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新区”杯 2020 年全国快乐体操总决赛

暨“英士博”杯第二届全国快乐体操网络大赛

竞赛规程

一、组织架构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体操协会

（二）承办单位

英士博（上海）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三）支持单位

中国体操学院、各省市体操协会

（四）运营单位

英士博（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二、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竞赛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二）竞赛地点：网络。

三、参赛范围

幼儿园、小学、俱乐部、少年宫、培训机构及个人，满足 4至 13 岁的青少

年儿童均可报名参赛。

四、竞赛项目

（一）个人技能挑战赛

（二）器械比赛

（三）快乐自由体操

（四）亲子互动赛

五、日程安排

（一）正赛部分

12 月 1 日-12 月 13 日：参赛报名



12 月 1 日-12 月 13 日：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快乐自由体操

上传参赛视频

12 月 1 日-12 月 19 日：亲子互动赛上传参赛视频

12 月 14 日-12 月 16 日：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评分

12 月 17 日-12 月 18 日：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正赛成绩公布

12 月 20 日-12 月 26 日：亲子互动赛投票评选

（二）精英展示赛部分

12 月 19 日：线上直播开幕式

12 月 19 日-12 月 20 日：精英展示赛

1、个人技能挑战赛（直播展示、直播评分）

2、快乐自由体操（录播展示、直播评分）

12 月 20 日-12 月 26 日：各类投票评选

12 月 27 日：线上直播闭幕仪式及颁奖仪式

12 月 27 日-12 月 31 日：各类成绩、奖项公布，奖品发放

六、竞赛组别

（一）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

1、男子幼儿 A组：2013 年 9 月 1 日-2014 年 8 月 31 日；

2、女子幼儿 A组：2013 年 9 月 1 日-2014 年 8 月 31 日；

3、男子幼儿 B组：2014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8 月 31 日；

4、女子幼儿 B组：2014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8 月 31 日；

5、男子幼儿 C组：2015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

6、女子幼儿 C组：2015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

7、男子小学 A组：2007 年 9 月 1 日-2010 年 8 月 31 日；

8、女子小学 A组：2007 年 9 月 1 日-2010 年 8 月 31 日；

9、男子小学 B组：2010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10、女子小学 B组：2010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二）快乐自由体操、亲子互动赛

1、幼儿组：2013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8 月 31 日；

2、小学组：2007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



七、参赛资格

（一）参赛队必须符合竞赛规程资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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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别参加比赛。

八、竞赛办法

（一）个人技能挑战赛

1、正赛部分：

（1）个人赛：以个人身份报名参赛；

（2）在规定时间内报名、上传参赛视频；

（3）比赛动作详见“八、（一）、3、比赛动作”

