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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12月26-29日在长春市莲花山滑雪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沈

阳体育学院。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4人团体赛

(二)男、女个人规定动作

(三)男、女个人自选动作

四、参赛办法

(一)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012/2013年度注

册证的运动员。

(二)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裁判员手册。

(二)团体比赛每队4人,每名运动员任选两个动作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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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参加队数不限。允许跨单位报名参加团体赛,公布成绩,

不计名次。

(三)团体赛的成绩由其最好3人成绩之和决定,如中间退

出比赛者,则按所余人员成绩计算。

(四)个人规定动作:男子bFdF和bdFF,女bLF和bFF。

第一跳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第二跳出发顺序按第一跳成绩逆序

出发。两跳成绩相加。

(五)个人自选动作:

1.预赛:

参赛运动员任意选择一个动作参赛,排名前12名进入决赛,

不足12名时按实际人数进入决赛。

2.决赛:

(1)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进入决赛运动员按成绩从高到低

逆序出发。

(2)决赛分三轮,决赛阶段每轮入围运动员选择决赛阶段中

不重复动作参赛,预赛动作可选用。每轮出发顺序均按成绩从高

到低逆序出发。

(3)决赛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前8名进入

第二轮。第二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4名进入第三

轮,第三轮按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出前四名。

(4)比赛成绩相同者,按国际雪联最新规则进行排名。

(六)个人自选动作的比赛将对部分难度动作,除按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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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规则评分外,还将给予额外的加分,加分办法、级别、标准按

下表执行。

女子:

级别 动作名称 难度系数 该动作满分 增幅 增值

一级
bLdFF 4.175 125.25 8% 10.02

bFdFF 4.425 132.75 8% 10.62

二级
bFFF 4.05 121.50 6% 7.29

bdFdF 3.90 117.00 6% 7.02

三级
bLFF 3.80 114.00 4% 4.56

bFTF 3.75 112.50 4% 4.50

四级

bLTF 3.50 105.00 2% 2.10

bLFT 3.50 105.00 2% 2.10

bFdF 3.525 105.75 2% 2.12

bdFF 3.525 105.75 2% 2.12

男子:

级别 动作名称 难度系数 该动作满分 增幅 增值

一级
bFtFF 4.90 147.00 6% 8.82

bFdFdF 4.90 147.00 6% 8.82

二级
bLtFF 4.65 139.50 4% 5.58

bLdFdF 4.65 139.50 4% 5.58

三级

bFdFF 4.425 132.75 2% 2.66

bFFdF 4.525 135.75 2% 2.72

bdFFF 4.525 135.75 2% 2.72

计算方法:该动作的满分×增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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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方法:该动作得分+该动作的增值分。

(七)男女个人比赛为积分项目,每站比赛积分乘以100%

计入2012-2013年度总积分中。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8名。团体赛参加队数不足奖励名额

的,按实际参赛队数给予奖励 (前3名发奖牌)。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单于赛前20天以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报到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和长春市体育局竞

训处。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259

传 真:(010)88318265

E-mail:chinaski408@yahoo.com.cn

长春市体育局竞赛处

地 址:长春市东朝阳路88号

邮 编:130061

电 话:(0431)88466621

(二)竞赛长、裁判长、线路长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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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线路长、计算长和评分裁判员

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余人员由承办单位

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每人自交报名参赛费20元。

(二)竞赛日程:

日 期 时 间 竞赛项目

12月27日
09∶00-10∶00

11∶00-12∶00

男子团体赛

女子团体赛

12月28日
09∶00-10∶00

11∶00-12∶00

男子个人规定动作

女子个人规定动作

12月30日
09∶00-10∶00

10∶10-12∶00

预赛

决赛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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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03月15-18日在新疆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沈

阳体育学院。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4人团体赛。

(二)男、女个人规定动作。

(三)男、女个人自选动作。

四、参赛办法

(一)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012/2013年度注

册证的运动员。

(二)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裁判员手册。

(二)团体比赛每队4人,每名运动员任选两个动作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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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参加队数不限。允许跨单位报名参加团体赛,公布成绩,

不计名次。

(三)团体赛的成绩由其最好3人成绩之和决定,如中间退

出比赛者,则按所余人员成绩计算。

(四)个人规定动作:男子bFdF和bdFF,女bLF和bFF。

第一跳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第二跳出发顺序按第一跳成绩逆序

出发。两跳成绩相加。

(五)个人自选动作:

1.预赛:

参赛运动员任意选择一个动作参赛,排名前12名进入决赛,

不足12名时按实际人数进入决赛。

2.决赛:

(1)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进入决赛运动员按成绩从高到低

逆序出发。

(2)决赛分三轮,决赛阶段每轮入围运动员选择决赛阶段中

不重复动作参赛,预赛动作可选用。每轮出发顺序均按成绩从高

到低逆序出发。

(3)决赛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前8名进入

第二轮。第二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4名进入第三

轮,第三轮按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出前4名。

(4)比赛成绩相同者,按国际雪联最新规则进行排名。

(六)个人自选动作的比赛将对部分难度动作,除按国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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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规则评分外,还将给予额外的加分,加分办法、级别、标准按

下表执行。

女子:

