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仙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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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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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心 

（三）承办单位： 



仙桃市体育局 

仙桃市教育局 

（四）协办单位： 

仙桃市体育馆 

仙桃市体育技术辅导站 

仙桃市李小双体操学校 

仙桃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西安快乐优能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育爱基金 

深圳市达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威 Happy Gym 

清德智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五）独家器材合作伙伴： 

    浙江金耐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二、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0月14日（周六） 
12：00-19:00 报到 

19:30-21:30 裁判员教练员联席会议 

10月15日（周日） 08:00-18:00 全国快乐体操比赛 

10月16日（周一） 09:00-18:00 全国快乐体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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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仙桃市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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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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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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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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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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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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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队奖 

将评选出在全部比赛中表现最出色的一支队伍颁发最

佳团队奖，最终由赛事组委会评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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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时报名多位教练，将默认报

名表上姓名排列在第一位的教练获得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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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12:00。

同时编辑邮件填写参赛单位简介，包含 80 字左右文字

及 3－4 张照片，发送至邮箱：644382705@qq.com，邮

件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8 日 12：00（以邮件发送

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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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教练员三类证书中的一

项或者多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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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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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符合参赛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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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资格 

（一）参赛队必须符合竞赛规程的规定；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竞赛规程资格的规定； 

（三）参赛运动员不能同时代表两个及以上单位参加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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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勇 13339706868 

                  雷  鸣 13329742999 

规 程、规 则咨询：翟璐莹 1314690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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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于 10 月 14 日上午 9：00——下午 18:00 点在

仙桃市天诚国际大酒店报到。地址：仙桃市黄金大道中

段 88 号。（电话：0728-3329888） 

（二）交通指南 

1、武汉天河机场：至仙桃大巴（约 100 公里） 

2、天门南站（高铁/火车）：至仙桃大巴（票价约 5

元），的士票价约 35 元。 

3、仙桃市汽车客运站：坐 8 路到天诚酒店直达，

的士票价约 10 元。 

（三）酒店介绍 



天诚国际大酒店（电话：0728-3329888） 

联系人：柳小枝 13085125999 

（需要入住酒店的各代表队，务必联系酒店联系人确

认。） 

（四）费用 

食宿费：自理 

场地管理费：200 元/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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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会务组联系人 

杨武刚 13593930654 

吕志勇 13339706868 

雷  鸣 13329742999 

柳小枝 1308512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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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快乐体操推广委员会 

 



 

 

                           北京智禾诚青少年体育发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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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自愿报名参加 2017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仙桃站）并签署

本责任书。 

二、本人愿意遵守大会的所有规则规定及采取的措施。 

三、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

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 

四、本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

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

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

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 

八、本人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

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运动员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2017 年  月 日 

 

参赛单位名称及盖章:  

 

    备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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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名表一起发送至报名邮

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