2、精英展示赛部分：

（1）个人赛：以个人身份报名参赛；

（2）在正赛部分获得各组别前 5名的运动员方可参与；

（3）精英展示赛比赛时间为 12 月 19 日-12 月 20 日，具体的出场时间和

顺序将于 12 月 18 日前通知；

（4）比赛动作与正赛相同，详见“八、（一）、3、比赛动作”；

（5）参赛平台：由组委会另行安排、通知；

（6）参赛流程：由组委会工作人员统一指引参赛。

3、比赛动作

（1）幼儿 A 组（男子、女子）

序号 参赛动作 动作要点 运动能力表现

1 超人控

1、双臂夹紧耳朵

2、双腿并拢，脚尖绷直

3、3秒

背肌力量

2 跪平衡踢腿

1、背部拱起，肩膀与手臂

保持笔直

2、膝盖伸直，脚尖绷直

3、左右各三次

下肢力量，上肢力量

3 跪姿下腰

1、双手臂摆动至后脚腕处

2、头后仰

3、3秒

柔韧性，核心力量



4
前撑转后撑

1、背部拱起，肩膀与双手

臂保持垂直

2、身体保持笔直，腹部，

臀部用力

3、前撑 3秒，后撑 3秒

4、转体 180 度

上肢力量，

核心力量，

敏捷性

（2）幼儿 B组（男子、女子）

序号 参赛动作 动作要点 运动能力表现

1 前撑

1、两腿并拢，膝盖伸直

2、肩膀与手臂呈垂直状态

3、眼睛目视双手中间

4、3秒

上肢力量，核心力量

2 香蕉控

1、双臂夹紧耳朵，两腿并

拢伸直

2、目视脚尖方向

3、3秒

核心力量

3 举双腿

1、两腿并拢，膝盖伸直

2、脚尖绷直

3、3次

核心力量，下肢力量

4 跳转 180 度落地
1、跳起，双臂夹紧耳朵

2、两腿并拢

下肢力量，空间方向

感

（3）幼儿 C组（男子、女子）

序号 参赛动作 动作要点 运动能力表现

1 前撑

1、两腿并拢，膝盖伸直

2、肩膀与手臂呈垂直状态

3、眼睛目视双手中间

4、3秒

上肢力量，核心力量

2 向前虫爬 1、爬行时膝盖伸直 柔韧性，协调性

3 超人控

1、双臂夹紧耳朵，两腿并

拢伸直

2、目视双手

3、3秒

核心力量

4 团身跳落地

1、双手叉腰，两腿并拢

2、跳起时，身体保持笔直

3、落地时，安全落地姿势

4、两次团身跳

下肢力量，

协调性，

空间方向感



（4）小学 A组（男子、女子）

序号 参赛动作 动作要点 运动能力表现

1 后撑

1、肩膀与手臂垂直

2、臀部向上抬

3、3秒

核心控制力，

臀部力量

2 躺卧左右踢腿

1、核心收紧

2、单腿抬起时注意膝盖脚

尖绷直

3、左右腿各三次

大腿肌，

核心力量

3 燕式平衡

1、侧平举手臂伸直

2、后腿抬起时背部臀部保

持直线绷紧

3、抬起腿注意膝盖脚尖

4、3秒

平衡能力，

下肢力量，

核心力量

4 跳转 270 度落地

1、跳起在空中转体时注意

保持身体重心

2、落地注意缓冲

空间方向感，

下肢力量

（5）小学 B组（男子、女子）

序号 参赛动作 动作要点 运动能力表现

1 俯卧摆荡

1、双臂双腿伸直

2、背部，核心发力

3、三次

核心力量，

背部力量

2 金鸡独立

1、双手伸直夹紧耳朵

2、抬起腿大腿平行 90°脚

尖内测轻贴支撑腿

3、支撑腿伸直

4、3秒

平衡能力，

核心控制力

3 前撑转后撑转回前撑

1、前撑时身体保持笔直臀

部夹紧，肩膀顶起

2、转体时身体保持笔直，

控制好重心

3、前撑 3秒，后撑 3秒，

转回前撑 3秒

4、转体 180 度

上肢力量，

核心力量，

敏捷性

4 跳转 360 度落地

1、跳起在空中转体时注意

保持身体重心

2、落地注意缓冲

空间方向感，

下肢力量



4、评分规则

由组委会选调的专业评委，依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分，得分高者，排名列

前。具体规则：

（1）4.1-5.0 分（优秀）：完成动作比较轻松优美。

说明：有一定观赏性和表现力。

（2）3.1-4.0 分（良好）：完成动作比较顺利。

说明：能连续完成规定动作，只是动作质量不够高。

（3）2.1-3.0 分（合格）：能基本完成动作。

说明：在完成规定动作中，出现失误或掉下或摔倒等情况。

（4）1.1-2.0 分（须努力）：未完成动作。

（5）对与比赛动作内容要求不符的参赛视频不予评分。

（二）器械比赛

1、团体赛：以团体身份报名参赛；分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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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赛：以个人身份报名参赛；

3、在规定时间内报名、上传参赛视频；

4、比赛动作：本次比赛以 2016 年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

全国快乐体操等级锻炼标准二级和三级的内容（除自由体操外）作为比赛动

作，具体如下：

（1）二级动作：共五项，详细动作说明如下：

①蹦床：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预备跳 双手叉腰，垂直跳 3次。

2 前后分合跳

共 8拍：1拍：并腿向上跳起，两脚前、后落网→

2拍：向上跳起，双脚相并于中间→

3拍：并腿向上跳起，换脚前、后落网→

4拍：向上跳起，双脚相并于中间→（后四拍重复）

3 左右分合跳
共 8拍：单拍侧分腿落网一双拍并腿落网，连续跳 8

拍后站立结束。

注：2、3两个动作之间无过渡跳。



②爬行练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分腿蹲向前走

（鸭子步）

朝前进方向分腿蹲立开始：两手抱小腿外侧，两脚成

外八字向前行 3米。

2
分腿蹲向侧走

（企鹅步）

侧对前进方向分腿蹲立开始：前脚侧走一步，同时同

侧手在脚旁触地（也可不触地），后脚向前脚跟上一

步，同时该脚的同侧手在该脚外侧旁触地（也可不触

地），前行至 3米结束。

③滚动练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直体侧滚

（海豚滚）

直体仰卧开始（两臂伸直上举贴近地面）；向侧滚 2

圈；向另一侧滚 2圈结束。

④跑跳练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走
站立开始：沿直线自然走 5米（向后转）。（两臂可

