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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云南站） 

竞赛规程 

为推进我国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活跃和丰富群众业余

文体生活，促进文化建设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更好地规范、

扶持、推动全国快乐体操活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体操协会特此举办 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云南

站），并委托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推广和运营。我

中心建议以《全国快乐体操等级锻炼标准》（2016 版） 中二

级至五级的规定动作作为主要比赛内容。本次比赛的规则以中

国体操协会于 2017 年公布的《快乐体操竞赛规则（2017 年试

行版）》为主要依据。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体操协会 

    （二）赛事运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操协会 
GYMNASTICS ASSOCI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dress: 5, Tiyuguan Road, Beijing 100763, P.R. Of China 

Tel: 86 10 6715 6797   Fax: 86 10 6715 6795   E-mail: chngym@263.net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三）承办单位： 

云南省体育局 

云南省体操协会 

（四）协办单位： 

昆明市康贝儿幼教机构 

云南省农业大学   

云南迈卡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西安快乐优能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育爱基金 

二、竞赛日程 

    注：根据实际报名情况，比赛日程有可能做调整。报名结束后

将公布最终日程。 

三、比赛地点 

云南省农业大学体育馆 

日期 时间 内容 

6月 22 日(四) 12:00-19:00 报到 

19:30-21:30 领队会 

6月 23 日(五) 8:00-18:00 全国快乐体操比赛 

6月 24 日(六) 09:00-18:00 全国快乐体操比赛 

6月 25 日(日) 09:00-18:00 云南省幼儿体操比赛 

6月 26 日(一) 09:00-18:00 云南省幼儿体操比赛 



 

 

四、比赛形式 

（一）接力通关赛  

（二）器械比赛 

（三）集体自由体操赛 

五、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  

国内、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幼儿园、小学校、俱乐部、少年

宫等均可参加比赛。 

    （二）参赛组别 

接力通关赛、器械比赛、集体自由体操比赛按照 5 个组别

划分：幼儿园组、小学一年级组、小学二年级组、小学三年级

组、小学四年级组。            

如同一组别相同级别报名队伍不足 3队，则向高一组别合

并。（例：小学一年级组报名不足 3 队，则和小学二年级组合

并为一组，以此类推）。最大合并为：幼儿园组、小学组。 

    （三）参赛人数  

    1、接力通关赛： 

分为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男子团体由 4名男队员组

成，女子团体由 4名女队员组成。 

    2、器械比赛： 

分为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项目，男子团体由 4名男队员组

成，女子团体由 4名女队员组成。幼儿组可报名参加快乐体操



 

 

等级规定动作二级、三级、四级，小学组可报名参加快乐体操

等级规定动作三级、四级、五级。每名参赛队员限报一个级别。 

3、集体自由体操赛： 

由 6-8 人组成队伍，性别不限，各组别均可报名参加快乐

体操等级规定动作二级至五级的集体自由体操比赛。每名参赛

队员限报一个级别。 

4、各项目每个组别每个级别，每个单位限报两队。  

5、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 1-4 名、保育员或队

医 1名。 

6、如报名参赛队伍过多，组委会有权与各报名单位沟通

并决定最终参赛队伍。  

    六、评分办法 

本次赛事接力通关赛、器械比赛、集体自由体操赛规则参

照《全国快乐体操竞赛规则（2017 年试行） 》 执行。 

七、晋级 

各分站赛获得接力通关赛、器械比赛、集体自由体操赛任

意一项前 3 名的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总决赛。 

   八、成绩与奖励  

（一）在接力通关赛中分别录取各组别男子团体和女子团

体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二）在器械比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男子团体和女



 

 

子团体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团体成绩以四人总分高者，

名次列前。若总分相同，以累计获得 5 分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三）在集体自由体操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四）所有比赛均将按照 40%、40%、20%的比例确定一等

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获得者，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 

（八）特殊奖项 

1. 优秀组织奖： 

     为参赛人数最多的前八个报名单位颁发。 

2. 明日之星： 

     每个参赛单位推选申报一名运动员，最终由赛事组委

会评定。 

3. 最佳团队奖： 

为参加比赛的单位进行线上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单位

获得。参赛单位资格最终由赛事组委会评定。 

4. 优秀教练员奖： 

获得各项目、各组别、各级别第一名的运动队教练，可

获得优秀教练员奖。 

九、报名方式 

    （一）各参赛单位应先登陆 Http://www. kuaileticao. 

com 

进行单位和人员注册和报名，网站注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6月 2 日 12:00。同时填写《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云

南站）报名表》（附件一），并将电子版（加盖单位公章）发送

至报名邮箱：HappyGYM_YUNNAN@126.com，邮件报名截止时间

为 2017 年 6 月 5 日 12：00（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邮件请附

带 80 字报名单位简介。 

（二）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报名参赛的运动员、领队、教练

员和工作人员办理参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建议同

时购买往返交通意外保险），并提供原件扫描件，与报名表一

起发送至报名邮箱。 

（三）各参赛单位可报一名裁判员，须持有快乐体操辅导

员－初级教练员－中级教练员证书（本队教练员如持有以上证

书，可兼任裁判员）。裁判员服装自带，要求男子着白衬衫、

领带、深色西服套装，深色色皮鞋；女子着白色衬衫、深色套

装，深色皮鞋。（最终由赛事组委会发确认函统一安排裁判工

作） 

（四）每位运动员必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附件二），《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 份，先由运动员本

