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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田径字 [2018]217号

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关于举办 ⒛18年

田径青少年训练营暨跨界跨项训练营暨

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锦标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青少年 (竞技 )体育处、田径

中心,各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 :

经研究,定于⒛18年 7月 23日 至 8月 4日 、8月 10日

至 23日 、8月 6日 至 18日 、8月 15日 至 28日 分另刂在内蒙

古赤峰、甘肃兰州、山东日照和江苏如皋举行竞走项目、中

长跑项目、短跨跳项目和投掷项目训练营暨⒛18年全田径

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 )锦标赛。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及报到地点

(一 )竞走项目训练营暨 zO18年基地锦标赛:zO18年

7月 23日 至 8月 4日 。请于 7月 23日 到内蒙古赤峰市体育

中学报到,8月 4日 离会。

(二 )中长跑项目训练营暨 2018年基地锦标赛:zO18

年 8月 10日 至 8月 23日 。请于 8月 10日 到甘肃省兰州市

体育运动学校报到,8月 23日 离会。



(三 )短跨跳项目训练营暨⒛18年基地锦标赛:2018

年 8月 6日 至 8月 18日 。请于 8月 6日 到山东体育学院 (日

照校区)报到,8月 18日 离会。

(四 )投掷项目训练营暨⒛18年基地锦标赛:⒛ 18年

8月 15日 至 8月 28日 。请于 8月 15日 到江苏省如皋市少年

体育运动学校报到,8月 28日 离会。

二。参加资格:⒛ 01-2004年 出生者。

三、参加人员

(一 )每个竞走基地教练员 2名 ,择优选派男、女运动

员各 4人
;

(二 )每个中长跑基地教练员 2名 ,择优选派运动员 8

人;

(三 )每个短跨跳基地教练员 1名 ,择优选派运动员 6

人;

(四 )每个投掷基地教练员 1名 ,择优选派女运动员 3

∷ 人、男运动员 2人
;

(五 )田径中心所派各项目专家、科研人员以及工作人

员等人 ;

(六 )中心工作人员:付维波、徐诚、胡亚川。

四、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

员、教练员往返差旅、交通费自理,训 练营及比赛期间食宿

费、市内交通费由我申心负责。

五、专家及中心等工作人员的差旅、交通、食宿费以及

专家劳务费由我中心支付。

六、报到时各单位要交保证金 1000元 ,否则不予安排

食宿,如没有违反纪律和损坏公物现象,丿丨练营暨基地锦标

赛结束保证金将退还原单位。



七、请各单位行前务必为参加训练营人员办理好相关人

身意外保险,报到时交验保险证明。

八、请各单位将服装统计表 (见附件 )填写并于弓月 3θ

日之前发送到 40%66752θ qq。 c onl邮 箱。

九、请各基地登录中国田径协会网站后各人才基地管理

系统进行报名,在集训报名中选择
“⒛18年 xx V丨 练营

”
,

按照提示分别对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

间:⒛ 18年 6月 30日 。

十、2018年基地锦标赛将分别与上述四次训练营结合进

行,竞赛经费另行拨付赛区统一使用。

十一、联系人及电话

我中心:徐诚、胡亚川,01O-87183451,13911414876;

附件 :

1.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名单

2.2018年田径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锦标赛 (中 长跑项

目)竞赛规程

3.⒛ 18年 田径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锦标赛 (竞走项目)

竞赛规程

4。 2018年田径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锦标赛 (短跨跳项

目)竞赛规程

5.2018年 田径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锦标赛 (投掷项目)

竞赛规程

6.服装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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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短跨:

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学校

河北保定市第一重点业余体育学校

辽宁省大连体育学校

吉林长春市体育运动学校

黑龙江佳木斯市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市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浙江宁波市体育运动学校

浙江绍兴市体育运动学校

福建厦门市竟技体育项目管理中心

山东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洛阳市田径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焦作市少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广东深圳市体工大队

广东佛山市体育运动学校

广西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

广西柳州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

重庆市体育运动学校

四川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

成都体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

甘肃嘉峪关市体育运动学校

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名单

二、竞走:

河北邯郸市体育运动学校

山西吕梁市体育运动学校

内蒙古乌海市体育中学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重点业余体校

辽宁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丹东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扬州市中长跑竞走项目基地