以前、后自然摆动或叉腰）

2 并腿跳 站立开始；并腿向前跳 5米结束（双臂叉腰或自选）

注：并腿跳可以在直线上放置海绵块，也可以不放。

⑤半支撑练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倒手” 俯撑开始；左、右“倒手”各 5次。

注：“倒手”是指两手依次推-撑地面，身体重心随之向两侧来回移动。

（2）三级动作：共五项，详细动作说明如下：

①蹦床：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预备跳 自然带臂，垂直跳 3次。

2 前后分合跳

共八拍：1拍：并腿向上跳起，两脚前、后落网→

2拍：向上跳起，并腿落网→

3拍：并腿向上跳起，换脚前、后落网→

4拍：向上跳起，并腿落网→（后 4拍重复）

3 左右分合跳
共八拍：单拍两腿侧分落网，双拍并腿落网。连续 8拍

结束

4 直体跳转 共八拍:垂直跳 3次后，向左跳转 90°X4，站立结束。

注：2、3、4动作之间无空跳过渡。



②跑跳练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障碍跳
跳跃距离 5-10 米，摆放若干海绵块，每块间隔约 30-40

公分，并腿跳越每块海绵。

2 爬上与跳下 爬上（60 公分）高垫，挺身跳下，经半蹲成站立。

注：场地布置：障碍跳场地和 60 公分高垫在一条直线上。海绵块大小每块高约

20 公分左右、宽 5公分左右、长 10 公分左右。

③半支撑：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倒手” 并腿直体直臂俯撑开始：“倒手”支撑各 5次（要求：

有明显的单臂支撑过程）。

2 “倒手”

翻转

向左翻转 180°经仰撑→继续向左翻转 180°成俯撑→

向右翻转 180°经仰撑→继续向右翻转 180°成俯撑

（也可以先向右，然后向左翻转）。

注：“倒手”是指两手依次推-撑地面，身体重心随之向两侧来回移动。

④单杠：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悬垂位移
教练员抱上（或自己）握杠，（并腿，脚不能触地）从

单杠一端移到另一端下，站立结束。

⑤平衡木：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说明

1 上法
木端前地上站立；两脚依次踏上平衡木成站立，手臂姿

势自选。

2 向前走步 任意脚开始向前走 8步。手臂动作自选。

3 双脚转体 90°
纵木双脚前后站立开始；起踵转体 90°成横木站立。手

臂动作自选。

4 向侧走步

横木站立开始；一腿向侧稍抬起，随即脚落木重心移至

该腿，另一腿稍向侧抬起、随即并腿；再向侧重复以上

动作。（共四部）。手臂动作自选。

5 直体下 横木站立开始；向前直体跳下，落地经半蹲成站立。

5、评分办法

由组委会选调的专业评委，依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分，得分高者，排名列

前。具体规则：

（1）4.1-5.0 分（优秀）：完成动作比较轻松优美。



说明：有一定观赏性和表现力。

（2）3.1-4.0 分（良好）：完成动作比较顺利。

说明：能连续完成规定动作，只是动作质量不够高。

（3）2.1-3.0 分（合格）：能基本完成动作。

说明：在完成规定动作中，出现失误或掉下或摔倒等情况。

（4）1.1-2.0 分（须努力）：未完成动作。

（5）以上得分均为各级中每项动作得分（五个项目满分为 25 分）。

（6）对与比赛内容动作要求不符的参赛视频不予评分。

6、团体中每名运动员按照规程要求，完成每个小项。

7、每个组别的 4名运动员为一个团体，运动员每完成一个小项后均会有一

个评分，团体中 4名运动员每个小项的评分相加为该团体最终的器械比赛（团

体）成绩。

8、器械比赛（团体）成绩以总成绩的多少作为评定名次的依据，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如出现相同，则名次并列。

