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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分站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 

第一站：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司 

第二站：安阳市体育局 

第三站：内蒙古自治区马术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第一站日期：2018年3月19日至3月25日 

地点：江西省南昌市 

第二站日期：2018年4月18日至4月24日 

地点：河南省安阳市 

第三站日期：2018年8月9日至8月15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四、参赛单位 

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解放军等。 

五、竞赛项目 

（一）现代五项四项赛（击剑、游泳、激光跑）：设男、

女个人赛，男、女团体赛，男、女接力赛，混合团体接力赛，

混合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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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光跑：设男、女个人赛（专业组、大众组、U16

专业组、U16青少年组）。 

六、参赛资格 

（一）各单位运动员参赛人数不限。 

（二）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经审验合格后方可参加四项赛。 

（三）具备水上或水中运动项目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

等级，同时具备击剑运动项目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的

非注册运动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四项赛。 

（四）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经审验合格的运动员，16岁以上人员可参加激光跑专业

组比赛，16岁及以下运动员可参加U16专业组比赛。 

（五）所有非注册人员，均以个人名义参加激光跑比赛，

16岁以上可参加激光跑大众组比赛，16岁及以下可参加激光

跑U16青少年组比赛。 

（六）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符合参加本次赛事所办理

的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方可参赛。 

（七）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近3个月以内有效的身体

健康检查证明方可参赛。 

（八）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明方

可参赛。 

（九）随队人员不限，但需在报名表上注明姓名、性别

和住宿要求,以便安排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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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最新印制的《现代五

项竞赛规则》。特殊情况由组委会决定。 

（二）现代五项四项赛，个人赛、团体赛、接力赛、混

合接力赛为一日赛，混合团体接力赛为两日赛；激光跑比赛，

专业组、大众组、U16专业组和U16青少年组在同一天进行。 

（三）在现代五项四项赛个人赛中，参赛运动员超过36

人设预赛（击剑循环赛、游泳、激光跑），产生36名参加决

赛的运动员；不足36人（包括36人）直接进行决赛（击剑循

环赛和擂台赛、游泳、激光跑）。 

团体赛取各队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个人赛成绩之和排

定名次。 

男、女各2名运动员参加接力赛，每队限报1支队伍，最

多24支队伍参赛，若多于24支队伍，则根据《现代五项项目

积分管理办法》确定参赛资格。 

混合团体接力赛以男、女接力赛成绩之和作为混合团体

接力赛的成绩进行排名。只参加男子或女子接力赛的队伍不

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排名。跨单位组队的联队不参加混合团

体接力赛排名。 

每队派男、女各1名运动员参加混合接力赛，最多24支

队伍参赛，若多于24支队伍，则根据《现代五项项目积分管

理办法》确定参赛资格。 

若有空余名额，接力赛和混合接力赛允许跨单位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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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报名参赛多于24支队伍，将进行排序，直至选取前24支队

伍参加比赛。进行排序的队伍排名原则如下：本次比赛个人

赛名次之和靠前的队伍组合排位靠前；如果无法区分，本次

比赛个人赛总成绩之和较高的队伍组合排位靠前（决赛成绩

优先于预赛成绩）；如果仍无法区分，本次比赛个人赛激光

跑成绩之和较好的队伍组合排位靠前（决赛成绩优先于预赛

成绩）；如果仍无法区分，本次比赛个人赛游泳成绩之和较

好的队伍组合排位靠前（决赛成绩优先于预赛成绩）；如果

仍无法区分，最近的年度积分排名靠前的运动员所在队伍组

合排位靠前（先比较女子排名，若无法区分，再比较男子排

名）。 

（四）在激光跑比赛中，参赛人员分组进行，根据个人

完成比赛的时间进行排序。 

（五）运动员中途不得擅自退出比赛。如有伤病，须经

大会医生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方可以弃权的方式退出比赛。 

八、裁判员、仲裁和赛风赛纪监察小组 

（一）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 

（二）设立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其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三）赛风赛纪监察小组按《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赛

风赛纪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组成。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现代五项四项赛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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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4-8名颁发证书。 

