广系列活动示范省市,分赛区参赛单

位不得少于20个;总决赛队伍不得少于10支的省市。

(四)没有推广系列活动的省市单位可直接报名参加总决赛;

(五)组织参加总决赛超过10支队伍的省市,将有资格参加

2013年推广系列活动示范省市的申报;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总决赛各组别按一等奖30%、二等奖40%、三等奖

30%的比例录取;

(二)参赛单位均可获得获奖证书;

(三)各组别特别奖设置 (参见补充通知);

1.获得单项奖、特别奖的参赛队伍由组委会颁发证书;

2.获得一等奖队伍的教练员颁发本场比赛的 “优秀教练员”

证书。

七、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 内  容

10月10日 报到

10月11日
裁判员培训
技术方向会

10月12日 第一天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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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内  容

10月13日 第二天比赛

10月14日 第三天比赛

10月15日 颁奖表演

八、裁判团

(一)高级裁判组由中国健美操协会选派,裁判员由各参赛

单位选派,该裁判员必须参加 “2012年全国健美操年度资格培

训班”,并通过考核获得年度执法资格;

(二)裁判员报到时携带裁判服、裁判证和裁判徽章,不执

行 “中国健美操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竞赛组委会将不安排裁

判的工作。

九、总决赛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

1.确认报名后不得更改组别和级别;参赛运动员人数在12

人以下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2名;13人以上的参赛单位可报

领队、教练3名;

2.大会将由指定传媒机构对各参赛代表队进行系列报道,

各队报名时需提交队伍文字介绍 (50字以内)和宣传图片;

(二)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9月20日,逾期报名,不予

受理;具体报名方式见补充通知;

(三)报到:参赛运动员须带身份证报到以备大会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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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地点见补充通知。

(四)报到时提交参赛运动员保险单及3号队旗,颜色不限。

(五)裁判员、运动员按规定时间、地点报到;

(六)所有参赛人员必须驻会,提前报到者,大会视接待能

力酌情解决;

(七)自选动作参赛的运动队报到时提交音乐,携带参赛

CD光盘音乐以备份;

十、经费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时需交运动员参赛管理费50元/人,

报名确认后不予退还;

(二)参赛队食宿费自理;

(三)竞赛组织奖励办法:凡组织参加本次大赛队伍达10支

以上 (运动员人数超过100名)单位的总领队,往返差旅费及食

宿费由大会承担。

(四)高级裁判组差旅费、食宿费由大会负担;随队裁判员

食宿大会统一安排,但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十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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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履行安保职责,

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

—73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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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十二、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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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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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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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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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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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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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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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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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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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持有CCA

三星级或以上级裁判员资格证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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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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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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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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暨

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1年月日至月日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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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组各级别各单项舞蹈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无级别、1、2级)、中学组 (无级别、1、2、3、4级)、大学组

(1、2、3、4、5、6级)、俱乐部组 (无级别组、1、2、3、4

级)、精英组 (7级以上);

A.爵士舞蹈啦啦操

B.花球舞蹈啦啦操

C.街舞舞蹈啦啦操

D.自由舞蹈啦啦操

2.各组各级别技巧啦啦操 (性别不限):设小学组 (1、2

级)、中学组 (1、2、3、4级)、大学组 (1、2、3、4、5、6

级)、俱乐部组 (1、2、3、4级)、精英组 (7级以上);

3.五人配合技巧:只设大、中学混合组及全女生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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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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冠军 (不分组别、不分级且无难度级别限制)

A.技巧啦啦操

B.舞蹈啦啦操 (含花球和爵士或街舞、自由舞蹈)两项。

四、参赛资格和人数

1.获得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和系列赛各分赛区各组别各级别

前三名的队伍获得参加冠军赛资格。

2.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3.参赛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并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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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运动员不得跨单位、跨组、跨级别报名参赛;