（三）快乐自由体操

1、由 8-16 人组成，性别不限。

2、每个单位报名队数不限。

3、比赛场地尺寸：不限。

4、比赛内容：

（1）参赛队伍将规定动作（见下表 1）用舞蹈动作、队形变化等形式串联

起来编入成套进行比赛。

（2）规定动作要求

① 幼儿组：分为 A、B两类动作，各选择 2个动作，共 4个动作编入成

套。

② 小学组：分为 A、B两类动作，各选择 3个动作，共 6个动作编入成

套。

（3）成套动作可以徒手，也可以使用轻器械。

（4）成套音乐自配，允许配有歌词，需符合年龄特点、节奏明快、旋律优

美，体现积极向上、时尚活力的精神风貌。音乐应与成套动作配合协调。



（5）比赛服装任选，需符合幼儿特点、美观得体、与成套内容搭配和谐。

（6）不设置比赛场地尺寸大小，但运动员在比赛时必须在镜头拍摄范围

内，否则视为出界犯规。

（7）比赛的播出顺序按视频提交由早到晚的顺序进行录播展示，直播评

分。

4、规定动作自编成套的要求

（1）成套时间：100 秒—120 秒。计时将从运动员开始成套第一个动作的

时候开始计时。当运动员结束最后一个姿势时候，计时中止。动作必须和音乐

一起结束。

（2）队形变化：不得少于 4 次。（开始动作与结束动作的队形不予计

算）

表 1：成套中规定动作的要求（共分 A、B 类）

序号 A类 序号 B类

1 前滚翻 6 肩背倒立

2
左右腿踢腿（前、后、侧）

各 2次
7 地上滚动动作

3 至少 2次以上连接的小跳 8 双足起踵走

4 身体波浪 9 跑跳步

5 碎步转体 360 度 10 俯撑爬

5、评分：比赛名次以成套动作最后得分的高低作为评定名次的依据，成绩

优者名次列前。最后得分计小数点后 2位。

（四）亲子互动赛

（1）队伍构成方式：1名青少年儿童、1名家长。

（2）比赛内容:每组各三组动作，需完成全部动作参与比赛。

①幼儿组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要点

1 左右交换腿跳 左右交换腿跳拍手，左右各拍手 5次。

2 前撑爬行
家长前撑转圈 1圈（双脚置于盒子），孩子在

家长前撑下反方向爬行。

3 仰卧抬腿
家长与孩子仰卧在盒子两侧，头朝盒子，同时

举腿，脚尖触碰盒子，完成 3次。



②小学组

序号 动作名称 动作要点

1 登山跑

家长和孩子分别站在盒子两边，双手放置于盒

子，家长与孩子同时做登山跨步动作，完成 5

次后（左右腿算 1次），拍手 2次（左右

手），继续完成剩余 5次登山跑。

2 运送盒子
家长和孩子并排团身，身体后仰，双脚离地姿

势（2人间隔 20 厘米），依次运送盒子 5次。

3 双人撑
家长前撑（双脚置于盒子），孩子手握家长脚

腕，双腿摆放在家长背部，坚持 5秒。

注：参赛动作中“盒子”可由其他类似物品代替。

（3）评选规则

由组委会选调的专业评委，对参赛视频进行审核。对与比赛内容动作要求

不符的参赛视频不参与投票评比。

（五）请参赛运动员于 12 月 1 日-12 月 13 日报名并将比赛视频上传至组

委会指定平台；组委会将在 12 月 16 日之前公布 12 月 19 日-20 日参与线上精

英展示赛名单、线上直播评分的队伍出场顺序，并在 12 月 18 日进行连线测

试；亲子互动赛于 12 月 1 日-12 月 19 日将亲子互动赛视频上传至组委会指定

平台，组委会于 12 月 27 日颁奖仪式中公示排名及奖项。

（六）拍摄要求：

1、时间要求：

（1）个人技能挑战赛录制时间 50 秒之内；

（2）器械比赛的视频录制时间为 120 秒之内；

（3）快乐自由体操的录制时间为 130 秒之内；

（4）亲子互动赛的视频录制时间为 60 秒之内。

2、拍摄要求：

（1）拍摄应尽量考虑室内，保证声音清晰无杂音，环境整洁，光线适中；

如场景需要在室外拍摄，请不要逆光拍摄；

（2）统一着装，动作清晰且从全身正面拍摄；

（3）统一横屏拍摄，推荐使用 MP4 格式，视频分辨率不低于 720p；

（4）参赛运动员的视频不包含植入广告；



（5）运动员可以在比赛服装上展示其赞助商标识，服装广告不得具有挑衅

性，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及社会道德规范，比如广告不得含有宣扬暴力、种

族、宗教、政治或性别主义的内容；

（6）上传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亲子互动赛比赛视频文件不允许进

行美化修饰编辑(需无任何平台水印、可以把几个动作连续一起做，拍摄成一个

视频文件，也可以拍摄单个动作后合并成一个视频)，可适当添加背景音乐；

（7）上传的快乐自由体操比赛视频文件，视频不允许剪辑、合并，必须使

用现场原声音乐。

（七）通过网络平台添加参赛小助手微信（kltc2020）可观看个人技能挑

战赛及器械比赛示范动作视频。

（八）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需穿着得体的运动服装比赛，服装不得出现暴

力、恐怖、违法、歧视等元素，如有违反则取消比赛资格。

（九）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不得佩戴项链、戒指、耳环等具有安全隐患的配

饰。

（十）精英展示赛比赛开始时，运动员未能在工作人员联络的固定时间内

连线到直播间的，则取消运动员参赛资格。

九、录取成绩和奖励

（一）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赛（个人）、器械赛（团体）（评选）