（二）现代五项四项赛团体赛、接力赛、混合团体接力

赛、混合接力赛：9支队伍以上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

4-8名颁发证书；4-8支队伍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第4

名颁发证书；3支队伍按比赛名次颁发奖牌、证书；2支或1

支队伍参赛则取消该设项。 

（三）激光跑专业组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

4-8名颁发证书；大众组、U16青少年组和U16专业组个人赛

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20名颁发证书。 

十、全国纪录 

（一）体育总局批准的全国纪录：个人赛总成绩纪录（仅

限于国家队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现代五项总成绩）。 

（二）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认可的全国纪录： 

1.个人赛游泳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200米游泳，

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2.个人赛激光跑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仅限专业

组，4组×800米跑射，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注册人员参加全国冠军赛（四项赛），需于赛前

25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比赛报名表（加盖单位章和医务章）

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mp@sports.cn），同时还需

要将运动员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发送至协会。报名

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更改，运动员确因伤病无法参赛，必



6 

 

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并提供诊断材料。最终报名

确认后，如无故不参加比赛，其所在单位或个人须向中华全

国体育总会（帐户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账号：

0200008109026402655，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馆路支

行）交纳人民币5000元罚金，否则将给予该单位通报批评直

至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二）非注册人员参加全国冠军赛（四项赛），需于赛

前25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员）

签字后的比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要求

的身体健康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身份

证和参赛人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出生

年月命名，如：张三20001001.jpg）、相应的运动等级证明

等共8个文件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mp@sports.cn）。

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意弃赛，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

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如无故不参加比赛，

累计达到3次，将取消该人员近2年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 

（三）所有参加激光跑比赛的人员，需于赛前7天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员）签字后的比

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要求的身体健康

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身份证和参赛人

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出生年月命名，

如：张三20001001.jpg）等共7个文件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

运动协会（mp@sports.cn）。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



7 

 

意弃赛，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

赛组委会；如无故不参加比赛，累计达到5次，将取消该人

员近2年参加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比赛的资格。 

（四）逾期报名，概不受理。 

（五）参加现代五项四项赛的运动员临行前请妥善办理

往返的枪支运输手续。请在报名表上注明每名运动员所用激

光管型号、枪支的型号、枪号和总数。 

（六）参加激光跑比赛大众组和U16组的运动员，比赛

所用激光发射器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七）运动队于赛前两天报到,裁判员于赛前三天报到。 

十二、安全、器材和经费 

（一）比赛承办单位赛前必须制定详尽的赛区紧急突发

事件处理预案，保障比赛期间赛区及相关人员安全。 

（二）运动员个人所需的服装、器材自理。 

（三）比赛的服装、器材、场地等，均应符合全国比赛

规则要求，并经竞赛组委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比赛的器材、场地等由承办单位提供。 

（五）各参赛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中国现代五

项运动协会选派的工作人员、技术代表及裁判员在比赛期间

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及技术代表和裁判员的劳务费由承办

单位负责。 

十三、其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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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 

待定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8年10月13日至10月18日 

地点：山东省烟台市（暂定） 

四、参赛单位 

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解放军等。 

五、竞赛项目 

（一）现代五项赛（击剑、游泳、马术、激光跑）：设

男、女个人赛，男、女团体赛，男、女接力赛，混合团体接

力赛，混合接力赛。 

（二）激光跑：设男、女个人赛（专业组、大众组、U16

专业组、U16青少年组）。 

六、参赛资格 

（一）现代五项男、女个人赛由全国冠军赛前3站比赛

积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产生前36名运动员直接进入决赛，

每队各性别最多限定4人参赛，如有空余名额从第37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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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补（递补运动员3站冠军赛分站赛积分之和至少1分)，直

至产生男、女36名运动员。 

个人赛参赛运动员为实名制。各队需在赛前进行个人赛

资格确认。以个人名义参赛者，需本人亲自通过电子邮件进

行确认。 

各队确认参赛资格人员名单后，如有运动员因伤病等原

因不能参赛，在本队有其他具备参赛资格运动员的情况下，

可以替补。如无替补或放弃替补，因此产生的空余名额其他

队不再递补，按实际人数组织比赛。 

（二）参赛运动员需通过参加资格赛获取总决赛的参赛

资格，因执行国家队参赛任务等特殊情况而无法参加资格赛

的运动员，经公示并由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批准后可直接

参加决赛。 

（三）男、女接力赛和混合接力赛由全国冠军赛前3站

比赛积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根据《现代五项项目积分管理

办法》，产生前24支队伍直接进入决赛。 

接力赛和混合接力赛参赛资格为运动员所在代表队获

得的单位资格，参赛运动员由注册代表队选派。若有跨单位

组队的联队获得参赛资格，则该资格为个人资格，不得在运

动员注册单位内转让。 

（四）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的参赛运动员必须出具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和

