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径字[2017] 235 号

中国田径协会下发《2017 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

学校联赛田径赛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2017 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田径赛竞赛规程》下

发（附后），请各单位接到通知后，做好组队参赛工作，南、北赛区

要认真做好赛前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

附件：《2017 年全国体育项目传统学校田径联赛竞赛规程》

中国田径协会

2017 年 6 月 27 日

（联系人：王磊磊、郑亚平，电话：010-87183449、010-87183455

传真：010-67140801）



附件

2017 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田径赛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承办单位：中国田径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体育局、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吉林省体育局、吉林市教育局

二、区域划分及比赛时间、地点

南方区：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普明中学举

行；

北方区：2017年 8月 9日至 11日在吉林省吉林市第一中学举行。

三、参加单位

南方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北方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四、比赛项目

(一)16—17 岁(甲)组

男子(16 项)：100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10 米栏(0.914米)、400米栏(0.84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

远、铅球(5公斤)、铁饼(1.5公斤)、标枪(700克)、4×100 米接力、

4×400 米接力；

女子(16 项)：100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00 米栏(0.762 米)、400 米栏(0.762 米)、跳高、跳远、三级

跳远、铅球(3 公斤)、铁饼(1 公斤)、标枪(500 克) 、4×100 米接

力、4×400 米接力。

(二)14—15 岁(乙)组

男子(15 项)：100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10 米栏(0.914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5 公斤)、

铁饼(1公斤)、标枪(600克)、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女子(15 项)：100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3000

米、100 米栏(0.762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3 公斤)、

铁饼(1公斤)、标枪(500克)、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

五、参加办法

(一) 参加比赛的学校须为国家级（田径项目）传统校（名单见

附件 1），并可直接报名。没有国家级传统校的省、自治区可选派一

所省级田径传统学校参加比赛，需由省体育局青少处审核推荐。每

支队伍有 10名运动员（含 10人）编内名额，各队可以自费报名，

但每队总运动员数不得超过 30人（参赛人员的费用标准见补充通知）。

（二）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运动员必须是本校在校的 14至

17岁初、高中学生（甲组：2000-2001 年出生，乙组：2002-2003年



出生），报到时须提供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有效的学籍证件或

证明，否则不得参赛。

（三）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代表团，

各代表团可设团长 1 人、副团长（或秘书长）1 人，每队设领队 1 名，

教练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按学生运动员人数比例分配：

1-7 名运动员，1名教练或工作人员；

8-11名运动员，2 名教练或工作人员；

12-15 名运动员，3名教练或工作人员；

其余依此类推。

（四）比赛实行二次报名：第一次（《报名表》见附件 2）于 5月

30 日前各单位将参加项目和人数报到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和承办

赛区；第二次报名截止时间：见相应补充通知，参赛单位须按补充

通知要求完成网络报名，须将《报名表》（见附件 3）报到各赛区。

（五）各单项每队可报 2 人，每人最多限报 2 个单项，可兼报接

力；接力每项每队可报男、女各一个队，运动员年龄须符合各组条

件。

（六）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证明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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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各

代表队必须向组委会提交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证明、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复印件。

（七）报到时间，南方赛区：7 月 23 日；北方赛区：8月 7日。

（八）报到时各队需交一面队旗，赛后取回。



六、资格审查、兴奋剂检测及赛风赛纪要求

(一)为了端正赛风，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在赛前、赛中、赛

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

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获奖名次，追回奖牌并通报

批评个人及所属学校。

(二)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运动员将取消参加下一年度全

国体育传统校联赛资格。

(三)凡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资格审查委员

会提交由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并提供该运动员弄虚作假行为的证

据。

(四)运动员凭身份证、学籍证参赛。

(五)比赛进行兴奋剂检查，运动员兴奋剂抽检呈阳性者，严格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执行处罚。拒检者按药检阳性处理。

(六)所有参赛队员应遵守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规定以及组委会

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尊重对手，尊敬工作人员，展现我国青少

年良好的精神风貌。

（七）报到时每队交纳保证金 3000 元，赛会期间没有违反赛风

赛纪和赛会相关规定，则全部退还。

七、竞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检录时必须交验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