（1）正赛部分：各组别按比例评选出一等奖(30%)、二等奖(40%)和三等奖

(30%)，授予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体操协会的电子《获奖证

书》。

（2）精英展示赛部分：各组别前 5名，授予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和中国体操协会的电子《获奖证书》，颁发精英赛奖牌。

（二）快乐自由体操（评选）

各组别按比例评选出一等奖(30%)、二等奖(40%)和三等奖(30%)，参赛运动

员授予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体操协会的电子《获奖证书》，

参赛单位授予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体操协会的电子《获奖证

书》和牌匾。

（三）亲子互动赛（评选）



对于完成比赛的家庭授予电子《参赛证书》。

（四）最佳男、女运动员（评分）

在个人技能挑战赛各个组别中获得满分（5.0 分）、在器械比赛各个组别

中获得满分（25.0 分）的男、女运动员，授予“最佳运动员”称号，并颁发电

子《获奖证书》及奖牌。

（五）最佳人气奖（投票）

项目
组别

（不分男、女）

奖项

（前二十名/队）

奖项

（前五名/队）

个人技能挑战

赛

幼儿 A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幼儿 B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幼儿 C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小学 A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小学 B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器械个人赛

幼儿 A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幼儿 B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幼儿 C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小学 A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小学 B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快乐自由体操
幼儿组 电子《获奖证书》 牌匾

小学组 电子《获奖证书》 牌匾

亲子互动赛
幼儿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小学组 电子《获奖证书》 奖牌

（六）快乐自由体操最佳服装奖（投票）

在快乐自由体操赛最佳服装投票评选中获得最高票数的队伍，授予“最佳

服装奖”称号，并颁发电子《获奖证书》及奖杯。

（七）优秀赛区奖（评选）

组委会根据全国报名情况，评选出优秀赛区，并颁发牌匾。

（八）优秀组织奖（评选）

组委会根据各幼儿园、学校、培训机构等报名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

颁发牌匾。



（九）优秀教练员（申报、评选）

1、各幼儿园、学校、培训机构自行申报优秀教练员。

2、申报要求：

（1）报名单位人数达到 10 人及以上；

（2）参赛运动员中至少有三名运动员获得一等奖；

（3）填写申报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将扫描件发送到赛事小助手微信（申报

表向赛事小助手获取）

（4）授予“优秀教练员”称号，并颁发电子《获奖证书》。

3、申报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 12：00 前。

4、证书发放时间：赛事结束后 20 天内。

十、比赛视频上传平台

（一）正赛-个人技能挑战赛、器械比赛、快乐自由体操、亲子互动赛：

http://wct.inspiresports.com.cn/match/check

（二）精英展示赛-个人技能挑战赛、快乐自由体操线上实时评分平台：

由组委会另行安排、通知。

十一、裁判员选派

裁判由大会组委会选派，且裁判员等级须达到国家体操三级以上（含三

级）。

十二、组委会联系方式

参赛小助手微信号：kltc2020，可获取参赛相关资料、示范动作视频等信

息并可咨询相关赛事问题。

十三、参赛费用

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四、其它

（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本次比赛组委会。

http://wct.inspiresports.com.cn/match/check


附件 1：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自愿报名参加 2020 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总决