6.年度总冠军参赛资格:获得冠军赛各组各级别冠军的

队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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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单项:各单项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

B.年度总冠军:只进行决赛。

2.预赛出场顺序由组委会抽签决定,决赛出场顺序按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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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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评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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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录取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年度总冠军各一队,

颁发奖杯和奖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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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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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各单位于2011年  月  日前将报名单分别

电 邮 至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E- mail:

13739188068@163.com)和 承 办 单 位 (),逾 期 报 名,不 予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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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各参赛队报名时请将保险证明随报名表一同传真至国

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否则将不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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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持有CCA

三星级或以上级裁判员资格证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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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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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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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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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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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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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培训。

(五)预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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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参赛队伍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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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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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啦啦操系列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4月至11月在各个分赛区举行 (分赛区的比赛时间

和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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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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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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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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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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竞赛办法

1.比赛赛程:各分赛区采用预决赛同场制 (即预赛也决赛,

一次决出名次)。

2.评分规则:采用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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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全国啦啦操规定

套路评分竞赛规则》。

3.各难度级别选择范围及难度选择数量严格按照竞赛规则

执行。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录取前8名,颁发证书;

2.各组各级别各单项决赛前3名的队伍,将获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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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暨年度总冠军赛”的资格;

3.规定动作各组各级别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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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根据参赛单位数量评选出 “最佳组织奖”,并颁发

证书和奖杯。

七、报名和报到

1.报名:各单位于2012年月日前将报名表电邮至全国啦啦

操联赛竞赛委员会报名专用邮箱 (13739188068@163.com),逾

期报名,不予受理。

2.各参赛队报名时请将保险证明扫描件一同电邮至全国啦

啦操联赛竞赛委员会报名专用邮箱 (13739188068@163.com),

或在比赛报到时现场交至竞赛委员会,没有参加保险的运动员将

不允许参赛比赛。

3.2012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赛区报名表可登陆 “中国啦啦操

网” (www.cca130.com)下载,所有报名队伍请按照报名表规

定认真准备报名资料 (详见报名说明),所登记信息将在秩序册

等各种比赛文件上出现,如出现登记信息错误,请自行负责。

4.报到时间和地点:

5.报到须交物品:队伍旗帜 (3号旗 【规格:×】,两面);

队伍比赛音乐 (电子版本拷贝,光盘各一份);队伍开票信息

(现场填写)。

八、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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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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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持有CCA三星级或以上

级裁判员资格证书者),并最终由全国啦啦操联赛竞赛委员会在

赛前组织学习并考核,择优使用。裁判员推荐登记表可登陆 “中

国啦啦操网”(www.cca130.com)下载。

2.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和职责将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

的规定执行。

九、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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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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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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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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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

随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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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费

1.各参赛队伍每名运动员需缴纳比赛报名费50元。

2.各队推荐的裁判员食宿差旅费用自理。

3.协会官员、总裁判长、仲裁委员会人员食宿、交通费用

由竞赛委员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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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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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全国排舞大赛总决赛

竞 赛 规 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二、承办单位

全国排舞运动推广中心

四川环福体育经纪发展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各省市体育局

其他单位 (待定)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待定)

地点:(待定)

五、参加单位

全国各中小学、大专院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级体协、文

化宫、青少年宫、社区、健身俱乐部及健身爱好者。

六、竞赛项目和组别

(一)竞赛项目

1.单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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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人规定曲目

2.集体项目

(1)集体规定曲目

(2)集体自选曲目A (三曲连跳)

(3)集体自选曲目B (两曲连跳)

(4)集体原创曲目

(5)广场排舞

(二)组别:

1.单人项目:

(1)中小学组

(2)成人组

2.集体项目的规定曲目和自选曲目按以下组别进行:

(1)少儿组 (<7岁)

(2)小学生乙组 (1—3年级)

(3)小学生甲组 (4—6年级)

(4)中学生乙组 (7—9年级)