正式学籍卡或学籍证明、第二代身份证，经审验不符者不得参加比

赛。



(二)比赛按《田径竞赛规则 2016-2017》执行。

(三)各项目根据报名人数决定赛次及是否进行及格赛，及格赛的

标准由技术代表确定。

(四)如某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3 人，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已报

名该项目的运动员，可更改报名参加其他项目比赛。

(五)比赛器材由大会统一准备，器材需经中国田径协会审定，

自备器材不得在比赛中使用。

(六)比赛成绩达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可出具成绩证书，

按照《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2013〕177 号)申报相应运动

员技术等级。

八、记分办法、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单项比赛，按成绩分别录取前八名，并按名次以 9、7、6、

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双倍计分。名次并列时，得分相加

平均计算，同时去掉相应名次。

(二)只有 8 名或不足 8 名运动员的比赛项目，按报名人数减 1

的办法录取名次(且第一名仍按 9分计算)。

(三)破全国少年或以上纪录者加 9 分，1人同一项目不论破纪录

次数多少，只计一次加分。

(四) 各单项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奖牌。

(五)比赛以学校和所在代表团（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双重分别计男、女团体总分，各录取前八名颁奖。如

团体总分相等，以破纪录项次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则以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九、裁判和仲裁

(一)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指派技术代表 1～2人和

部分裁判员参加工作，其余由承办单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

管理中心《全国田径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与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田

径字〔2015〕150号）选派。从新疆、西藏选派的技术官员或裁判员

的差旅费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规定由各自所在自治区体育局的

援疆、援藏裁判员经费中支出。

(二)大会设仲裁委员会，执行有关条例。

十、参赛费用

参赛队差旅费、交通费自理，编内运动员每人每天交纳伙食费

50元，编外人员每人每天交纳食宿费 150 元。

十一、其他

(一）联系方式

中国田径协会

联系人：郑亚平，电话：010-87183455，传真：010-67140801

E-mail：jingsaibu@athletics.org.cn；

赛区联系方式见补充通知。

（二）报名系统网址：http://jsgl.tjydh.net/jlbm/index.asp，初

始密码 12345678，报名时请详细阅读网页上的操作说明。

（三）本规程解释权归组委会。

（四）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mailto:qingshaobu@athletics.org.cn