马术骑乘能力证明方可参加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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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获得冠军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非注册运动员必须

要达到马术项目“中一级”及以上标准方可参加总决赛。 

（六）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经审验合格的运动员，16岁以上人员可参加激光跑专业

组比赛，16岁及以下运动员可参加U16专业组比赛。 

（七）所有非注册人员，均以个人名义参加激光跑比赛，

16岁以上可参加激光跑大众组比赛，16岁及以下可参加激光

跑U16青少年组比赛。 

（八）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符合参加本次赛事所办理

的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方可参赛。 

（九）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近3个月以内有效的身体

健康检查证明方可参赛。 

（十）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明方

可参赛。 

（十一）随队人员不限，但需在报名表上注明姓名、性

别和住宿要求，以便安排食宿。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最新印制的《现代五

项竞赛规则》。特殊情况由组委会决定。 

（二）现代五项比赛，个人赛、团体赛、接力赛、混合

接力赛为一日赛，混合团体接力赛为两日赛；激光跑比赛，

专业组、大众组、U16专业组和U16青少年组在同一天进行。 

（三）在现代五项个人赛和接力赛中，参赛运动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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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进行决赛（击剑循环赛和擂台赛、游泳、马术、激光跑）。 

团体赛取各队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个人赛成绩之和排

定名次。 

混合团体接力赛以男、女接力赛成绩之和作为混合团体

接力赛的成绩进行排名。只参加男子或女子接力赛的队伍不

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排名。跨单位组队的联队不参加混合团

体接力赛排名。 

（四）在激光跑比赛中，参赛人员分组进行，根据个人

完成比赛的时间进行排序。 

（五）运动员中途不得擅自退出比赛。如有伤病，须经

大会医生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方可以弃权的方式退出比赛。 

八、裁判员、仲裁和赛风赛纪监察小组 

（一）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 

（二）设立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其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三）赛风赛纪监察小组按《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赛

风赛纪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组成。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现代五项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8

名颁发证书。 

（二）现代五项团体赛、接力赛、混合团体接力赛、混

合接力赛：9支队伍以上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4-8支队伍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第4名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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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书；3支队伍按比赛名次颁发奖牌、证书；2支或1支队

伍参赛则取消该设项。 

（三）激光跑专业组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

4-8名颁发证书；大众组、U16青少年组和U16专业组个人赛

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20名颁发证书。 

十、全国纪录 

（一）体育总局批准的全国纪录：个人赛总成绩纪录（仅

限于国家队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现代五项总成绩）。 

（二）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认可的全国纪录： 

1.个人赛游泳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200米游泳，

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2.个人赛激光跑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仅限专业

组，4组×800米跑射，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注册人员参加全国比赛，需于赛前25天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将比赛报名表（加盖单位章和医务章）发送至中国

现代五项运动协会（mp@sports.cn），同时还需要将运动员

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马术骑乘能力证明发送至协

会。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更改，运动员确因伤病无法

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并提供诊断材料。

最终报名确认后，如无故不参加比赛，其所在单位或个人须

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帐户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账号：

0200008109026402655，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馆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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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纳人民币5000元罚金，否则将给予该单位通报批评直

至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二）非注册人员参加全国冠军赛总决赛，需于赛前25

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员）签字

后的比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要求的身

体健康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身份证和

参赛人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出生年月

命名，如：张三20001001.jpg）、相应的运动等级证明等共

8个文件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mp@sports.cn）。

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意弃赛，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

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如无故不参加比赛，

累计达到3次，将取消该人员近2年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 

（三）所有参加激光跑比赛的人员，需于赛前7天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员）签字后的比

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要求的身体健康

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身份证和参赛人

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出生年月命名，

如：张三20001001.jpg）等共7个文件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

运动协会（mp@sports.cn）。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

意弃赛，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

赛组委会；如无故不参加比赛，累计达到5次，将取消该人

员近2年参加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比赛的资格。 

（四）逾期报名，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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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现代五项比赛的运动员临行前请妥善办理往