级别 动作名称 难度系数 该动作满分 增幅 增值

一级
bLdFF 4.175 125.25 8% 10.02

bFdFF 4.425 132.75 8% 10.62

二级
bFFF 4.05 121.50 6% 7.29

bdFdF 3.90 117.00 6% 7.02

三级
bLFF 3.80 114.00 4% 4.56

bFTF 3.75 112.50 4% 4.50

四级

bLTF 3.50 105.00 2% 2.10

bLFT 3.50 105.00 2% 2.10

bFdF 3.525 105.75 2% 2.12

bdFF 3.525 105.75 2% 2.12

男子:

级别 动作名称 难度系数 该动作满分 增幅 增值

一级
bFtFF 4.90 147.00 6% 8.82

bFdFdF 4.90 147.00 6% 8.82

二级
bLtFF 4.65 139.50 4% 5.58

bLdFdF 4.65 139.50 4% 5.58

三级

bFdFF 4.425 132.75 2% 2.66

bFFdF 4.525 135.75 2% 2.72

bdFFF 4.525 135.75 2% 2.72

计算方法:该动作的满分×增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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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方法:该动作得分+该动作的增值分。

(七)男女个人比赛为积分项目,每站比赛积分乘以100%

计入2012-2013年度总积分中。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8名。团体赛参加队数不足奖励名额

的,按实际参赛队数给予奖励 (前3名发奖牌)。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单于赛前20天以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报到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和新疆天山天池滑

雪场。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259

传 真:(010)88318265

E-mail:chinaski408@yahoo.com.cn

2.新疆天山天池滑雪场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751号新天国际101室

邮 编:83000

电 话:(0991)8888666

传 真:(0991)8888666、(0991)888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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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报名,以不报名论。

(二)竞赛长、裁判长于赛前5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

前3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和评分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余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食宿、交通,并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每人自交报名参赛费20元。

(三)竞赛日程:

日 期 时 间 竞赛项目

03月15日
09∶00-10∶00

11∶00-12∶00

男子团体赛

女子团体赛

03月16日
09∶00-10∶00

11∶00-12∶00

男子个人规定动作

女子个人规定动作

03月18日
09∶00-10∶00

10∶10-12∶00

预赛

决赛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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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青年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1月25-27日在辽宁省沈阳体育学院白清寨滑

雪场。

二、参加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沈

阳体育学院。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规定动作

(二)男、女自选动作

四、参赛办法

(一)须持有2012/2013年度注册证的运动员。

(二)运动员须为1994年7月1日以后出生。

(三)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自由式滑雪裁判员手册。

(二)男子规定动作:bLF、b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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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子规定动作:bLT、bLF。

(四)男女自选动作:

1.预赛:

参赛运动员任意选择一个动作参赛,排名前12名进入决赛,

不足12名时按实际人数进入决赛。

2.决赛:

(1)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进入决赛运动员按成绩从高到低

逆序出发。

(2)决赛分三轮,决赛阶段每轮入围运动员选择决赛阶段中

不重复动作参赛,预赛动作可选用。每轮出发顺序均按成绩从高

到低逆序出发。

(3)决赛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前8名进入

第二轮。第二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4名进入第三

轮,第三轮按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出前4名。

(4)比赛成绩相同者,按国际雪联最新规则进行排名。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8名,前3名发奖牌。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单一式两份于赛前20天以传真和E-mail的方式

分别报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和沈阳体育学

院竞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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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265

E-mail:chinaski408@yahoo.com.cn

2.沈阳体育学院竞训处

地 址:沈阳市苏家屯区金钱松东路36号

邮 编:110102

电 话:(024)89166661 (传真)

逾期报名,以不报名论。

(二)竞赛长、裁判长于赛前5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

前3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和评分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

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余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食宿、交通,并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每人自交报名参赛费20元。

(三)竞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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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竞赛项目

2月25日
09∶00-10∶00

11∶00-12∶00

女子个人规定动作

男子个人规定动作

2月27日
09∶00-10∶00

10∶10-12∶00

预赛

决赛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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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与地点

2012年9月1-3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国家跳水场地举行

二、参加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沈

阳体育学院

三、竞赛项目

男、女个人

四、参加资格

参赛运动员须持有2012-2013年度注册证

五、竞赛办法

(一)预赛:

参赛运动员任意选择一个动作参赛,排名前12名进入决赛,

不足12名时按实际人数进入决赛。

(二)决赛:

1.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进入决赛运动员按成绩从高到低

逆序出发。

2.决赛分三轮,决赛阶段每轮入围运动员选择决赛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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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复动作参赛,预赛动作可选用。每轮出发顺序均按成绩从高

到低逆序出发。

3.决赛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前8名进入

第二轮。第二轮比赛结束后按成绩从高到低保留4名进入第三

轮,第三轮按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出前四名。

4.比赛成绩相同者,按国际雪联最新规则进行排名。

(三)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自由式滑雪裁判员手册。

六、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单一式两份于赛前5天 (以寄出邮戳为准)分别

报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一部和秦皇岛国

家体育训练基地: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8083

电 话:010-88318259

秦皇岛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体路5号

邮 编:066004

传 真:(0335)8580841

联系人:祁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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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335)8580839,13653355883