附件 1：

全国国家级田径传统中学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所在省 市（区） 学校类型

1 北京九中 北京市 石景山区 完全中学

2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北京市 东城区 完全中学

3 北京市第八中学 北京市 西城区 完全中学

4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 海淀区 完全中学

5 北京第八十中 北京市 朝阳区 完全中学

6 天津市第一中学 天津市 和平区 完全中学

7 津南区咸水沽第三中学 天津市 津南区 完全中学

8 北辰区华辰学校 天津市 北辰区 完全中学

9 红桥区八十中学 天津市 红桥区 完全中学

10 天津市瀛海学校 天津市 静海县 中小学一体校

11 大港区沙井子学校 天津市 大港区 中小学一体校

12 蓟县马伸桥中学 天津市 蓟 县 高中校

13 邯郸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邯郸市 高中校

14 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 河北省 唐山市 初中校

15 衡水中学 河北省 衡水市 高中校

16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秦皇岛市 高中校

17 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中校

18 保定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 保定市 高中校

19 邢台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 邢台市 高中校

20 山西省大同机车中学 山西省 大同市 完全中学

21 赤峰市实验中学 内蒙古 赤峰市 高中校

22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高中校

23 铁岭市第三中学 辽宁省 铁岭市 初中校



24 辽阳市第一初级中学 辽宁省 辽阳市 初中校

25 丹东市第五中学 辽宁省 丹东市 初中校

26 吉林市第一中学 吉林省 吉林市 高中校

27 长春市实验中学 吉林省 长春市 完全中学

28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高中校

29 上海市松江二中 上海市 松江区 高中校

30 上海市育才中学 上海市 静安区 高中校

31 江苏省扬州中学 江苏省 扬州市 高中校

32 常州市第三中学 江苏省 常州市 高中校

33 江苏省南通中学 江苏省 南通市 高中校

34 浙江省台州初级中学 浙江省 台州市 初中校

35 浙江省台州初级中学 浙江省 台州市 初中校

36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浙江省 杭州市 中小学一体校

37 蚌埠市第十二中学 安徽省 蚌埠市 完全中学

38 铜陵市第三中学 安徽省 铜陵市 高中校

39 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 福建省 莆田市 高中校

40 江西省上饶县中学 江西省 上饶市 高中校

41 萍乡中学 江西省 萍乡市 高中校

42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山东省 淄博市 高中校

43 济南第十二中学 山东省 济南市 初中校

44 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山东省 烟台市 高中校

35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山东省 烟台市 完全中学

46 青岛二中 山东省 青岛市 高中校

47 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中学 河南省 新乡市 完全中学

48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河南省 郑州市 高中校

49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河南省 开封市 高中校

50 郑州市第七中学 河南省 郑州市 完全中学



51 河南省实验中学 河南省 郑州市 完全中学

52 谷城县谷伯中学 湖北省 襄樊市 初中校

53 湖北省水果湖高级中学 湖北省 武汉市 高中校

54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湖北省 黄石市 高中校

55 长沙市明德中学 湖南省 长沙市 完全中学

56 临湘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 岳阳市 高中校

57 湖南省宁乡一中 湖南省 长沙市 高中校

58 长沙市长郡中学 湖南省 长沙市 高中校

59 雅礼中学 湖南省 长沙市 高中校

60 郴州市三中 湖南省 郴州市 高中校

61 湛江市第二中学 广东省 湛江市 完全中学

62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广东省 中山市 完全中学

63 广西南宁第三中学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南宁市 高中校

64 北海市第九中学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北海市 完全中学

65 广西梧州市一中
广西壮族自

治区
梧州市 完全中学

66 凤鸣山中学 重庆市 沙坪坝区 完全中学

67 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重庆市 渝中区 完全中学

68 重庆七中 重庆市 沙坪坝区 完全中学

69 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 四川省 成都市 高中校

70 四川省华阳中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完全中学

71 四川省绵阳普明中学 四川省 绵阳市 完全中学

72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四川省 成都市 完全中学

73 四川省隆昌县第一中学 四川省 内江市 完全中学

74 德阳中学 四川省 德阳市 完全中学

75 蜀光中学 四川省 自贡市 高中校

76 都匀二中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完全中学



77 独山民族中学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高中校

78 陇川县第一中学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
高中校

79 西北工业大学附中 陕西省 西安市 完全中学

80 张掖中学 甘肃省 张掖市 高中校

81 西宁市第二十五中学 青海省 西宁市 完全中学

82 西宁市第七中学 青海省 西宁市 完全中学

83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第二完全中学
青海省 西宁市 完全中学

84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宁夏回族自

治区
石嘴山市 高中校

85 石嘴山市第一中学
宁夏回族自

治区
石嘴山市 高中校

86 焉耆县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
完全中学

87 新疆巴州和静县第一中学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
完全中学



附件 2：

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联赛

第一次报名表

（5月 30日前交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

单位（盖公章）：

项目 16-17 岁（甲）组 14-15 岁（乙）组 备注

（是否兼项）男 子

（人数）

女 子

（人数）

小计 男 子

（人数）

女 子

（人数）

小计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800 米

1500 米

3000 米

110/100米栏

400米栏

跳高

跳远

三级跳远

铅球

铁饼

标枪

4×100接力

4×400接力

合计（人）

领队： 人； 教练、工作人员共 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 3：

全国体育项目传统学校田径联赛参赛单位第二次报名表

参赛单位：

领队： ； 教练/工作人员：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籍号 组别 项目 1 项目 2 4×100接力 4×400接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省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参赛学校（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