江苏徐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太仓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淮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西新余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山东济南市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山东新泰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郑州市惠济区第一中初级中学

河南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鹤壁市体育运动学校

广东深圳市体工大队

广东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

重庆市江津区体育运动学校

贵州贵阳市体育中学

云南昆明市体育运动学校

云南会泽县体育运动学校

云南马龙县体育与竞走学校



云南保山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陕西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城固县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榆林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兰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定西市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

青海省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三、中长跑:

内蒙古兴安盟体育中学

辽宁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大连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太连市金普区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崇明区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省沭阳县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江西宜春市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江西泰和县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第一中学

河南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

贵州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

云南玉溪体育运动学校

云南保山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云南昭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定西市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

青海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四、跳高:

北京先农坛体育运动学校

河北唐山市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浙江临海市台州初级中学

山东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淄博市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五、撑竿跳高: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市浦东第一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浙江省海宁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安徽芜湖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安徽省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济南市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山东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

广东惠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四川香港马会奥林匹克学校

六、跳远、三级跳:

辽宁省大连体育学校

黑龙江佳木斯市青少年业余体校

常熟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张家港市少年业余体校

浙江省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

福建漳州市重点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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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市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河南焦作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洛阳市田径体育运动学校

广东深圳市体工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

四川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

贵州省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

河北石家庄市中山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柳州市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七、铅球、铁饼:

北京市先农坛体育技术运动学校

山西太原市体工大队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大连体育学校

辽宁沈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北邯郸市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辽宁丹东市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闵行区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徐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如皋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连云港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苏州吴江区少儿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安徽临泉县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青岛市体育运动学校

四川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

四川泸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甘肃兰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竞技体校

八、标枪:

河北邢台市田径武术棋类运动管理中心

辽宁阜新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如皋市少年体育学校

浙江温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浙江长兴县少年儿童业佘体校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省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

河南省洛阳市田径体育运动学校

九、链球:

辽宁省大连体育学校

辽宁阜新市体育运动学校

黑龙江大庆体育运动学校

江苏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山东泰安市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省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榆林市体育运动学校

陕西宝鸡市体育运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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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⒛18年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

基地锦标赛 (中长跑项 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二、协办单位

甘肃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三、承办单位

甘肃省兰州市体育学校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⒛18年 8月 22丬 3日 甘肃兰州 (结合全国中长跑项群赛第

一站举行 )

五、参加单位

(一 )参加中长跑全国田径中长跑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

'基地训练营的全体运动员。

(二 )全国其他达到二级运动员以上的适龄青少年运动员。

六、比赛组别设置及年龄限制

(一 )16△ 7岁 男子、女子组,限 ⒛01丬 002年出生者参加;

(二 )14-15岁 男子、女子组,限 2003-2oo4年及其以后出生者

参加。

七、竞赛项目

(一 )专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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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岁 组:男 、女 800米、1500米 、3000米

14、 15岁 组:男 、女 800米、1500米 、3000米

(二 )全能项目:100米 、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或铅球 )

所有运动员必须参加专项比赛和全能项目的比赛。

八、参加办法

(一 )参加 2018年 中长跑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训练营

各后各人才基地请登录中国田径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

进行报名,在 比赛报名中选择
“2018训 练营暨基地锦标赛(中 长跑 )” ,

按照提示分别对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7月 25日 。

(二 )其他达到二级运动员的非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请打开

中国田径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点击 “
个人参赛

表名
”,在 比赛名称表列中选择

“2018全国中长跑后各人才基地锦

标赛
”
凭二代身份证进行报名

九、报到时间和地点:

(一 )全国中长跑后各人才基地运动员和教练员于⒛18年 8月

10日 到兰州市体育学校报到,

地址: (待定 )

联系人: (待定 )

(二 )其他参赛运动员请于赛前自行到赛区报到,费用自理。组

委会不安排食宿。

十、竞赛办法

(一 )按 《田径竞赛规则⒛17-z018》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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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赛检录时,基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非基

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二代身份证和二级运动员以上证书并经验证真

实,否则不能参赛。

(三 )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符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否则不能参加