赛）暨第二届快乐体操网络大赛。

二、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愿意遵守比赛规则和防疫规定。

三、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

四、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充分了解本次线上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

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愿意承担赛事期间发生的意外风险责任。

六、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同意大赛组委会以正当方式将上传的参赛作品和

照片用于各项业务及项目宣传推广活动。

七、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不冒名顶替。

八、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报名参赛等于

同意按照上述所有要求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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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监护人）：

领队签名：

日 期：

参赛单位盖章：



附件 2：疫情防控指引书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体育赛事举办工作，制定本指引书。

一、总体要求

各参赛单位、参赛运动员及其监护人应选择达到防疫要求的场所进行赛前

训练和参赛视频拍摄。在赛前训练和参赛视频拍摄时必须遵循以下疫情防控指

引，包括但不限于人员防疫管理、场地防疫要求、场地防疫提示、突发应急处

理办法等，务必做好赛事期间的疫情防护工作。

二、人员防疫管理

1．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的动态调整，

密切关注中、高风险地区实时动态信息，对所有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境内

外）的赛事相关人员做好“入城口”、“落脚点”和“流动中”的相关管控，

按照规定实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2．按照参赛人员所在省市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要求，采用多种形式加强疫情

防控科普宣传，使赛事参与人员充分了解防疫知识，掌握防疫要点，增强防疫

意识，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3．严格落实训练及参赛录制人员信息登记，包括姓名、联系方式，核验

“健康码”，进行体温检测，如发现有发热（37.3℃以上）症状人员，应禁止

其参加训练或参与视频录制；训练或录制参赛视频期间加强巡查，做好对可疑

人员的发现、报告和处置。

4．确保训练场和视频录制场地内所有人员科学佩戴口罩，运动员训练、录

制视频期间，可不佩戴口罩。

5．保持良好通风状况，适当时刻应保持 1米以上安全距离。

三、场地防疫要求

1．赛事期间应为工作人员提供防疫用品，并要求参赛人员自备防疫用品。

防疫用品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液等。

2．在训练场地、参赛视频拍摄场地内，配置免洗手消毒液。

3．场地入口、参赛视频拍摄场地需设置测温区、缓冲区、留观区。

4．在相对独立且人流较少的区域设置隔离点，内部设单人隔离间，尽量配



备独立卫生间，实行封闭管理，确保通风，落实日常消毒，并设立警戒线。

5．加强训练、参赛视频拍摄场所自然通风和机械换气，按规定使用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确保足量新风量。

6．相关工作人员在处理运动员毛巾或衣物时，应佩戴手套，建议毛巾仅供

一次性使用。

7．做好参赛视频拍摄场所环境、工作人员手部、用品用具、比赛器材等清

洁消毒工作；公共区域，在训练、参赛视频拍摄期间按 1 次/3 小时频率进行消

毒，若区域人员密度增多，需提高消毒频率至 1次/1 小时，加强卫生监测。

8．正确掌握消毒方法，科学合理使用消毒剂，避免因过度消毒致器材受

损，影响训练、视频拍摄正常进行。

9．场所内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增设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并及时清运。

四、场地防疫提示

1．训练场所、参赛视频拍摄场所、工作人员区等应设置个人防护提醒标

识。

2．利用训练场所、参赛视频拍摄场所进行宣传防疫知识。

3．在场所内公示疫情防控责任人、属地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和疾控机构的联

系方式。

五、突发应急处置

1．建立赛事防疫应急预案，适时开展演练和评估。

2．参赛人员训练、参赛视频拍摄期间出现疑似症状，或场所内发现疑似病

例，应立即启动赛事应急预案，协助疾控机构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

3．建立熔断机制，确保遇到突发疫情风险时，能够立刻中止相关活动，由

相关负责人下达取消及疏散指令，开放所有疏散口，引导相关人员有序离场。

4．如疑似病例被确诊，需全力配合将相关人员转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同时

协助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排查及医学观察。在医疗机构下

达指令前，所有在场人员除必要的工作外，须暂停其他活动，并向所在地疾控

机构报告相关信息。

六、参赛单位、参赛选手及其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上述防疫要

求，报名参赛等于同意按照上述所有要求执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



承担新冠防疫责任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