2.参赛单位、裁判员于赛前两天到赛会报到。

3.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于赛前5天报到。

七、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竞赛秘书、发令员、计算

长和评分裁判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

员及赛会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选调。

八、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九、其它

(一)参加单位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竞赛日程:

日 期 时 间 竞赛项目

9月1日 全天 训练

9月2日 全天 训练

9月3日
8∶30-12∶30 预赛

2∶30-6∶00 决赛

注:如有天气因素或其它因素的影响,日程可由仲裁委员会按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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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旅游局

映山红滑雪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现开展雪上技巧项目的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女子:个人、双人、团体 (3人)

(二)男子:个人、双人、团体 (3人)

四、参加办法

(一)参赛资格:2012-2013年度全国注册的运动员均可

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派一名领队。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

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裁判员手册。

(二)比赛分预赛和决赛。预赛每人1次滑行,可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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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跳台。决赛每人1次滑行,可自行选择是否使用跳台。

(三)使用跳台者,按规则评判空中动作分,未使用跳台者

不计空中动作分。

(四)预赛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获得前十二名的运动员进

入决赛。不足十二名则全部进入决赛。预赛得分不带入决赛。

(五)决赛出发顺序按预赛成绩逆序出发,所得成绩为最终

成绩。

(六)双人雪上技巧参赛资格通过单人比赛成绩确定。单人

比赛前八名的选手将获得双人参赛资格。

(七)团体比赛每队3人参赛,每名运动员进行一次滑行。

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第三轮出发顺序按之前

轮次成绩累计逆序排定。3人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如中间退出

比赛者,则按所余人员成绩计算。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个人各取前八名,男、女团体各取前三名,获

得前三名的个人和团体颁发证书和奖牌,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以传真和E-mail方

式分别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承办单位。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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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8083

E-mail:chinaski408@yahoo.com.cn

2.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旅游局映山红滑雪场

地 址: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市

邮 编:165000

传 真:(0457)2178000

电 话:(0457)2171000

E-mail:dww _5657@sina.com

(二)竞赛长、裁判长、线路长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

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与仲裁委员会

(一)竞赛长、技术代表、裁判长、线路长、评分裁判员、

计算长、竞赛秘书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承办单位协商选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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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它

(一)参赛单位可以提前3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好食宿、交通,并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每人自交报名参赛费20元。

(三)竞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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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时 间 竞赛项目

11月24日

9∶00-10∶00

10∶00-11∶00

13∶00-14∶00

14∶00-15∶00

女子单人预赛

女子单人决赛

男子单人预赛

男子单人决赛

11月25日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3∶00

女子双人比赛

男子双人比赛

女子团体比赛

男子团体比赛

注:如遇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归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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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17-19日在新疆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二、参加单位

现开展雪上技巧项目的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女子:个人、双人、团体 (3人)

(二)男子:个人、双人、团体 (3人)

四、参加办法

(一)参赛资格:2012-2013年度全国注册的运动员均可

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派一名领队。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

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和裁判员手册。

(二)比赛分预赛和决赛。预赛每人1次滑行,可自行选择

是否使用跳台。决赛每人1次滑行,可自行选择是否使用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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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跳台者,按规则评判空中动作分,未使用跳台者

不计空中动作分。

(四)预赛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获得前十二名的运动员进

入决赛。不足十二名则全部进入决赛。预赛得分不带入决赛。

(五)决赛出发顺序按预赛成绩逆序出发,所得成绩为最终

成绩。

(六)双人雪上技巧参赛资格通过单人比赛成绩确定。单人

比赛前八名的选手将获得双人参赛资格。

(七)团体比赛每队3人参赛,每名运动员进行一次滑行。

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第三轮出发顺序按之前

轮次成绩累计逆序排定。3人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如中间退出

比赛者,则按所余人员成绩计算。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男、女个人各取前八名,男、女团体各取前三名,获

得前三名的个人和团体颁发证书和奖牌,四至八名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于赛前30天将报名单以传真和E-mail方

式分别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承办单位。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滑雪一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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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10)868358083

E-mail:chinaski408@yahoo.com.cn

2.新疆天山天池滑雪场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751号新天国际101室

邮 编:830000

电 话:(0991)8888666

传 真:(0991)8888666,(0991)8880668

(二)竞赛长、裁判长、线路长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

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与仲裁委员会

(一)竞赛长、技术代表、裁判长、线路长、评分裁判员、

计算长、竞赛秘书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

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承办单位协商选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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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它

(一)参赛单位可以提前3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好食宿、交通,并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每人自交报名参赛费20元。

(三)竞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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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竞赛项目

3月17日

女子单人预赛

男子单人预赛

女子单人决赛

男子单人决赛

3月19日

女子双人比赛

男子双人比赛

女子团体比赛

男子团体比赛

注:如遇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归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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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日期和地点

2013年1月7-9日扎兰屯市金龙山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尔滨市、长春市、吉林

市、沈阳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二)男、女个人技术 种类规定动作

(三)男、女个人自选动作

(四)男、女四人团体

四、参赛办法

(一)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012-2013年度运

动员注册证。

(二)团体赛均由4人组成,参赛队数不限。

(三)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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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07年 《单板

