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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一期）第二阶段

选拔赛（正定赛区）组织委员会

主 任： 秦志戬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

副 主 任： 何 潇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秘书长

董克清 河北省乒羽中心主任

王 涛 正定县副县长

执行副主任：赵 霞 中国乒协青少部部长

林长书 河北省乒羽中心竞训科长

樊志玉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主任

委 员： 谭 赛 中国乒乓球协会青少部

郭 嘉 河北省乒乓球队领队

张树杉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副主任

郭宝忠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办公室主任

贺贞贞 竞赛裁判长



办事机构
竞赛组

组 长：贺贞贞

工作人员：副裁判长 裁判员

综合保障组

组 长：郭宝忠

工作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

食宿接待组

组 长：齐永惠 郝自旺

工作人员：张 红 张 燕 陈 县

后勤、安全保障组组

组 长：葛胜强

工作人员：王 龙 郝 焱 后勤工作人员

场地保障组

组 长：宋玉德

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

医 务 组：曹艳蕊 翟园园

备 注：医务室在综合楼一楼



仲裁委员会

谭赛 尹肖 贺贞贞

裁判员名单

裁判长：贺贞贞

副裁判长：刘慧宇 孙大勇

裁判长助理：牛爱民

裁判员：孙丽华 董志兵 刘文婷 王 迪 王海燕

申秋云 刘素彬 郭保霞 田丽霞 徐晓岚

李会芬 封素花 张 燕 杜彦平 孟祥平

王 伟 王金发 甄素玲 李志军 王蔚敏

李献军 吴喜成 赵淑艳 张金兰 王灵艳

周利明 李笑波 左素霞 邸淑敏 刘 凯

樊军荣 项筱建



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

选拔赛（第二阶段）竞赛规程

一、 比赛时间和地点：

国青男子 13-14 岁组：11 月 13-15 日，曹乒校

国青男子 11-12 岁组： 11 月 20-22 日，曹乒校

国青女子 13-14 岁组：11 月 13 日-15 日，正定

国青女子 11-12 岁组：11 月 20-22 日，正定

国少男子 7-8 岁组：11 月 20-22 日，黄石

国少男子 9-10 岁组：12 月 4 日-6 日，黄石

国少女子 7-8 岁组：12 月 4-6 日，厦门

国少女子 9-10 岁组：11 月 27-29 日，厦门

二、 比赛项目

男、女单打

三、年龄组别

13-14 岁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11-12 岁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9-10 岁组（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7-8 岁组（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四、参加资格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乒协按照规定名额选拔出的

运动员。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优秀运动队按照规定名额推

荐的运动员。

（三）第二阶段选拔赛各承办单位可推荐不超过 2 名运动

员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分为

16 个小组（若报名人数不足，则根据报名人数调整组数），每

场 5 局 3 胜制，小组前 4 名出线。

（二）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每场比赛 7 局 4 胜制，决出前

16 名止。

（三）国青组比赛参照 2019 年全国少年锦标赛、2019 年

全国少年比赛（南、北方赛区）、2019 年二青会（体校乙组）、

2019 年全国青少年训练营等赛事确定种子；国少组比赛将依

据第一阶段各赛区的选拔赛名次进行分组。

（四）运动员的年龄审核以本人身份证和学籍卡为准。

（五）获得各组别男、女单打前 16 名的运动员获得入

选第一期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的资格。

（六）比赛将进行球拍检测。

（七）比赛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2016）。

（八）比赛用球为白色三星塑料球。

六、报名和报到



参赛选手可在“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服务中心”微信

公众号提交报名，并按照各赛区补充通知要求报到。

七、防疫要求

（一）所有抵达赛区的人员均需携带 7 日内核酸检测

的合格报告。

（二）所有参赛人员抵达赛区后，必须按照组委会安排接

受 1 次核酸检测，以规避旅途感染风险。在获得核酸检测结果

前，所有人员必须留在房间不得外出，检测合格后方可正常活

动。

（三）除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赛区工作人

员，其他人一律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可到指定区域观赛。

（四）所有人员进入比赛馆时需检测体温（低于 37.3

度）后方可进入。

（五）比赛期间如有人员未达到防疫标准或未遵守防

疫要求，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八、裁判员

比赛的裁判长由中国乒乓球协会选派，裁判员由承办

单位商调。

九、经费

（一）每名参赛人员须缴纳竞赛服务费 200 元。

（二）参赛人员交通、食宿费、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十、其它事项

（一）为保证参赛人的健康与安全，参加国少集训队



选拔赛的运动员需有 1 名监护人或由监护人委托的成年人

陪同参赛，具体要求参照补充通知。

（二）参加本次赛事的所有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

竞赛,请各参赛人员自行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

十一、国青、国少集训队教练员参加大会调研工作。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属中国乒乓球协会。