返的枪支运输手续。请在报名表上注明每名运动员所用激光

管型号、枪支的型号、枪号和总数。 

（六）参加激光跑比赛大众组和U16组的运动员，比赛

所用激光发射器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七）运动队于赛前两天报到,裁判员于赛前三天报到。 

十二、安全、器材和经费 

（一）比赛承办单位赛前必须制定详尽的赛区紧急突发

事件处理预案，保障比赛期间赛区及相关人员安全。 

（二）根据规则规定，马匹及与马术有关的比赛装备由

承办单位提供，运动员个人所需的服装、器材自理。 

（三）比赛的服装、器材、场地、马匹等，均应符合全

国比赛规则要求，并经竞赛组委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比赛的器材、场地、马匹等由承办单位提供。 

（五）各参赛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中国现代五

项运动协会选派的工作人员、技术代表及裁判员在比赛期间

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及技术代表和裁判员的劳务费由承办

单位负责。 

（六）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将对比赛

承办单位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十三、其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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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 

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18年11月23日至11月30日 

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四、参赛单位 

山西、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解放军等。 

五、竞赛项目 

（一）现代五项赛（击剑、游泳、马术、激光跑）：设

男、女个人赛，男、女团体赛，男、女接力赛，混合团体接

力赛，混合接力赛。 

（二）激光跑：设男、女个人赛（专业组、大众组、U16

专业组、U16青少年组）。 

六、参赛资格 

（一）各单位运动员参赛人数不限。 

（二）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经审验合格后方可参赛。参加个人赛决赛和接力赛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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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必须出具马术骑乘能力证明方可参赛。没有符合要求的

马术骑乘能力证明的运动员只允许参加个人赛预赛。 

（三）具备水上或水中运动项目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

等级，同时具备击剑运动项目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技术等级的

非注册运动员可以个人名义参加个人赛预赛（四项赛）。参

加个人赛决赛的非注册运动员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还

需要达到马术项目“中一级”及以上标准方可参赛。 

（四）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进行2018年度运动员注

册，经审验合格的运动员，16岁以上人员可参加激光跑专业

组比赛，16岁及以下运动员可参加U16专业组比赛。 

（五）所有非注册人员，均以个人名义参加激光跑比赛，

16岁以上可参加激光跑大众组比赛，16岁及以下可参加激光

跑U16青少年组比赛。 

（六）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符合参加本次赛事所办理

的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方可参赛。 

（七）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近3个月以内有效的身体

健康检查证明方可参赛。 

（八）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出具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明方

可参赛。 

（九）随队人员不限，但需在报名表上注明姓名、性别

和住宿要求，以便安排食宿。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最新印制的《现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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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竞赛规则》。特殊情况由组委会决定。 

（二）现代五项比赛，个人赛、团体赛、接力赛、混合

接力赛为一日赛，混合团体接力赛为两日赛；激光跑比赛，

专业组、大众组、U16专业组和U16青少年组在同一天进行。 

（三）在现代五项个人赛中，参赛运动员超过36人设预

赛（击剑循环赛、游泳、激光跑），产生36名参加决赛的运

动员；不足36人（包括36人）直接进行决赛（击剑循环赛和

擂台赛、游泳、马术、激光跑）。没有达到马术骑乘能力标

准的运动员，即使获得个人赛决赛的参赛资格，也不允许参

加决赛，空出的名额将从第37名顺序递补，直至产生男、女

36名运动员。 

团体赛取各队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个人赛成绩之和排

定名次。 

男、女各2名运动员参加接力赛，每队限报1支队伍，最

多24支队伍参赛，若多于24支队伍，则根据《现代五项项目

积分管理办法》确定参赛资格。 

混合团体接力赛以男、女接力赛成绩之和作为混合团体

接力赛的成绩进行排名。只参加男子或女子接力赛的队伍不

参加混合团体接力赛排名。跨单位组队的联队不参加混合团

体接力赛排名。 

每队派男、女各1名运动员参加混合接力赛，最多24支

队伍参赛，若多于24支队伍，则根据《现代五项项目积分管

理办法》确定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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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空余名额，接力赛和混合接力赛允许跨单位组队，