U型场地滑雪竞赛规则》

(二)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要求运动员按顺序完成规定的五个动作:

1.女子:正脚后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

正脚后刃转体540度抓板、正脚前刃转体360度抓板、反脚前刃

转体540度抓板。

2.男子: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后刃转体540度抓

板、正脚前刃转体720度抓板、反脚前刃转体720度抓板、正脚

前刃 “荡”抓板。

(三)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男、女组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空中转弯抓板、荡抓板、

阿流普抓板、空翻抓板、反脚转体女子360度 (男子540度)

抓板。

注: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必须完成上述规定动作,前后顺

序可自行设计和编排。各类规定动作只进行一轮比赛

(四)个人自选动作

按规则规定的预赛和决赛方式进行。

(五)团体赛

每队由4人组成。每人分别进行一轮自选动作,取其中最佳

3人得分之和排列名次。

(六)赛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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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前2天进行正式训练。

六、积分办法

(一)各单项前15名运动员的名次积分分别为:25、20、

15、12、11、10、9、8、7、6、5、4、3、2、1,之后得分以

0.05分递减。

(二)个人技术难度、技术种类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积分计

入全年分项和总积分。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

(二)团体: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均奖励4人)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证书)

(四)设最佳拚搏奖 (自选-连续难度)

(五)设最佳高度奖 (自选-平均高度)

八、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于赛前20天邮寄或传真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竞技滑雪一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号56号

邮编:100044

电话:(010)88318259

传真:(010)88318265

竞赛长、竞赛秘书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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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赛区报到。

九、裁判员

技术代表、评分裁判长、评分裁判员、竞赛长、竞赛秘书、

计算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

办单位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其它

(一)参赛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其中前5天费用自理。

(二)竞赛日程

第1天:女子、男子个人技术难度、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第2天:女子、男子个人自选动作

第3天:女子、男子团体。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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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7-10日 新疆天山天池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尔滨市、长春市、吉林

市、沈阳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二)男、女个人技术 种类规定动作

(三)男、女个人自选动作

(四)男、女四人团体

四、参赛办法

(一)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012-2013年度运

动员注册证。

(二)团体赛均由4人组成,参赛队数不限。

(三)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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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07年 《单板

U型场地滑雪竞赛规则》

(二)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要求运动员按顺序完成规定的五个动作:

1.女子:正脚后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

正脚后刃转体540度抓板、正脚前刃转体360度抓板、反脚前刃

转体540度抓板。

2.男子: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后刃转体540度抓

板、正脚前刃转体720度抓板、反脚前刃转体720度抓板、正脚

前刃 “荡”抓板。

(三)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男、女组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空中转弯抓板、荡抓板、

阿流普抓板、空翻抓板、反脚转体女子360度 (男子540度)

抓板。

注: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必须完成上述规定动作,前后顺

序可自行设计和编排。各类规定动作只进行一轮比赛

(四)个人自选动作

按规则规定的预赛和决赛方式进行。

(五)团体赛

每队由4人组成。每人分别进行一轮自选动作,取其中最佳

3人得分之和排列名次。

(六)赛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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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前2天进行正式训练。

六、积分办法

(一)各单项前15名运动员的名次积分分别为:25、20、

15、12、11、10、9、8、7、6、5、4、3、2、1,之后得分以

0.05分递减。

(二)个人技术难度、技术种类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积分计

入全年分项和总积分。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

(二)团体: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均奖励4人)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证书)

(四)设最佳拚搏奖 (自选-连续难度)

(五)设最佳高度奖 (自选-平均高度)

八、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于赛前20天邮寄或传真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竞技滑雪一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号56号

邮编:100044

电话:(010)88318259

传真:(010)88318265

竞赛长、竞赛秘书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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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赛区报到。

九、裁判员

技术代表、评分裁判长、评分裁判员、竞赛长、竞赛秘书、

计算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

办单位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其它

(一)参赛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其中前5天费用自理。

(二)竞赛日程

第1天:女子、男子个人技术难度、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第2天:女子、男子个人自选动作

第3天:女子、男子团体。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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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青年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日期和地点

2013年2月1-2日 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尔滨市、长春市、吉林

市、沈阳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一)男、女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二)男、女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三)男、女 个人自选动作

四、参赛办法

(一)运动员须持有2012-2013年度运动员注册证。

(二)运动员须是1994年7月1日以后出生。

(三)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07年 《单板

U型场地滑雪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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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技术难度规定动作

要求运动员按顺序完成规定的五个动作:

1.女子: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后刃空中转弯抓板、

正脚前刃 “荡”抓板、反脚前刃空中转弯360度抓板、正脚前刃

空中内转弯180度抓板。

2.男子:正脚前刃空中转弯抓板、正脚后刃空中转弯抓板、

正脚前刃空中转弯540度抓板、正脚后刃空中内转弯180度抓

板、正脚前刃空中 “荡 “抓板。

(三)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男、女组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空中转弯抓板、荡抓板、