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领队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将扫描

件与报名表一起发送至报名邮箱。 

    （五）报到前运动员因伤病不能参赛，允许更换(更换者

须符合参赛要求)，但必须在报到前以书面形式上报组委会批

准，报到后一律不得更换运动员。 



 

 

（六）报名后如需退出比赛，务必在赛前一周告知组委会。  

十、参赛队资格、违规处罚与特殊情况处理 

（一）参赛资格 

1、参赛队必须符合竞赛规程的规定； 

2、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竞赛规程资格的规定； 

3、参赛运动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及以上单位参加比赛。 

（二）运动员资格审查 

1、参赛运动员报名时必须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

件扫描件、意外伤害保险单原件电子版。参赛单位负责对所辖

运动员进行年龄和健康状况的资格审查，经赛区竞赛委员会认

可后，方可参赛； 

2、比赛运动员名单一旦报名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改、替

换，如遇特殊原因必须替换，则需在报到前向竞赛委员会书面

申请报告并提交替换运动员的资料，经竞赛委员会审查后并在

领队会上通过方可参赛，领队会后任何运动员不得更换。 

（三）运动员资格申诉 

1、比赛期间有关运动员资格申诉，可向赛区竞赛委员会

提交经参赛队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诉报告，受理截止时间为当场

比赛结束后半小时。 

2、运动员资格最终裁决和处罚权归竞赛委员会。 

（四）违规处理 

1、报到后至开赛前未能通过参赛资格审查（包括替换申



 

 

请未能在领队会通过）的运动员取消参赛资格并不得替换； 

2、比赛后发现有违反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取消有关项目

比赛成绩（集体项目则取消全队成绩）并追回获得证书和奖励；

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单位、运动员（队），将进行公开通报批

评，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3、参赛队伍在被叫到后 60秒未出场视为弃权； 

4、检录 3次未到者，可取消该参赛队伍该项比赛资格； 

5、不服从裁判者，可取消该参赛队伍该项比赛资格； 

6、有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设计，取消比赛资格； 

7、拒绝领奖者，取消所有比赛成绩与名次； 

8、其它纪律处罚由主办单位或竞赛组委会根据情况予以

相应处罚。 

十一、联系方式 

网站报名联系电话：程相龙 18639352721 

                  贡  华 18552188280 

邮件报名联系电话：李苏南 13708870885 

                  苏  冰 13312595636 

    王培蕾 1348883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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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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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参赛指南 

（一）报道时间及地点 

1、请于 6 月 22 日上午 9：00——下午 18:00 点在永都酒

店大堂报到。地址：云南省农业大学老校区旁, 农业大学新校

区位于五华区丰源路与小康大道交叉路口处，老校区与新校区

相隔一条巷，电话：0871—65611111。 

（二）交通指南 

1、昆明长水机场;乘 919 E 线大巴到北市区公交车场转乘

191 路公交车到丰源路小康大道口站下，前行 50 米即可到达

云南省农业大学新校区体育馆、若到永都酒店和铭华大酒店需

再转乘 9 路、79 路可直接到达云南省农业大学站下车，前行

100 米在左前方即可看到挂有“永都酒店”的较大广告牌，左

转可到达酒店。 

2、昆明火车新南站：乘地铁到龙头街站下车转乘 9 路、



 

 

79 路可直接到达云南省农业大学站下车，对面步行 30 米即到

达酒店。 

3、昆明市区乘车指南： 

A：96、241 到小康大道的“实力郡城站”下前行 50 米均

可到达云南省农业大学体育馆 

B：从起点站北市区公交车场可乘 Z66 路直达云南农业大

学新校区内 

C：128 路可直接到达云南省农业大学站下车，对面步行

30 米即到永都酒店和铭华大酒店。 

（三）酒店介绍 

永都酒店——0871—65611111。168 元/间，含早餐，联

系人：李英，电话：13577087254。 

铭华大酒店——0871—65227509。100 元/间，不含早餐。

联系人：张勇林，电话：15887851173。 

（需要入住酒店的各代表队，务必在报名时注明是否需要入

住及预留房间的数量。） 

（四）入场式 

请各队准备好 80 字的背景材料及出场六个八拍（前 2＊8

拍跑步入场，后 4＊8 拍原地做操化动作）在颁奖仪式入场时

使用。 

（五）旅游、订餐 

25日及27日比赛结束的各个代表队需要旅游及比赛期间



 

 

需要定快餐、（价格 15 元一份）的各代表队请与周湘云女士联

系、电话：13888264382。 

（六）会务组联系人 

候之良 18788130882 

艾青莲 15368082162 

苏  冰 13312595636 

十四、未尽事宜 

（一）本规程未尽事宜，解释权隶属中国体操协会所有。 

（二）赛事其它信息将在补充通知中说明。              

 

 

 中国体操协会                        云南省体操协会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2017 年 4 月 

 

 

附件一.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