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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 

    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定于 12月 2-10日在江

苏常州举行。为做好比赛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

下： 

一、比赛时间、地点、日程安排 

时    间：12 月 2-10日 

地    点：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地址：常州市晋陵北路 1 号） 

日程安排：  

12 月 2 日    裁判员报到；集中核酸检测。 

12 月 3 日   青少年组报到；集中核酸检测；裁判员学习。   

12 月 4 日   青少年组训练；组委会和联席会议。 

12 月 5-7日   青少年组比赛；青少年组离会。 

12 月 6 日   少年组报到；集中核酸检测。 

12 月 7 日   少年组训练；组委会和联席会议。 

12 月 8-9日   少年组比赛。 

12 月 10日   少年组离会。 

二、报名 

（一）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赛不接受 14天内来自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报名。 

（二）未按《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

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要求报送体测结果的单位，无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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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少年组比赛的资格。没有体能成绩的运动员，将不能获得

少年组比赛参赛资格。 

（三）在线报名 

请各参赛单位根据竞赛规则和规程要求，即日起登录网站

“全国艺术体操竞赛报名系统”（http://www.dfzy.cn:83/）进

行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5 日晚 24 时前（网

络关闭）。逾期报名，不予受理。（遇技术问题，可咨询网站技

术人员：贡先生 18552188280） 

未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参赛运动员，须在“竞赛报名系

统”中提交身份证明原件的扫描件，否则无法完成报名。 

（四）体能比赛成绩 

按照《体育总局中心关于进一步强化体能训练规范体能数

据上报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报名青少年锦标赛少年组比

赛的运动员须提交 2020年中体能测试最好成绩（6-10 月体测各

项最好成绩总和），形成《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体

能成绩汇总表》（附件 1），经省区市项目主管单位主要领导和负

责纪检工作的领导签字且加盖公章后，报原件扫描版到体育总

局体操中心艺体部。 

（五）参赛单位名称要求 

参赛单位报名需以省/市名称+单位作为名称（如：江苏省

舞鸣艺术体操队）。 

（六）保险 

参赛运动员须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方可参赛。具体事项如下： 

保险时间：须包含比赛及往返路程期间。 

保险种类：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范围：保障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参加赛事过程或将

http://www.dfzy.cn: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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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和突发急性病事故。 

提交时间：报到时须提交参赛运动员保单原件的复印件，

如不合格，将取消参赛资格。 

（七）免责声明 

根据报名参赛情况，每位参赛运动员必须签署《2020 年全

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免责声明》（附件 2），并在“报名系统”

中提交原件的扫描件，否则将无法完成报名。 

（八）参赛单位防疫承诺 

参赛单位在参赛期间实行领队负责制，落实本参赛队伍防

疫工作，严格执行《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参赛队

伍管理方案》（附件 3），签署《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

标赛参赛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4），并在“报名系统”中提交

原件的扫描件，否则将无法完成报名。 

注意：报名信息和材料提交齐全并通过系统审核后，方为

完成报名工作。 

三、报到 

（一）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赛不接受 14天内来自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报到。 

（二）参赛队伍须于报到日前一天，将所有报名参赛人员

申领的“江苏健康码-绿码”截图压缩文件（文件名为“***队”）

发送给组委会（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13912319365，邮箱：

277456359@qq.com），如有健康码申领问题请致电 13912319365。 

（三）参赛队伍抵达报到地点后，须按补充通知要求提交

相关材料，以及《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参赛个人

健康承诺书》（附件 5），并接受健康码核验。（本人“江苏健康

码”显示应为绿码且体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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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到时间地点 

1．请各队于报到日当天 21:00 前报到。（集中核酸检测工

作需要） 

2．运动队： 

青少年组：请于 12 月 3 日到常州格雷斯精选酒店（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68 号，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

13912319365）和常州市云庭国际花园酒店（地址：常州市新北

区云台山路 9 号，联系人:张晓霞，联系电话：18661215793）

报到（各队具体报到酒店待报名结束后另行通知）。 

少年组：请于 12月 6 日到常州格雷斯精选酒店（地址：常

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68 号，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