比赛。

1、 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应穿着印有单位名称的统一比赛服

装 (背心、短裤 )。

2、 其他参赛人员可自各比赛服 (背心、短裤 )。

(四 )三项全能比赛必须参加,其中100米采用站立式起跑;立

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铅球)每人两次,连续进行,取最好一次成绩。

(五 )赛前一天召开技术会议,宣布竞赛其他有关事宜。

十一、录取名次:

(一 )各专项比赛按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 )三项全能比赛,每一项成绩最好者记 50分、第 2名 记 48

分,以后每差一个名次减 1记分,成绩相等、记分相同,后续人员顺

延减分,第 49及 以后名次各记 1分。每人三项相加,录取总分前八

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十二、赛事代表及裁判员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指派 卜2名 技术代表、2名 技术官员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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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径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田径字 E⒛ 16〕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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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其它:

(一)联系方式

中国田径协会青少部,联系人:徐诚、胡亚川电话:010-g7104390,

卡孛孑氰: 010-67140801

E-mai1: qingshaobu aath1etics。 org。 cn;

赛区联系方式见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另行发布补充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田径协会。

(三 )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3:

⒛18年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

基地锦标赛 (竞走项 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二、协办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三、承办单位

赤峰市体育中学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zO18年 8月 3-4日 内蒙古赤峰

五、参赛对象

1、 参加训练营的全国竞走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全

体运动员。

2、 非基地的全国达到二级运动员以上的其它选手可以个人

名义报名参赛。

六、比赛组别设置及年龄限制 Ⅱ

(一 )16△ 7岁 男子、女子组,限 zO01-z002年 出生者参加;

∷        (二 )14△ 5岁 男子、女子组,限 ⒛03-zoo4年及其以后出生者

/|      参加。

七、竞赛项目

(一 )专项 :



16、 17岁 组:男 、女 10000米竞走

14、 15岁 组:男 、女 5000米竞走

(二 )全能项目:100米 、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或铅球 )

所有运动员必须参加专项比赛和全能项目的比赛。

八、参加办法

(一 )参加 zO18年竞走训练营各后各人才基地请登录中国田径

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
进行报名,在 比赛报名中选择

“2018训 练营暨基地锦标赛 (竞 走 )” ,按照提示分别对教练员和

运动员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6月 30日 。

(二 )其他达到二级运动员的非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请打开

中国田径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点击 “
个人参赛

报名
”,在 比赛名称表列中选择

“zO18全国竞走后各人才基地锦标

赛
”
凭二代身份证进行报名

九、报到时间和地点:

(一 )全国中长跑高水平后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于

zO18年 7月 23日 到赤峰市体育运动学校报到,

地址: (待定 )

联系人: (待定 )

(二 )其他参赛人员请于比赛前一天到达赛区领取比赛号码布 ,

费用自理,组委会不安排食宿。  ¨

十、竞赛办法

(一 )按 《田径竞赛规则⒛17乇 018》 执行。

(二 )比赛检录时,基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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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二代身份证和二级运动员以上证书并经验证真

实,否则不能参赛。

(三 )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符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否则不能参加

比赛。

1、 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应穿着印有单位名称的统一比赛服

装 (背心、短裤 )。

2、 其他参赛人员可自各比赛服 (背心、短裤 )。

(四 )三项全能比赛必须参加,其中100米采用站立式起跑;立

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铅球)每人两次,连续进行,取最好一次成绩。

(五 )赛前一天召开技术会议,宣布竞赛其他有关事宜。

十一、录取名次:

(一 )各专项比赛按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 )三项全能比赛,每一项成绩第一名记 50分、第 2名 记 46

分,第 3名 记 44分 ,以后每差一个名次减 1分 ,成绩相等、记分相

同,后续人员顺延减分,第 46及 以后名次各记 1分。每人三项相加 ,

录取总分前八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十二、赛事代表及裁判员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指派 1名 技术代表、2名 技术官员和 6名

竞走裁判员参加工作,其余由承办单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 《田径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 (田径字 匚⒛16〕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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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其它:

(一)联系方式

中国田径协会青少部,联系人:徐诚、胡亚川电话:010-B7104390,

卡争孑彀: 010-67140801

赛区联系方式见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另行发布补充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田径协会。

