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7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

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体育总局青少司

教育部体卫艺司

承办单位:中国游泳协会

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

协办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省游泳协会

四川新辰体育艺术学校

二、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7年8月7-12日 (7日报到,8日适应场

地训练,9-11日比赛,12日离会)

(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 (犀浦校区)游

泳馆

三、参加办法

(一)以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

组成代表队,每个省原则上限1队,每队限报28人,由领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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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导教师3人,男、女学生各12人组成。参赛学生应为各

级各类游泳传统校学生。

(二)本次比赛设男子初中组、男子高中组、女子初中组、

女子高中组4个组别。各参赛单位每个组别报名人数不得少于4人,

且不得超过6人,如个别组别无合适人选可空缺。

(三)年龄要求

1.初中组年龄应为12岁至15岁 (2002年9月1日至2005年

8月31日出生者)

2.高中组年龄应为15岁至18岁 (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

8月31日出生者)

(四)每名参赛学生只能代表1个代表队参赛,且只能代表

1个组别。如某代表单位初中学生较多,符合初中组别年龄的学

生可代表本单位报名参加高中组别比赛。

(五)各参赛单位每个组别每人参赛项目限报2项 (集体和

救生项目除外),集体项目和救生项目限报1队,男女混合接力

项目限报男、女各2人。

(六)参赛学生须品学兼优,有正式学籍,经县级以上医务

部门证明身体健康,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 (保险金额为保险公司核准的最高金额)。

(七)本次比赛可达游泳项目运动员技术等级一级、二级,

达等级学生必须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办理专业注册

手续或在所属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办理业余注册手续,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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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运动员不得申报达级。

(八)比赛主办单位有权对参赛学生进行骨龄检测,检测不

合格者,取消其所有参赛成绩和名次,取消本队所有团体分数和

名次,骨龄检测费由参赛运动员负担。

(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着,经发现取消其所有参赛成绩

和名次,取消本队所有团体分数和名次。

(十)凡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查的学生不得参加比赛,取消已

获的成绩和名次,取消本队所有团体分数和名次,并按有关规定

给予处罚。

四、比赛设项

(一)游泳项目

1.个人项目

自由泳:50米、100米、200米

仰 泳:50米、100米、200米

蛙 泳:50米、100米、200米

蝶 泳:50米、100米、200米

200米个人混合泳

2.集体项目

4×50米自由泳接力

4×50米混合泳接力

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 (男2人、女2人)

4×50米男、女混合混合泳接力 (男2人、女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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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生项目

抛救生绳赛 (2人)

五、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最新审定的 《游泳竞赛规则》和中

国救生协会最新审定的 《全国游泳救生竞赛规则》。

(二)游泳项目中50米、100米距离的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

进行预、决赛,报名不足8人 (队)时直接进行决赛。200米距

离的个人项目和救生项目进行一次性预、决赛,按成绩优异顺利

排列名次。

(三)比赛检录时,参赛者须出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四)运动员如弃权,须在该场比赛前30分钟提出,并交纳

每项300元人民币的弃权费。否则,取消该运动员在本次比赛中

已取得的成绩,并不得参加当日及次日各项比赛。

(五)比赛期间的罚款上交组委会。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比赛各项目分别录取前8名,前3名颁发奖牌,前8名

颁发证书。

(二)分别录取初中组团体总分、高中组团体总分、总团体

总分前8名颁发奖杯。

1.比赛个人项目前八名按9、7、6、5、4、3、2、1计取团

体分。

2.比赛集体项目前八名按18、14、12、10、8、6、4、2计

取团体分 (注:救生项目属于集体项目)。

—6—



3.初中组团体总分应按本队男、女运动员所有项目得分总

和计算。

4.高中组团体总分应按本队男、女运动员所有项目得分总

和计算。

5.总团体总分按本队初中组和高中组得分总和计算。

6.如团体总分相同,则以获得各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以

此类推。

七、相关活动

(一)期间组委会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二)安排著名教练员或世界冠军运动员辅导教学与学生互

动等。

(三)组织各队领队、教练进行专题座谈。

八、报名和报到

(一)参赛单位于2017年7月25日前,将报名表 (加盖省

体育局公章)传真至 (028)66365290,并同时将报名表以电子

邮件方式报送至邮箱:3160893@qq.com

(二)参赛报名表原件 (加盖省体育局公章)、学生信息表

(在相应位置按照盖章要求加盖相关部门公章)、自愿参赛责任

书、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于2017年7月25日前快递至西南交大

游泳馆。

(三)各参赛队于8月7日到西南交大游泳馆 (成都市犀浦

镇犀安路999号)报到,如需要预定返程票的参赛队需提前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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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川新辰体育艺术学校联系并缴纳相关费用,组委会将提供抵