13912319365）。 

3．裁判员： 

请于 12 月 2 日到常州奥体明都国际饭店报到。（地址：常

州市新北区龙锦路 1261 号，联系人:吴小慧，联系电话：

13912338655）。 

四、疫情防控 

（一）体育总局要求所有体育赛事采用疫情熔断机制，只

要赛区出现一例疫情，比赛立即终止。 

（二）各参赛队伍可参照《参赛队伍疫情防控指南》（附件

6），提前制定好赴赛区途中疫情防控措施并做好具体防护工作。 

（三）各参赛队伍须自备足量防疫用品，并须严格服从赛

区疫情防控要求。 

（四）核酸检测 

1．提交核酸检测报告 

参赛队伍须于报到日前一天 16:00 前，将所有报名参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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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距报到日 7 日内（含报到日当天）的核酸检测报告书原件扫

描件发送给组委会(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13912319365，邮

箱：277456359@qq.com)。 

2．集中核酸检测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赛人员报到后，须集中接受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并在酒店内自行隔离，待确认检测报告结果为阴

性后，方可出房间。全队所有参赛人员核酸检测均合格后，该

队方获得参赛资格。 

五、经费 

（一）比赛免收报名费。 

（二）为确保安全卫生，食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费用

由参赛单位自理。具体标准为：食宿费 280 元/人/天，超编人

员为 380 元/人/天。 

注：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同队伍间不拼房间，各队需承担

本队使用房间的全部费用；按照酒店收费要求，如超过当天

12:00办理退房手续，将产生相应食宿费用。 

（三）各参赛单位差旅费自理。 

（四）在赛区进行核酸检测的相关费用由各参赛单位自理，

标准为：120元/人/次。如需开具发票，请提前告知当地组委会。 

（五）请参赛单位于报到前/报到时一次性交清各项费用，

提前报到或推迟离会的，按超编人员标准收费食宿费。本次比

赛不办理退伙、退房手续。 

（六）参赛单位可于报到时，以刷卡形式一次性缴纳食宿

费用。 

（七）使用转账方式交纳食宿费的，请于 11 月 27 日前将

相关经费转账至以下账户：（各队转账时请注明“**队全国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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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少年组/青少年组参赛费用”） 

单位户名：常州市财政局 

银行帐号：83100120010000019 

开户银行：江苏银行常州龙城大道支行 

汇款联系人：孙竹筠 

汇款联系电话：13775135025 

六、比赛音乐 

（一）请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 17 时前，将 mp3 格式的音

乐发到体育总局体操中心艺体部（邮箱：ystcb221@126.com）。 

要求：1.邮件主题要注明比赛名称及参赛队伍名称；（例如：

青少年艺体锦标赛音乐+**队） 

2.mp3音乐文件名由参赛队伍名称、参赛组别、运动

员姓名、项目等信息组成。（例如：**队+少年组个人+丁一+圈。） 

（二）参赛队伍报到时，须将成套动作音乐 CD光盘交组委

会。逾期未交者，将按照规则执行，取消比赛资格，经费自理。 

七、其他 

（一）各参赛队在赛事期间，必须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

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的各项规定，不外出就餐和购买外卖食品，

文明参赛，公平竞赛。 

（二）本次赛事响应党中央关于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指示，

餐厅执行光盘行动。 

（三）请有接送站需要的参赛队伍，于 11 月 20 日前与赛

区组委会接待部确认（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13912319365），

并将《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参赛队伍接（送）站需求表》（附件 7）

发送到指定邮箱（邮箱：277456359@qq.com）。相关费用如下： 

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奔牛机场免费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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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硕放机场（49 座大巴车）1500 元/趟/辆； 