(三 )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4:

⒛18年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备人才

基地锦标赛 (投掷项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二、协办单位

江苏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三、承办单位

如皋市体育局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zO18年 8月 27-z8日 江苏省如皋市

五、参赛对象

1、 参加投掷训练营的全国竞走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

地全体运动员

2、 非基地的全国达到二级运动员的其它选手可以个人名义

报名参赛。

六、比赛组别设置及年龄限制

(一 )16△ 7岁 男子、女子组,限 ⒛01丬 002年出生者参加;

(二 )14△ 5岁 男子、女子组,限 2003-zoo4 年及其以后出生者

参加。

七、竞赛项目

(一 )专项:



1、 16、 17岁 组 :

男子:铅球 (5公斤 )、 铁饼 (1.5公斤 )、 标枪二项 (标

枪 700克 、100米 )、 链球 (5公斤)

女子:铅球 (3公斤)、 铁饼 (1公斤)、 标枪二项 (标枪 500

克、100米 )、 链球 (3公斤)

2、 14、 15岁 组 :

男子:铅球 (5公斤 )、 铁饼 (1.5公斤 )、 标枪二项 (标

枪 700克 、100米 )、 链球 (5公斤)

女子:铅球 (3公斤)、 铁饼 (1公斤)、 标枪二项 (标枪 500

克、100米 )、 链球 (3公斤)

(二 )全能项目:100米 、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或铅球 )

除标枪运动员外,所有运动员必须参加专项比赛和全能项目

的比赛。标枪运动员只参加标枪二项比赛。

八、参加办法

(一 )参加 2018年投掷训练营各后各人才基地请登录中国田径

协会网站 阝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
进行报名,在 比赛报名中选择

“2018训 练营暨基地锦标赛 (投掷 )” ,按照提示分别对教练员和

运动员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⒛ 18年 8月 1日 。

(二 )其他达到二级运动员的非后备人才基地的运动员请打开

中国田径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
,点 击“

个人参赛报名
”

,

在比赛名称表列中选择
“⒛18全国投掷后各人才基地锦标赛

”
凭二

代身份证进行报名

九、报到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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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中长跑高水平后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于

⒛18年 8月 15日 报到。

地址: (待定 )

联系人: (待定 )

(二 )其他参赛人员请于比赛前一天到达赛区领取比赛号码布 ,

费用自理,组委会不安排食宿。

十、竞赛办法

(一 )按 《田径竞赛规则 2017-2018》 执行。

(二 )比赛的场地器材和设各须经中国田径协会审定。投掷器械

需经国际田联认证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已 经认证和审定的器械厂家

有金陵、飞宇、飞鹿 )。 组委会可任选两个以上厂家的投掷器械作为

比赛器械。

(三 )比赛检录时,基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非基

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和二级运动员以上证书并经验证

真实,否则不能参赛。

(四 )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符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否则不能参加

比赛。

1、 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应穿着印有单位名称的统一比赛服

装 (背心、短裤 )。

2、 其他参赛人员可自各比赛服〈背心、短裤 )。

(五 )三项全能比赛,其中 100米采用站立式起跑;立定跳远、

后抛实心球 (铅球)每人两次,连续进行,取最好一次成绩。

(六 )赛前一天召开技术会议,宣布竞赛其他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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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录取名次:

(一 )各专项比赛按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 )三项全能比赛,每一项成绩第一名记 50分、第 2名 记 46

分,第 3名 记 44分 ,以后每差一个名次减 1分 ,成绩相等、记分相

同,后续人员顺延减分,第 46及 以后名次各记 1分。每人三项相加 ,

录取总分前八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三 )标枪二项按照全能项目积分确定名次。

十二、赛事代表及裁判员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指派 1名 技术代表、4名 技术官员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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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径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田径字 〔⒛16〕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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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其它:

(一)联系方式

中国田径协会青少部 ,联 系人 :徐诚、胡亚川 ,电 话 :

010-87104390, 卡争孱幸: 010-67140801

E一mai1∶  qingshaObu aath1eticj。 org。 cn;

赛区联系方式见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另行发布补充通知。

(二 )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田径协会。

(三 )其它未尽事宜,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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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⒛18年全国田径单项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