(5)中学生甲组 (普通高中、职高、中师中专等)

(6)普通院校组 (含独立学院、职业学院等)

(7)体育院校组

(8)健身俱乐部组

(9)职工组

(10)社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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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青组 (50岁以上)

(12)国际友人组

3.集体原创曲目不分组。

七、参赛资格和人数

(一)每队可报领队、教练、管理、队医等各1人。

(二)集体项目每项参赛人数10人以上。

(三)运动员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或学生证等原件备查。

(四)运动员报到时须携带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

备查。

(五)运动员须提前办理比赛期间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

在报到时携带保险单备查。

八、比赛曲目

(一)单人项目

1.单人项目规定曲目:

(1)中小学组 (待定)

(2)成人组 (待定)

(二)集体项目

2.集体规定曲目

(1)少儿组 (<7岁):(待定)

(2)小学生乙组 (1—3年级):(待定)

(3)小学生甲组 (4—6年级):(待定)

(4)中学生乙组 (7—9年级):(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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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学生甲组 (普通高中、职高、中师中专):(待定)

(6)普通院校组 (含独立学院、职业学院):(待定)

(7)体育院校组:(待定)

(8)健身俱乐部组:(待定)

(9)职工组:(待定)

(10)社区组:(待定)

(11)常青组 (50岁以上):(待定)

(12)国际友人组:(待定)

3.集体自选曲目:

从全国排舞运动官方网站http://www.linedancechina.com

公布的曲目范围内任选曲目进行串烧。

(1)两曲连跳,时间为3′40″—4′10″。

(2)三曲连跳,时间为4′40″—5′10″。

4.集体原创曲目:

(1)单曲;

(2)时间长度2′30″—3′30″。

5.广场排舞:时间为未经剪接的一首完整曲目。

九、竞赛办法

(一)评分规则

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 《2011—2012

全国排舞比赛评分规则 (试行)》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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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赛制

比赛采用预、决赛制,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8队以下直接

决赛。

(三)加分办法

比赛时,总裁判长对参赛人数20人以上的参赛队加0.1分,

30人以上加0.2分。

(四)比赛音乐

1.规定曲目音乐由组委会提供。

2.自选曲目、原创曲目和广场排舞音乐由参赛队自备,各

队随报名表将制作好的音乐 (mp3格式,文件名包含项目、组

别、参赛单位名称等基本信息)传到指定邮箱。

十、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总裁判长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指定,裁

判员从参加全国排舞裁判培训班的人员中抽调,辅助裁判由承办

单位选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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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单人项目、集体项目的录取奖项按报名队数确定。

(二)团体总分成绩按各参赛单位集体规定曲目预赛的最好

成绩与集体自选曲目预赛的最好的成绩之和为团体总分。录取一

等奖8队、二等奖12队、三等奖若干队,颁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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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特别奖若干,颁发奖牌。

1.最佳表演奖3队

2.最佳编排奖3队

3.最佳服饰奖3队

4.体育道德风尚奖3队

5.最佳组织奖3队 (根据参赛人数评定)

6.优秀教练员10名

十二、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截止时间:自2012年月日至月日截止,逾期报名,

不予受理。

2.各参赛单位将以 下 资 料 发 送 到 指 定 邮 箱cpw2011@

126.com:

(1)按照附件一格式填写的电子报名表;

(2)制作好的自选和原创曲目音乐 (mp3格式、文件名包

含项目、组别、参赛单位名称等基本信息);

(3)原创曲目节拍、方向、难度等级、作者信息、音乐信息

等基本情况介绍 (限100字以内)。

3.联系人及电话:(028)85090072郑老师:13689036018,

(二)报到

报到时间:(待定)

报到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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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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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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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安、消防、交通、卫生、气象、通讯、供

水、供电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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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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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重要信息要随时

报告。

十四、经费

(一)集体项目每人每项50元;单人项目每人50元。

(二)各参赛人员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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