南京禄口机场（49 座大巴车）1800 元/趟/辆； 

上海虹桥机场（49 座大巴车）2500 元/趟/辆； 

上海浦东机场（49 座大巴车）2800 元/趟/辆。 

逾期未告接（送）站需求或非赛会抵离日期的参赛队伍，

不予安排。 

（四）因实行实名制购票，请各参赛队伍提前自行解决往

返车（船、机）票。 

有关联系方式 

（一）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艺术体操部 

联系电话：010-67159369,邮箱：ystcb221@126.com 

（二）接待工作联系人：郭超 

联系电话：13912319365，邮箱：277456359@qq.com 

疫情防控工作联系人：吴丹侠 

联系电话：18961155276 

 

附件：1.体能比赛成绩汇总表 

2.免责声明 

3.参赛队伍管理方案 

4.参赛疫情防控承诺书 

5.参赛个人健康承诺书 

6.参赛队伍疫情防控指南 

7.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参赛队伍接(送)站需求表 

 

 

                  常州市体育局 

                             2020 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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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参赛运动员体能成绩汇总表 
（少年组） 

 

填报单位：(公章)            

序 

号 
姓名      

参赛 

项目     
组别 出生日期    

身高 

(厘米) 

体重 

(千克) 
BMI 

坐位 

体前屈

(厘米) 

30 米 

冲刺    

(秒) 

垂直 

纵跳 

(厘米) 

深蹲 

最大 

力量 

(千克) 

卧推 

最大 

力量 

(千克) 

引体  

向上  

(个) 

腹肌 

耐力

(秒) 

背肌 

耐力

(秒) 

3 千米跑 

(分'秒) 

总分

(分) 
备注 

例 张山 
艺术

体操 
成年 1999 年 1 月 1 日 168 53 18.77 34 4.6 54 45 33 2 120 120 13'30     

                                      

                                      

                                      

主要领导签字：                                 纪检领导签字：         

备注：按照《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体竞字〔2020〕40 号)，国家队体能达标测试评分标准(2020 年 2 月版)核定分数。 
说明： 

填写格式说明： 

1、除了体能指标外，基础信息中的"姓名"、"项目"、"锦标赛参赛项目"、"出生日期"、"身高"、"体重"、"体测月份"均为必填项（体重为当时的测试体重，不能缺失，用于计算深蹲和卧推相对力量） 

2、各指标小数位截取说明： 

  小数值的截取参考《国家队基础体能指标评分标准》作为依据，如下： 

  ◆BMI、30 米冲刺、深蹲最大力量/体重、卧推最大力量/体重，小数位数保留 1 位； 

  ◆3 千米，小数位数保留 2 位；分秒之间用“'”号分隔 例如 11'01； 

  ◆体脂百分比、坐位体前屈、垂直纵跳、深蹲最大力量、卧推最大力量、引体向上、腹肌耐力、背肌耐力，取整数； 

  数据格式和小数位数截取，请参考示例数据。 

3、各指标单位说明： 

  模板表中，指标后面标有对应的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应的单位进行填写，举例：腹肌耐力、腹肌耐力的单位都是秒，数据要统一转换为秒填写到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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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免责声明 

 

致：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体操协会（以下统称“主办方”） ：                      

作为参赛选手，我本人、我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表

人以及任何可能代表我提起赔偿请求或诉讼的人做出如下声

明： 

1.我自愿参加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及一切

与赛事相关的活动（以下统称“赛事”），我确认我本人具有参

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并且已获得监

护人的同意； 

2.我确认知晓参与本次赛事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包括人

身伤亡风险），我承诺已经通过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确

认自己的身体能够适应于本次赛事，已经参赛做好准备，承诺

愿意承担参赛带来风险。我参加赛事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

局部或永久性残疾、死亡、医疗或住院费用等事项，由我自己

承担全部责任，我同意免除主办方责任，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

何形式的赔偿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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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参赛队伍管理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各项指示精神，贯彻

落实好体育总局各项决策部署，结合《全国体操类赛事疫情防

控指南》，鉴于疫情期间举办赛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秉承“以

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提醒参赛人员仍应高度重视疫情防

控工作，严格遵守和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松懈，

不麻痹，强化责任，层层落实，我中心特制定本方案，以加强

赛事期间对参赛队伍疫情防控工作的管理。 

一、总体要求 

（一）参赛队伍应建立有内部疫情防控体系，明确疫情防

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压实落实责任到人。 

（二）参赛队伍疫情防控工作施行领队负责制。各队领队

和队医为参赛队伍疫情防控责任人，其中，领队为第一责任人，

要做好对队伍全体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

员，以及随队裁判员）疫情防控教育管理、赛区疫情防控要求

措施落实、信息采集报送等工作任务。 

（三）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赛不接受 14 天内来自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的报名或报到。 