达、返程时间表,以便提早安排。

(四)需要提供接、送站服务的参赛队,可提前与四川新辰

体育艺术学校联系,学校将收取基本费用提供有偿服务。

九、裁判员

(一)总裁判长和副总裁判长由中国游泳协会指派,其他裁

判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无总裁判长签字的成绩册,运动员成绩无效。

十、活动经费

参赛队往返差旅费自理。大会负担每个省20人的比赛期间

食宿费 (其中工作人员限领队1人、指导教师3人、运动员16

人),超编人员费用自理,每人每天320元。

十一、其他

(一)组委会为本赛事投保公众责任保险。

(二)日常洗漱用品、运动员游泳装备自带。

十二、联系方式

(一)中国游泳协会

联系人:张 伟

电 话:(010)67170581

(二)四川新辰体育艺术学校

联系人:李 搏 (15908101175)

李 瑞 (186028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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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传真:(028)66365290

邮 箱:3160893@qq.com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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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竞 赛 日 程

第一场 (8月9日上午9∶00)

1.女子初中组100米蛙泳预赛

2.女子高中组100米蛙泳预赛

3.男子初中组100米蛙泳预赛

4.男子高中组100米蛙泳预赛

5.女子初中组50米蝶泳预赛

6.女子高中组50米蝶泳预赛

7.男子初中组50米蝶泳预赛

8.男子高中组50米蝶泳预赛

9.女子初中组100米仰泳预赛

10.女子高中组100米仰泳预赛

11.男子初中组100米仰泳预赛

12.男子高中组100米仰泳预赛

13.女子初中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预、决赛

14.女子高中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预、决赛

15.男子初中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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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男子高中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预、决赛

17.女子初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

18.女子高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

19.男子初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

20.男子高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预赛

第二场 (8月9日下午16∶00)

1.女子初中组100米蛙泳决赛

2.女子高中组100米蛙泳决赛

3.男子初中组100米蛙泳决赛

4.男子高中组100米蛙泳决赛

5.女子初中组50米蝶泳决赛

6.女子高中组50米蝶泳决赛

7.男子初中组50米蝶泳决赛

8.男子高中组50米蝶泳决赛

9.女子初中组100米仰泳决赛

10.女子高中组100米仰泳决赛

11.男子初中组100米仰泳决赛

12.男子高中组100米仰泳决赛

13.女子初中组200米自由泳预、决赛

14.女子高中组200米自由泳预、决赛

15.男子初中组200米自由泳预、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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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男子高中组200米自由泳预、决赛

17.女子初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18.女子高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19.男子初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20.男子高中组4×5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第三场 (8月10日上午9∶00)

1.女子初中组50米自由泳预赛

2.女子高中组50米自由泳预赛

3.男子初中组50米自由泳预赛

4.男子高中组50米自由泳预赛

5.女子初中组100米蝶泳预赛

6.女子高中组100米蝶泳预赛

7.男子初中组100米蝶泳预赛

8.男子高中组100米蝶泳预赛

9.女子初中组200米仰泳预、决赛

10.女子高中组200米仰泳预、决赛

11.男子初中组200米仰泳预、决赛

12.男子高中组200米仰泳预、决赛

13.初中组4×50米男、女混合混合泳接力预赛

14.高中组4×50米男、女混合混合泳接力预赛

15.女子初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

—21—



16.女子高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

17.男子初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

18.男子高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

第四场 (8月10日下午16∶00)

1.女子初中组抛绳救生预、决赛

2.女子高中组抛绳救生预、决赛

3.男子初中组抛绳救生预、决赛

4.男子高中组抛绳救生预、决赛

5.女子初中组50米自由泳决赛

6.女子高中组50米自由泳决赛

7.男子初中组50米自由泳决赛

8.男子高中组50米自由泳决赛

9.女子初中组100米蝶泳决赛

10.女子高中组100米蝶泳决赛

11.男子初中组100米蝶泳决赛

12.男子高中组100米蝶泳决赛

13.初中组4×5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决赛

14.高中组4×5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决赛

15.女子初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16.女子高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17.男子初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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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男子高中组4×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第五场 (8月11日上午9∶00)