阿流普抓板、空翻抓板、反脚转体抓板。

注:1.个人技术种类规定动作必须完成上述规定动作,前

后顺序可自行设计和编排。各类规定动作只进行一轮比赛。

2.如能够完成阿流普360度 (或以上)抓板、空翻180度

(或以上)抓板可根据完成情况加分0.1-0.3作为难度奖励分。

(四)个人自选动作

按规则规定的预赛和决赛方式进行。

(五)正式训练

竞赛前2天进行正式训练。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个人:录取前6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6名

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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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证书)

(三)设最佳拚搏奖 (自选-连续难度)

(四)设最佳高度奖 (自选-平均高度)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一式两份于赛前20天分别邮寄或传真至国家体育总

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一部和黑龙江省冬季运动项目管理

中心

(一)竞技滑雪一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号56号

邮编:100044

电话:(010)88318259

传真:(010)68358083

(二)黑龙江省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128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2591259

传真:(0451)82591250

逾期报名,以不报名论。

竞赛长、竞赛秘书于赛前5天,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3

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评分裁判长、评分裁判员、竞赛长、竞赛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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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

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赛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

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其中前5天费用自理。

(二)竞赛日程

第一天:女子、男子个人技术难度、技术种类规定动作

第二天:女子、男子个人自选动作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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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

青少年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日期和地点

2013年2月1-4日 长春净月潭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

市、哈尔滨市、牡丹江、伊春市、黑河市、鸡西市、阿勒泰市、

呼伦贝尔市、解放军。

三、竞赛项目

青年、少年男子:短距离传统、团体短距离自由、10km传

统集体出发、4×5km接力

青年、少年女子:短距离传统、团体短距离自由、7.5km

传统集体出发、4×2.5km接力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注册运动员。

(二)年龄规定:

1.青年:1993年1月1日后出生者。

2.少年:1997年1月1日后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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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

规则。

(二)接力 (2人传统+2人自由)。

六、积分办法

(一)各项积分,按25、20、15、12、11、10、9、8、7、

6、5、4、3、2、1之后名次按0.05递减。

(二)按组别计入年度总积分。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单项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发证书。

(二)接力项目录取前6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6

名发证书。

八、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于赛前20天发到

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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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赵 兴

(二)单位:长春净月潭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净月大街5840号

邮 编:130117

电 话:(0431)84513530

传 真:(0431)84511595

E-mail:397207859@qq.com

联系人:侯建国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九、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比赛场地训练,承办单位协

助妥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

定办理。

(二)竞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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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男子 时间 女子

第一天 上午 短距离传统 上午 短距离传统

第二天 上午 10km传统集体出发 上午 7.5km传统集体出发

第三天 休息

第三天 上午 团体短距离自由 上午 团体短距离自由

第四天 上午 4×5km接力 上午 4×2.5km接力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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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2月23-27日 吉林长白山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

市、哈尔滨市、伊春市、黑河市、鸡西市、阿勒泰市、呼伦贝尔

市、解放军。

三、竞赛项目

成年、青年男子:自由30km,传统15km,短距离自由,

团体短距离传统、4×5公里接力。

成年、青年女子:自由15km,传统10km,短距离自由,

团体短距离传统、4×10公里接力。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注册运动员。

2.2011-2012赛季青年组年度总积分前3名运动员可参加

成年组比赛。

(二)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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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男、女须为1993年1月1日后出生者。

(三)竞赛办法:

1.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

2.成年、青年组分组抽签,成年在前出发;比赛成绩按组

排名。

3.短距离及团体短距离比赛不分成、青年组别。

4.各单位参加团体项目限报两队。

(四)人员配备:

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积分办法

(一)各单项积分,按25、20、15、12、11、10、9、8、7、

6、5、4、3、2、1之后名次按0.05递减。

(二)本赛季年度总积分 (锦标赛、冠军赛单项积分之和加

滑轮锦标赛单项积分之和的50﹪)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颁

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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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赵 兴

(二)单位:吉林省体育局长白山高原冰雪训练基地

地 址: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邮 编:133613

电 话:(0433)5746982

传 真:(0433)5746055

E-mail:psp32@163.com

联系人:赵 军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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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比赛场地训练,承办单位协

助妥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

定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男子 时间 女子

第一天 上午 短距离自由 上午 短距离自由

第二天 上午 30km自由 上午 15km自由

第三天 上午 团体短距离传统 上午 团体短距离传统

第四天 上午 15km传统 上午 10km传统

第五天 上午 4×10km接力 上午 4×5km接力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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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29日-4月4日 内蒙古牙克石滑雪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

市、哈尔滨市、伊春市、黑河市、鸡西市、呼伦贝尔市、解

放军。

三、竞赛项目

成年、青年男子:自由15km、短距离传统、团体短距离自

由、双追逐15km传统+15km自由、传统30km集体出发、4×

10公里接力。

成年、青年女子:自由10km、短距离传统、团体短距离自

由、双追逐7.5km 传统+7.5km 自由、传统15km 集体出发、

4×5公里接力。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1.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注册运动员。

2.2011-2012赛季青年组年度总积分前3名运动员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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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组比赛。

(二)年龄规定:

青年组男、女须为1993年1月1日后出生者。

(三)竞赛办法

1.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

规则。

2.成年、青年组分组抽签,成年在前出发;比赛成绩按组

排名。

3.短距离及团体短距离比赛不分组别。

4.接力 (2人传统+2人自由)。

5.各单位参加团体项目限报两队。

(四)人员配备:

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积分办法

(一)各单项积分,按25、20、15、12、11、10、9、8、7、

6、5、4、3、2、1之后名次按0.05递减。

(二)本赛季年度总积分 (锦标赛、冠军赛单项积分之和加

滑轮锦标赛单项积分之和的50%)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均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

(二)年度总积分录取成年男、女前8名及青年男女前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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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颁发证书。

(三)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赵 兴

(二)单位:牙克石市文体广电局

地 址:牙克石市中央街六道街街口

邮 编:022150

电 话:(0470)7334099

传 真:(0470)7334099

E-mail:wxt51568@tom.com

联系人:王新田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5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3天到赛区

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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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10天到比赛场地训练,承办单位协

助妥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

定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男子 时间 女子

第一天 上午 双追逐C15km+F15km 下午 双追逐C7.5km+F7.5km

第二天 上午 团体短距离自由 上午 团体短距离自由

第三天 上午 15km自由 上午 10km自由

第四天 休息

第五天 上午 4×10km接力 上午 4×5km接力

第六天 上午 短距离传统 上午 短距离传统

第七天 上午 30km传统 上午 15km传统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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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越野滑雪滑轮

锦 标 赛 竞赛规程

一、比赛日期和地点

2012年9月25-28日 大连市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

市、哈尔滨市、伊春市、黑河市、鸡西市、阿勒泰市、呼伦贝尔

市、解放军。

三、竞赛项目

成年、青年男子:自由10km、传统10km、推进7.5km、

传统30km。

成年、青年女子:自由7.5km、传统5km、推进5km、传

统10km。

四、参赛资格

(一)2012-2013年度全国注册的越野滑雪运动员。

(二)青年组男、女须是1993年1月1日后出生者。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越野

滑雪竞赛规则

—05—



(二)成、青年组比赛分组抽签;比赛成绩按组排名。

六、积分办法

(一)各项均为积分项目。按25、20、15、12、11、10、9、

8、7、6、5、4、3、2、1之后0.05递减

(二)本届赛会积分乘以50%计入2012-2013年度总积

分中。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项目录取前3名,颁发纪念品。

八、报名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赵 兴

(二)单位: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地 址:大连市旅顺茂林街91号

邮 编:116041

电 话:(0411)8638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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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411)86382643

E-mail:hanguang@163.com

联系人:刘光途

九、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将协助

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滑轮标准:运动员必须使用芬兰 MARWE6号轮轴。

不符合标准,不准参赛。

(三)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男子 时间 女子

第一天 上午 滑轮10km自由 上午 滑轮7.5km自由

第二天 上午 滑轮10km传统 上午 滑轮5km传统

第三天 上午 滑轮推进7.5km 上午 滑轮推进5km

第四天 上午 传统30km 上午 滑轮传统15km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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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跳台滑雪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1-2日 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

二、参加单位

吉林市、通化市、长春市。

三、竞赛项目

男子:k90m个人,k90m团体

女子:k90m个人,k90m团体

四、参赛办法

(一)资格:2012/13年度全国跳台滑雪注册运动员。

(二)团体:3名运动员成绩之和。

(三)比例: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竞赛办法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规则。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个人:录取前6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4~6

名颁发证书。

(二)团体:录取第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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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张 鑫

(二)单位:黑龙江省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128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2591259

传真:0451-82591250

E-mail:dylansnow@163.com

联系人:王鹏程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八、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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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姿势裁判员、距离测量长由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

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他

(一)参赛单位可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善

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定

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 期 时 间 项 目

第一天 10∶00 男子、女子个人

第二天 10∶00 男子、女子团体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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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跳台滑雪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3-4日 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

二、参加单位

吉林市、通化市、长春市。

三、竞赛项目

男子:k90m个人,k90m团体

女子:k90m个人,k90m团体

四、参赛办法

(一)资格:必须是2012-2013年度全国跳台滑雪注册运

动员。

(二)团体:3名运动员成绩之和。

(三)比例: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

规则。

(二)因国家派遣参加国际赛事不能参加全国冠军赛的运动

员的成绩按国际雪联积分排名前3名即全国冠军赛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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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个人:录取前6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4-6

名颁发证书。

(二)团体:录取第1名,颁发奖牌和证书。

(三)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5

传 真:(010)88318345

E-mail:nordic.china@yahoo.com.cn

联系人:张 鑫

(二)单位:黑龙江省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128号

邮 编:150001

电 话:(0451)82591259

传 真:(0451)82591250

E-mail:dylansnow@163.com

联系人:王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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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姿势裁判员、距离测量长由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

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他

(一)参赛单位可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协助妥善

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定

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 期 时 间 项 目

第一天 10∶00 男子、女子个人

第二天 10∶00 男子、女子团体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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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

夏季滑轮系列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站:2012年6月29-30日 大连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第二站:2012年7月13-14日 大连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第三站:2012年8月7-8日 大连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第四站:2012年8月30-31日 大连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第五站:2012年9月11-13日 大连旅顺解放军滑轮场