（四）参赛队伍要加强对疫情防控知识和要求的宣传教育，

引导所有参赛人员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并掌握基本的个人防护手段。 

（五）参赛队伍全体人员须严格遵守赛事组委会制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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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并做好具体防护工作。 

（六）所有参赛人员应积极主动维护和宣传赛事正面形象，

不得通过媒体采访或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微博、

微信等）发表、散播有关疫情防控的虚假消息或不当言论。 

二、报名时 

参赛队伍在报名时，应按补充通知要求，除提交常规参赛

报名材料外，还须提交全体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领队

和随队人员，以及随队裁判员）签字确认的《疫情防控承诺书》。

否则将无法完成报名。 

同时，参赛人员要提前领取赛事举办地点的健康码。（详见

组委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三、报到前 

（一）报送赛会要求的材料。 

参赛队伍要按照比赛补充通知要求，于报到日前一天，将

所有报名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员，以及

随队裁判员）距报到日 7 日内（含报到日当天）的核酸检测报

告书原件扫描件和申领的“江苏健康码-绿码”截图压缩文件发

送给组委会。待审核批准后，方可出发前往赛区。 

上述填报信息由领队负责审核，填写信息必须实事求是，

如弄虚作假要负相应法律责任。 

（二）提前做好路途防疫规划 

参赛队伍要提前制定好赴赛区途中的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提前了解出发地机场、车站的疫情防控的具体要求，包括

提前向有关航空公司等机构了解拟乘坐的航班（高铁）信息，

确保本航班和车厢无中转的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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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本队人员尽可能购买相对集中区域的机票、车票，以

避免与其他社会人员近距离接触。如为单独出行，应尽量避免

与其他社会人员近距离接触。 

此外，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参赛队伍应尽量选择自驾、

包车等陆路交通方式前往赛区；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

选择直达航班或火车，在无法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停留时

间和换乘次数较少的交通工具。 

（三）参赛队伍要自备足量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符合

防疫要求的口罩、一次性手套、护目镜、体温计、消毒用品等。 

四、抵离赛区途中 

（一）参赛队伍赴赛区途中，参赛人员乘坐飞机、高铁等

长途交通工具包括在市区内乘坐交通工具时，必须全程佩戴符

合防疫要求的口罩，并尽可能佩戴一次性手套、护目镜。每人

随身携带含酒精的湿纸巾（如在触摸电梯、搬运行李、办理登

机手续等后及时消毒）。途中如遇到密闭的、流通性差的空间（如

乘坐飞机），要避免餐饮，不摘口罩，并避免与其他社会人员近

距离接触，以降低风险。 

（二）参赛队伍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交通工具前往赛区，

所有参赛人员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交通工具时，应妥善保留

票务信息。如遇到疑问或突发情况，可及时与相关航空公司、

铁路公司服务热线进行联系。 

（三）参赛队伍路途中，全程应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场所可

能被高频触摸的物体和部位，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饮食。 

五、抵达赛区后 

（一）参赛队伍抵达报到地点后，除须按补充通知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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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关材料外，还须提交全体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领

队和随队人员，以及随队裁判员）的《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

体操锦标赛参赛个人健康承诺书》，并接受健康码核验。 

（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赛人员报到后，须集中接受

核酸检测，待确认检测报告结果为阴性后，方可出房间。参赛

队伍全体人员核酸检测均合格后，该队方获得参赛资格。 

六、赛事期间 

（一）赛事期间，组委会对参赛队伍实行封闭管理。除按

计划统一去场馆进行训练、比赛外，所有参赛人员不得离开酒

店和酒店内指定的活动区域。如确需外出，必须得到赛事组委

会疫情防控部门的批准。 

（二）启动健康情况报告制度，自报到之日起，每日参赛

队伍的领队和队医须对全队人员进行至少两次体温检测，并于

晚 20:00 前向赛事组委会疫情防控部门提交人员健康状况。一

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第一时间报告，并在防控部门指导下积极

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三）参赛队伍要服从赛会工作人员指引，严格遵守场馆

流线、区域、内场人数等要求，自觉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四）参加训练、比赛的参赛队在进入赛区训练和比赛场