基地锦标赛 (短跨跳项 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二、协办单位

山东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三、承办单位

山东体育学院 (日 照校区 )

四、竞赛日期和地点

zO18年 8月 17△ 8日 山东日照

五、参赛对象

1、 参加训练营的全国短跨跳奥林匹克高水平后各人才基地

全体运动员。

2、 全国达到二级运动员的其它选手以个人名义参赛。

六、比赛组别设置及年龄限制

(一 )16△ 7岁男子、女子组,限 ⒛01-z002年 出生者参加;

(二 )14△ 5岁 男子、女子组,限 ⒛03丬 004年及其以后出生者

参加。             ∵’

七、竞赛项目

(一 )专项 :

1、 16、 17岁 组 :



男子:100米、110米栏 (0.914)、 4Ⅹ100米接力、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二项 (跳远、100米 )、 三级跳远

女子:100米 、110米栏 (0.762)、 4Ⅹ100米接力、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二项 (跳远、100米 )、 三级跳远

2、 14、 15岁 组 :

男子:100米 、110米栏 (0.914)、 4Ⅹ100米接力、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二项 (跳远、100米 )、 三级跳远

女子:100米、110米栏 ⑴。762)、 4Ⅹ100米接力、跳高、

撑杆跳高、跳远二项 (跳远、100米 )、 三级跳远

(二 )全能项目:150米跑、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 (或

铅球 )

米除跳远运动员外,其他所有运动员必须参加专项比赛和全

能项目的比赛。跳远运动员只参加跳远二项专项比赛。

八、参加办法

(一 )参加 2018年训练营各后各人才基地请登录中国田径协会

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
进行报名,在 比赛报名中选择

“⒛18

训练营暨基地锦标赛 (短跨跳 )” ,按照提示分别对教练员和运动员

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⒛18年 7月 ⒛ 日。

(二 )其他达到二级运动员的非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请打开

中国田径协会网站
“
后各人才基地管理系统

”,点击 “
个人参赛

报名
”,在 比赛名称表列中选择

“2018全国短跨跳后各人才基地锦

标赛
”
凭二代身份证进行报名

九、报到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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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中长跑高水平后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于

⒛18年 8月 6日 到 山东省体育学院日照校区报到 ,

地址:待定

联系人:待定

(二 )其他参赛人员请于比赛前一天到达赛区领取比赛号码布 ,

费用自理,组委会不安排食宿。

十、竞赛办法

(一 )按 《田径竟赛规则 ⒛17丬 018》 执行。

(二 )比赛检录时,基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非基

地运动员须提交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和二级运动员以上证书并经验证

真实,否则不能参赛。

(三 )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符田径竞赛规则规定,否则不能参加

比赛。

1、 后各人才基地的运动员应穿着印有单位名称的统一比赛服

装 (背心、短裤 )。

2、 其他参赛人员可自各比赛服 (背心、短裤 )。

(四 )三项全能比赛,其中100米采用站立式起跑;立定跳远、

后抛实心球 (或铅球 )每人两次,连续进行,取最好一次成绩。

(五 )接力项目可以按照基地单独组队,也 可以跨单位联合组队,

技术会议时提交接力名单。    ¨

(六 )跳远二项比赛按照全能比赛积分计算名次。

(七 )赛前一天召开技术会议,宣布竞赛其他有关事宜。

十一、录取名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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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专项比赛按成绩录取前八名,颁发证书;

(二 )三项全能比赛,每一项成绩第一名记 50分、第 2名 记 46

分,第 3名 记 44分 ,以后每差一个名次减 1分 ,成绩相等、记分相

同,后续人员顺延减分,第 46及 以后名次各记 1分。每人三项相加 ,

录取总分前八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十二、赛事代表及裁判员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指派 卜2名 技术代表、4名 技术官员和部

分裁判员参加工作,其佘由承办单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

中心 《田径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田径字 E⒛ 16〕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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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其它:

(一)联系方式

中国田径协会青少部 ,联 系人 :徐诚、胡亚川 ,电 话 :

010-87104390,

唯争孱宰: 010-67140801

E-mai1∶  qingshaobu aath1etics。 org。 cn;

赛区联系方式见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另行发布补充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田径协会。

(三 )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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