二、参加单位

内蒙古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呼伦

贝尔市体育局、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男子滑轮射击结合:短距离10公里、个人赛20公里、集体

出发备用弹短距离10公里、静止射击。

女子滑轮射击结合:短距离7.5公里、个人赛15公里、集

体出发备用弹短距离7.5公里、静止射击。

四、参赛办法

2012/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注册运动员。

五、积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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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滑轮项目按20、16、14、12、11、10、9、8、7、6、

5、4、3、2、1。

(二)静止射击项目按12、8、6、5、4、3、2、1。

(三)本届赛会积分乘以50%计入2012-2013年度总积分。

六、竞赛办法

(一)各项抽签于赛前一天进行。

(二)器材限制:滑轮项目比赛运动员须使用芬兰 MARWE

6号轮轴。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各项目前3名颁发奖金,第一名500元,第二名300元,第

三名100元。

八、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9

传 真:010-88318349

E-mail:office@chn-biathlon.com

联系人:王绎翔

(二)单位: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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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大连市旅顺茂林街91号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邮 编:116041

电 话:(0411)86382641

传 真:(0411)86382643

E-mail:刘光途

联系人:hanguang0414@163.com

竞赛长于赛前3天,裁判员于赛前2天报到。

九、裁判员

竞赛长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

由承办单 位选派。

十、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一、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将协助

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

(二)竞赛日程

比赛日期 比赛项目 (按时间)

第一站
2012年6月29日 (周五) C个人赛

2012年6月30日 (周六) A短距离+D1持杖射击

第二站
2012年7月13日 (周五) C个人赛

2012年7月14日 (周六) B备用弹短距离+D1持杖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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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期 比赛项目 (按时间)

第三站
2012年8月7日 (周二) C个人赛

2012年8月8日 (周三) A短距离+D2持杖射击

第四站
2012年8月30日 (周四) C个人赛

2012年8月31日 (周五) B备用弹短距离+D2持杖射击

第五站

2012年9月11日 (周二) C个人赛

2012年9月12日 (周三) A短距离

2012年9月13日 (周四) B备用弹短距离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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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2月25至3月1日 新疆天山天池滑雪场

二、参加单位

内蒙古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呼伦

贝尔市体育局、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男子:短距离10公里、个人20公里、追逐12.5公里、集

体出发15公里

女子:短距离7.5公里、个人15公里、追逐10公里、集体

出发12.5公里

四、参赛办法

(一)参加资格:

2012/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注册运动员。

(二)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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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分按25、20、15、12、11、10、9、8、7、6、5、

4、3、2、1之后0.05递减。

(三)本赛季年度总积分 (锦标赛、冠军赛个人积分之和加

滑轮系列赛个人积分之和的50﹪)。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均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9

传 真:(010)88318349

E-mail:office@chn-biathlon.com

联系人:王绎翔

(二)单位:新疆新天天池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商场南巷12号

天一大厦A座20层2005室

邮 编:8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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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994)8353600

传 真:(0994)8353608

E-mail:lzy6908611@163.com

联系人:李忠岳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7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将协助

妥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定

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期 男子 女子

第一天 10∶00 短距离10km 13:00 短距离7.5km

第二天 10∶00 追逐赛12.5km 13:00 追逐赛10km

第三天 休息 休息

第四天 10∶00 个人赛20km 13∶00 个人赛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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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男子 女子

第五天 10∶00 集体出发15km 13∶00 集体出发12.5km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做调整。

—66—



2012-20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

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3年3月25-31日 解放军双峰滑雪场

二、参加单位

内蒙古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呼伦

贝尔市体育局、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男子:短距离10公里、个人20公里、追逐12.5公里、集

体出发15公里

女子:短距离7.5公里、个人15公里、追逐10公里、集体

出发12.5公里

四、参赛办法

(一)参加资格:

2012/13年度全国冬季两项注册运动员。

(二)各单位工作人数与运动员人数按1∶4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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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分按25、20、15、12、11、10、9、8、7、6、5、

4、3、2、1之后0.05递减。

(三)本赛季年度总积分 (锦标赛、冠军赛个人积分之和加

滑轮系列赛个人积分之和的50%)。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均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报名单位 (公章)、用传真和email的方式分别于赛前20天

报到如下单位:

(一)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18349

传 真:(010)88318349

E-mail:office@chn-biathlon.com

联系人:王绎翔

(二)单位: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地 址:黑龙江省海林市大海林林业局解放军滑雪场

邮 编:157125

电 话:(0453)7410801、74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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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anguang0414@163.com

联系人:刘光途

逾期报名,以不参加论。

竞赛长于赛前3天,参加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

报到。

八、裁判员

技术代表、竞赛长、竞赛秘书、线路长、计时裁判由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其它

(一)参加单位可以提前10天到赛场训练,承办单位将协助

妥善安排食宿、交通,开放场地,费用自理,报到后按赛会规定

办理。

(二)竞赛日程:

日期 男子 女子

第一天 10∶00 短距离10km 13∶00 短距离7.5km

第二天 10∶00 追逐赛12.5km 13∶00 追逐赛10km

第三天 休息 休息

第四天 10∶00 个人赛20km 13∶00 个人赛15km

第五天 10∶00 集体出发15km 13∶00 集体出发12.5km

注:因天气原因竞赛日程可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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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赛季全国高山滑雪