地前，须按照赛会要求接受体温检测，体温合格后方可入场训

练、比赛。体温检测异常者将进行隔离。 

（五）训练、比赛期间，只有运动员、教练员和随队正式

官员（领队、队医等，以报名及证件为准）可以进入训练、比

赛场地，其他非必要人员不能进入训练、比赛场地。比赛时，

严格实行比赛内场控制制度，尽可能减少比赛场内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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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赛队伍应严格按照组委会要求参加相关会议，参

会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并与他人隔位就坐。 

（七）训练、比赛期间，运动员在训练、比赛时可摘除口

罩，非训练、比赛时，建议佩戴好口罩；其余参赛人员除比赛

时以外需全程配戴口罩，并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佩戴一次性手

套；参赛人员个人用品（水杯、毛巾等）不得交叉使用。 

（八）本次比赛不组织观众，空场进行；为减少训练场地

和比赛场地的人数，避免人员交叉，非本队训练时段不允许到

训练场地训练或观摩，非本队比赛时段不允许到比赛场地观摩

比赛。参赛队伍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比赛。 

（九）参赛队伍人员进入餐厅前需经体温测量合格、手部清洁

消毒方可入内，选餐时仍需配戴口罩，并保持一定距离依次有

序选取，回到指定区间用餐时隔位就座，就餐期间要避免面对

面就餐，尽量避免谈话交流并缩短就餐时间。用餐完毕后不要

在餐厅逗留。 

七、参赛队伍返程 

（一）提前做好路途防疫规划 

参赛队伍要提前了解自己省区市当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做好返程路径规划和途中的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 

（二）其余途中防护建议同于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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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参赛 

疫情防控承诺书 

 

致：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组委会 

 

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

参加 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现就疫情防控工作做

出如下承诺： 

一、本参赛队伍建立有内部疫情防控体系，明确疫情防控

应急措施和处置程序，切实落实责任到人。 

二、本参赛队伍疫情防控工作施行领队负责制。各队领队

和队医为参赛队伍疫情防控责任人，其中，领队为第一责任人，

将做好对队伍全体参赛人员（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

员，以及裁判员）的疫情防控教育管理、赛区疫情防控要求措

施落实、信息采集报送等工作任务。 

三、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将第一时间

报告，并在防控部门指导下积极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四、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将加强对疫情防控知识和要求的

宣传教育学习，引导所有参赛人员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严

肃性和重要性，并掌握基本的个人防护手段。 

五、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将严格遵守赛事组委会制定的各

项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并做好具体防护工作。 

六、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将积极主动维护和宣传赛事正面

形象，绝不通过媒体采访或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包括但不限于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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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等）发表、散播有关疫情防控的虚假消息或不当言

论。 

七、本参赛队伍/参赛人员承诺，本人及共同居住的家庭成

员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况，并对以下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

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隐瞒病史或接触史，引起影响公共安

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一）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二）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三）过去 14有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

区旅居史的人员密切接触； 

（四）过去 14天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 

（五）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六）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 

 

 

承诺人签字： 

 

 

领  队签字： 

 

 

承诺书签字日期： 

 

说明：每个参赛队（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员，以及随队裁判员）

/参赛人员须统一签署承诺书，分别于参赛报名（网络）和报到（现场）时

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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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参赛个人健康承诺书 
 

 
队伍名称：                               ； 

姓    名：               ；                       性  别：    ； 

身份证号：                               ； 

手机号码：                   ；（如无手机，可填写紧急联系人号码） 

本人参赛前 14 日是否有以下情况： 

1.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2.属于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3.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核酸检测。             □是   □否 