若报名参赛多于24支队伍，则根据《现代五项项目积分管理

办法》确定参赛资格。 

（四）在激光跑比赛中，参赛人员分组进行，根据个人

完成比赛的时间进行排序。 

（五）运动员中途不得擅自退出比赛。如有伤病，须经

大会医生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方可以弃权的方式退出比赛。 

八、裁判员、仲裁和赛风赛纪监察小组 

（一）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 

（二）设立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其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三）赛风赛纪监察小组按《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赛

风赛纪管理办法（暂行）》的规定组成。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现代五项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8

名颁发证书。 

（二）现代五项团体赛、接力赛、混合团体接力赛、混

合接力赛：9支队伍以上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8名

颁发证书；4-8支队伍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第4名颁

发证书；3支队伍按比赛名次颁发奖牌、证书；2支或1支队

伍参赛则取消该设项。 

（三）激光跑专业组个人赛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

4-8名颁发证书；大众组、U16青少年组和U16专业组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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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4-20名颁发证书。 

（四）设运动员、运动队、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

颁发证书。 

十、全国纪录 

（一）体育总局批准的全国纪录：个人赛总成绩纪录（仅

限于国家队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现代五项总成绩）。 

（二）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认可的全国纪录： 

1.个人赛游泳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200米游泳，

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2.个人赛激光跑成绩纪录：各类别比赛均可，仅限专业

组，4组×800米跑射，仅录取电动计时成绩。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注册人员参加全国锦标赛，需于赛前25天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将比赛报名表（加盖单位章和医务章）发送至中

国现代五项运动协会（mp@sports.cn），同时还需要将运动

员有效的个人人身伤害保险证明和马术骑乘能力证明发送

至协会。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更改，运动员确因伤病

无法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并提供诊断材

料。最终报名确认后，如无故不参加比赛，其所在单位或个

人须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帐户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账

号：0200008109026402655，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馆

路支行）交纳人民币5000元罚金，否则将给予该单位通报批

评直至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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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注册人员参加全国锦标赛（预赛和决赛），需

于赛前25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

员）签字后的比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

要求的身体健康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

身份证和参赛人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

出生年月命名，如：张三20001001.jpg）、相应的运动等级

证 明 等 共 8 个 文 件 发 送 至 中 国 现 代 五 项 运 动 协 会

（mp@sports.cn）。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意弃赛，

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赛组委会；

如无故不参加比赛，累计达到3次，将取消该人员近2年参加

全国比赛的资格。 

（三）所有参加激光跑比赛的人员，需于赛前7天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将本人和监护人（18岁以下人员）签字后的比

赛报名表、参赛申请书、参赛声明书、符合要求的身体健康

证明、符合本次比赛要求的保险证明、二代身份证和参赛人

员二寸白底彩照（电子版、以运动员姓名和出生年月命名，

如：张三20001001.jpg）等共7个文件发送至中国现代五项

运动协会（mp@sports.cn）。报名表上报后，原则上不得随

意弃赛，参赛人员因故无法参赛，必须于赛前24小时通知竞

赛组委会；如无故不参加比赛，累计达到5次，将取消该人

员近2年参加全国现代五项激光跑比赛的资格。 

（四）逾期报名，概不受理。 

（五）参加现代五项比赛的运动员临行前请妥善办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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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的枪支运输手续。请在报名表上注明每名运动员所用激光

管型号、枪支的型号、枪号和总数。 

（六）参加激光跑比赛大众组和U16组的运动员，比赛

所用激光发射器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七）运动队于赛前两天报到,裁判员于赛前三天报到。 

十二、安全、器材和经费 

（一）比赛承办单位赛前必须制定详尽的赛区紧急突发

事件处理预案，保障比赛期间赛区及相关人员安全。 

（二）根据规则规定，马匹及与马术有关的比赛装备由

承办单位提供，运动员个人所需的服装、器材自理。 

（三）比赛的服装、器材、场地、马匹等，均应符合全

国比赛规则要求，并经竞赛组委会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四）比赛的器材、场地、马匹等由承办单位提供。 

（五）各参赛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中国现代五

项运动协会选派的工作人员、技术代表及裁判员在比赛期间

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及技术代表和裁判员的劳务费由承办

单位负责。 

（六）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将对比赛

承办单位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 

十三、其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