1.女子初中组100米自由泳预赛

2.女子高中组100米自由泳预赛

3.男子初中组100米自由泳预赛

4.男子高中组100米自由泳预赛

5.女子初中组50米蛙泳预赛

6.女子高中组50米蛙泳预赛

7.男子初中组50米蛙泳预赛

8.男子高中组50米蛙泳预赛

9.女子初中组50米仰泳预赛

10.女子高中组50米仰泳预赛

11.男子初中组50米仰泳预赛

12.男子高中组50米仰泳预赛

13.女子初中组200米蝶泳预、决赛

14.女子高中组200米蝶泳预、决赛

15.男子初中组200米蝶泳预、决赛

16.男子高中组200米蝶泳预、决赛

17.初中组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预赛

18.高中组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预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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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场 (8月11日下午16∶00)

1.女子初中组100米自由泳决赛

2.女子高中组100米自由泳决赛

3.男子初中组100米自由泳决赛

4.男子高中组100米自由泳决赛

5.女子初中组50米蛙泳决赛

6.女子高中组50米蛙泳决赛

7.男子初中组50米蛙泳决赛

8.男子高中组50米蛙泳决赛

9.女子初中组50米仰泳决赛

10.女子高中组50米仰泳决赛

11.男子初中组50米仰泳决赛

12.男子高中组50米仰泳决赛

13.女子初中组200米蛙泳预、决赛

14.女子高中组200米蛙泳预、决赛

15.男子初中组200米蛙泳预、决赛

16.男子高中组200米蛙泳预、决赛

17.初中组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决赛

18.高中组4×50米男、女混合自由泳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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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全国传统项目学校联赛游泳比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名称：                            

 

报送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参赛队担任职务 姓名 性别 手机 本职工作单位及职务 

领队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2017年   月   日 

                                                                体育主管部门盖章 

  



参赛单位名称： 

组别 姓名 
50 

蛙泳 

100 

蛙泳 

200 

蛙泳 

50 

自由泳 

100 

自由泳 

200 

自由泳 

50 

仰泳 

100 

仰泳 

200 

仰泳 

50 

蝶泳 

100 

蝶泳 

200 

蝶泳 

200 个人

混合泳 

自由泳 

接力 

混合泳 

接力 

男女 

混合泳 

接力 

男女混合 

自由泳 

接力 

抛绳 
是否参 

加达级 

初中男                     

初中男                     

初中男                     

初中男                     

初中男                     

初中男                     

高中男                     

高中男                     

高中男                     

高中男                     

高中男                     

高中男                     

 

注：参加项目选项中划“√”。   体育主管部门（盖章）   

  



参赛单位名称：  

组别 姓名 
50 

蛙泳 

100 

蛙泳 

200 

蛙泳 

50 

自由泳 

100 

自由泳 

200 

自由泳 

50 

仰泳 

100 

仰泳 

200 

仰泳 

50 

蝶泳 

100 

蝶泳 

200 

蝶泳 

200 个人

混合泳 

自由泳 

接力 

混合泳 

接力 

男女 

混合泳 

接力 

男女混合 

自由泳 

接力 

抛绳 
是否参 

加达级 

初中女                     

初中女                     

初中女                     

初中女                     

初中女                     

初中女                     

高中女                     

高中女                     

高中女                     

高中女                     

高中女                     

高中女                     

 

注：参加项目选项中划“√”。   体育主管部门（盖章）   



附件 4 
 

 

学生信息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2017年 

本人免冠一寸 

或二寸彩色 

证件照片） 

出生年月日： 

身份证号码： 

参赛单位名称： 

所在学校名称： 

所在学校游泳传统校类别（国家级、省级、地市级）: 

该学生已在我单位办理 2017年度专业或业余游泳运动注册手续。 

（不参加达级学生可不填此栏） 
 

 

 

 

                                            （盖章） 

                                          体育主管部门 

                                           年    月    日                                      

该学生为本表中所填学校 2017年在校学生。 
 

 

 

 

 

                                            （盖章） 

                                  当地教育部门或学生所在学校 

                                         年    月    日 

注：所有参赛学生每人必须填写一份此表，须用电脑填写打印，不可手写，

并按要求盖章单位公章。 



附件5

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

一、我完全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

(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

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血糖过高或过低及其它不适合

游泳运动的疾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2017年全国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联赛游泳比赛。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比赛有潜在的危险,以及可

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的

态度参赛。
三、我本人愿意遵守本次比赛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参

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参赛或告

之赛会官员。
四、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代理人、个人代表或亲属将放弃追究

所有导致伤残、损失或死亡的权利。
五、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

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本人、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

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愿。
注:参赛运动员如果为成年人,请直接本人签名,如果不满18岁未

成年,除本人签字意外需由监护人一并签名。

参赛学生签名: 监护人签名: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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