4.从常州市外中高风险地区来常州。                         □是   □否 

5.从境外（含港澳台）来常州。                             □是   □否 

6.与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史。   □是   □否 

7.与来自境外（含港澳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8.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至 7的情况。             □是   □否 

 

本人承诺：我将如实逐项填报健康承诺，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本人签名：            ；                 填写日期：            ； 

说明：每个参赛队（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员，以及随队裁判员）

/参赛人员须签署承诺书，于报到（现场）时进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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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参赛人员疫情防控指南 

 

为加强 2020 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针对性，有效预防

新冠肺炎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比赛顺利举

行，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特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代表队需指派专人负责队伍疫情防控工作，与赛区

保持紧密联系，配合赛区疫情防控，保障赛事安全、顺利进行。 

（二）各代表队与会人员名单一经确认不得变更，所有与会

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和参加聚餐活动，不得前往高、中风险地区

和疫情重点地区，不得接触近期入境人员和来自疫情重点地区

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等。 

（三）各代表队成员如有身体异常情况的（发热、干咳、乏

力、腹泻等），要及时报告所在单位和组委会。 

（四）对赛前代表队人员身体状况异常的、被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的，由赛

区防疫处置组和医疗救治组逐一进行专业评估，组委会依据专

业评估建议，在保障广大参赛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

综合研判其是否可以正常参加比赛。凡是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可能的，参赛人员不得参加比赛。 

（五）本次赛事空场进行，不设观众席，赛场实行证件管理，

各类人员佩戴证件、携带身份证出入场馆，比赛结束后各类人

员自觉离开赛场，未报名的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

进入场馆。 

（六）各代表队参赛人员进入赛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赛场

后可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其他工作人员全程佩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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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代表队所有人员乘坐车辆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八）各代表队所有人员进入酒店前，务必佩戴口罩。 

（九）各赛场和酒店在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和“苏康码”

核验点，对所有进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苏康码”核验，请

各代表队保持一米安全距离，有序排队等待检测和核验。如发

现体温异常或苏康码非绿码，请遵从赛区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

的引导处置。  

（十）各代表队人员进入比赛场地前宜用速干手消毒剂进

行手消毒或者洗手。 

（十一）食堂实行错峰就餐，就餐排队时与他人保持 1米距

离，应遵循分时、错峰、单向就餐的原则，避免扎堆就餐，餐

前餐后必须洗手，请各代表队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 

（十二）普通垃圾放入黑色塑料袋，用过的口罩需集中弃置

指定的垃圾桶统一处理，不可随意丢弃。 

（十三）对比赛期间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呼吸困难等异

常症状时，须立即向组委会和疫情防控工作组报告，并配合专

业人员做好隔离、治疗、调查等相关工作。 

 

 

 

         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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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参赛队伍接（送）站需求表 

（2020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参赛单位名称 
接（送）站                  

联系人 

接（送）站                    

联系人手机 

接(送)站需求

（请在对应需

求的空格中划

“√”） 

接（送）站抵离信息                                      

（请在对应需求的空格中具体填写） 
接（送）

站              

人数                 

(人) 

行李         

件数           

(个) 

备注 

接站 送站 

抵达车次/

航班的日期                     

及时间 

抵达车次/ 

航班及地点                                             

返程车次/

航班的日期                   

及时间 

返程车次/ 

航班及地点                                             

例 江苏舞鸣艺体队 王一 13800001234 √ √ 
10月28日         

14:55 

常州火车站                

G7571 

11月 4日         

16:00 

常州火车站                

G7018 
12 15  

例 江苏舞鸣艺体队 赵四 13800004321 √ √ 
10月28日         

14:55 

常州火车站                

G7571 

11月 8日         

16:00 

常州火车站                

G7018 
2 2 

随队裁

判 2 人 

             

             

请于 11月 20日前，与赛区组委会接待部确认（联系人：郭超，联系电话：13912319365），并将本表发送到电子邮箱：

277456359@qq.com） 

填报人：                                               填报人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