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阶段:2012年12月4日至5日在河北省多乐美地滑雪

场举行。

第二阶段:2013年1月29日至31日在新疆阿勒泰将军山滑

雪场举行。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

市、鹤岗市、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阿勒泰地区、

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阶段 男子 女子

第一阶段 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 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

第二阶段
回转、大回转、全能

(回转+大回转)

回转、大回转、全能

(回转+大回转)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必须是2012/2013年度全国高山滑雪注册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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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各项比赛的抽签办法由技术代表确定。

(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4-8名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参赛报名单于赛前15天分别传真至大众冰雪部与比赛

场地: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电 话:(010)88318739

传 真:(010)88318450

E-mail:lxd841130@hotmail.com

2.河北省多乐美地滑雪场 (第一阶段)

电 话:(0313)5696006、(010)84535186

传 真:(0313)5696006

3.新疆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 (第二阶段)

电 话:(0906)2125301

传 真:(0906)2125301

(二)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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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

(一)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线路设计裁判员、起终

点裁判员、计时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

(二)其他裁判员的数额比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确定,具体人员与相关单位协商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规定执行。

十、保险

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有效的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形式的保险。

十一、其它

(一)承办单位于比赛前10天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开放

场地。

(二)竞赛日程:

第一阶段 时 间 内  容

12月3日 16∶30 领队 (教练员)会议

12月4日 9∶00 男、女平行回转比赛

12月5日 9∶00 男、女平行大回转比赛

第二阶段

1月28日 18∶30 领队 (教练员)会议

1月29日 11∶00 男、女大回转比赛

1月30日 11∶00 男、女全能比赛

1月31日 11∶00 男、女回转比赛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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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规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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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赛季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阶段:2013年3月13-15日在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场

举行。

第二阶段:2013年3月25-26日在黑龙江省乌吉密滑雪场

举行。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吉林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长春

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

市、鹤岗市、阿勒泰地区、解放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阶 段 男  子 女  子

第一阶段 回转、大回转、全能
(回转+大回转)

回转、大回转、全能
(回转+大回转)

第二阶段 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 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必须是2012/2013年度全国高山滑雪注册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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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各项比赛的抽签办法由技术代表确定。

(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4-8名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参赛报名单于赛前15天分别传真至大众冰雪部与比赛

场地。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竞技滑雪二部

电 话:(010)88318739

传 真:(010)88318450

E-mail:lxd841130@hotmail.com

2.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场 (第一阶段)

电 话:(0451)53455126

传 真:(0451)53455126

3.黑龙江省乌吉密滑雪场 (第二阶段)

电 话:(0451)53385000

传 真:(0451)53385222

(二)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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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裁判员

(一)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线路设计裁判员、起终

点裁判员、计时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

(二)其他裁判员的数额比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确定,具体人员与相关单位协商选派。

九、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规定执行。

十、保险

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有效的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形式的

保险。

十一、其它

(一)承办单位于比赛前10天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开放

场地。

(二)竞赛日程:

第一阶段 时 间 内 容

3月12日 16∶30 领队 (教练员)会议

3月13日 9∶00 男、女大回转比赛

3月14日 9∶00 男、女全能比赛

3月15日 9∶00 男、女回转比赛

第二阶段

3月24日 16∶30 领队 (教练员)会议

3月25日 9∶00 男、女平行回转比赛

3月26日 9∶00 男、女平行大回转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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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进行调整。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规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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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赛季全国高山滑雪

青少年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3年2月25-28日在解放军双峰滑雪场举行。

二、参赛单位

黑龙江雪上训练中心、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

鹤岗市、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阿勒泰地区、解放

军雪上运动大队。

三、竞赛项目

男、女:回转、大回转、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

必须是2012/2013年度全国注册运动员。

(二)组别:

1.少年组:1998-2001年。

2.青年组:1994-1997年。

(三)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4比1配备。

五、竞赛办法

(一)各项比赛的抽签办法由技术代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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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项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第4—8名颁发证书。

(二)设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单位于赛前15天分别传真或电子邮件至以下

单位:

1.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大众冰雪部

电 话:(010)88318739

传 真:(010)88318450

E-mail:lxd841130@hotmail.com

2.解放军双峰滑雪场

电 话:(0453)7410701

传 真:(0453)7410701

(二)参赛单位和裁判员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

八、裁判员

(一)技术代表、裁判长、竞赛长、线路设计裁判员、起、

终点裁判员、计时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选派。

(二)其他裁判员的数额比例,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确定,具体人员与相关单位协商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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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规则规定执行。

十、保险

参赛运动员必须提供有效的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形式的

保险。

十一、其它

(一)承办单位于比赛前15天按照主办单位的要求开放

场地。

(二)竞赛日程:

日期 时 间 内 容

2月24日 16∶30 领队 (教练员)会议

2月25日 11∶00 男、女回转比赛

2月26日 11∶00 男、女大回转比赛

2月27日 11∶00 男、女平行回转比赛

2月28日 11∶00 男、女平行大回转比赛

注:如天气变化,日程可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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