国青国少集训队（第一期）第二阶段选拔赛

（国青女子组）

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

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第二阶段

的选拔赛即将举行，其中，国青队女子组比赛将在河北正定乒

乓球训练基地举行。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报名

请各确认参赛的人员（运动员、教练员、陪同人员）按照

中国乒协官网和中国乒协会员服务公众号发布的报名要求进

行报名。

赛区联系电话：13933034086

联 系 人：张琳娜

二、报到

(一)中国乒乓球协会选派的竞赛工作人员、裁判长、副裁

判长于赛前 2 日报到。

（二）参赛人员请于以下时间报到。

1. 报到时间：

（1）国青队（女子）13-14 岁组：11 月 11 日 18:00 前报

到（可于 11 月 12 日进行训练）；



（2）国青队（女子）11-12 岁组：11 月 18 日 18:00 前报

到（可于 11 月 19 日进行训练）。

2.报到地点：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兴荣路 63 号

接待组联系人：齐永惠

联系电话：13472180668

3.未在赛区进行核酸检测将不允许参赛。

（三）所有驻会人员报到时需持赴赛区前 7 日内的核酸检

测合格证明。

（四）所有参赛运动员报到时需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籍卡。

四、收费

（一）所有参赛人员需每人每天向大会交纳食宿费 300

元，竞赛服务费 200 元，核酸检测费用 85 元（正定基地代收）。

（二）交款方式：

1. 银行汇款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 正定支行

银行账号：0402020909249010195

账户名：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汇款联系人：边红领

联系电话：13831176249（微信同号）

2. 现场交费

五、联席会议



各赛区将在开赛前一天的下午 16:00 召开组委会及裁判

长、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并进行现场抽签，请参赛教练或运

动员准时出席。

地点：基地公寓楼 2 楼第一会议室

六、防疫要求

（一）关于疫情防控：所有参赛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必

须在前往赛区前进行核酸检测，并持 7 天有效期内的核酸检测

证明到赛区报到。

（二）到赛区后组委会将再次安排进行核酸检测，未出核

酸检测结果前，不得出酒店房间，酒店将送餐至各房间。

（三）检测费用自理。所有参赛运动员及领队、教练进入

比赛场馆必须带口罩。

（四）根据防疫要求，无证件人员不得进入基地。

七、参赛人员需自行购买比赛期间人身意外保险。

正定赛区组委会

2020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 3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

选拔赛（第二阶段）参赛队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切实保障所有参赛人员的身体健康，保证 2020 年国家

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选拔赛（第二阶段）

顺利进行，现结合赛事承办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以及国际乒

乓球联合会防疫指南等文件，特制定本方案。

一、参赛队员抵达赛区前疫情防控要求

（一）参赛人员要求

本赛区对所有的参赛人员（包含参赛运动员、教练员以及

各类工作人员等）进行风险评估，并进行管理。

1.本次参赛人员须符合赛事举办地健康码“绿码”且体温

正常、无相关症状（干咳、乏力、咽痛、腹泻）的要求。全体

参赛人员在赴赛区前 7 日内均需参加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合格

方可前往赛区。到达赛区后，须提供出发地报到前 7 日内（含

报到日）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未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

将不予办理报到手续。

2.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抵达参赛前 14 天有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的人员、参赛前 14 天有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史者，健康

码异常者，需提前集中隔离 14 天。



3.加强近期境外及中高风险人员的摸排管控工作，省外低

风险地区的人员，须持有举办地健康码“绿码”；近 14 天内有

境外旅居史的人员须集中医学观察满 14 天，核酸检测两次阴

性，“健康码”绿码者方可参加比赛及相关服务工作。

（二）其他要求

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

切接触者、病例处于出院后的隔离医学观察期、无症状感染者

处于解除隔离治疗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的医学观察随访期、

入境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等情况的人员，不得参加比赛及相

关服务工作。

二、参赛队员抵达赛区后、比赛前防控措施

1.接站防疫。参赛人员在赛事接站车辆上，请全程佩戴口罩。

2.核酸检测。参赛人员需在指定时间抵达赛区指定酒店，

所有人员必须在酒店接受一次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前，所有人员必须留在自己的房间内，涉及餐饮时间，赛区将实

行送餐制。检测合格后，方可获得参赛资格。组委会在酒店派驻

组织人员，协助医务人员对所有参赛人员采样；卫健系统负责样

本采集，并及时送检，核酸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组委会派驻酒店

的组织人员，由组委会组织人员告知参赛人员检测结果。

3.参赛队在赛区指定酒店住宿时，尽可能安排同一代表队

人员在同一楼层住宿，与其他参赛人员相对隔离。使用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时，应当保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转正常。应关闭



回风，使用全新风运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通风每次

20～30 分钟。参赛人员在酒店内活动（包括就餐、乘坐电梯、

楼梯等）时，应尽量避免与本队之外其他人员发生近距离接触。

建议乘坐专用电梯，乘坐电梯时佩戴口罩，与同乘者尽量保持

距离。按电梯按键时，可以用面巾纸或消毒纸巾隔开，避免用

手直接触碰，触碰后也要及时洗手。

4.有效开展应急处置。发现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时第一时

间佩戴口罩，安置在临时隔离室，安排医疗卫生保障人员进行

初步排查，根据排查情况按规定进行处置。如为疑似病例或确

诊病例时，应与 120 急救中心提前沟通，及时转送至医院发热

门诊作进一步排查或诊治。人民医院落实绿色通道，制定接诊、

检测、救治应对措施，以保证在发生其他意外情况时有序开展

医疗救治。

5.参赛人员在进入赛区体育场馆训练前，由场馆各入口安

排的专门工作人员，进行证件查验、体温测量和健康码查验，

对体温高于 37.3 度或健康码异常者劝退，如发现有进一步异

常身体症状者，应及时报告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体温合格

后方可入场训练。

6.运动员与工作人员应自备个人用品（毛巾、水壶等）个

人用品不要交叉使用。

7.训练开始前，赛区应对训练器材、设施和功能用房进行

彻底消毒，并做到一训一消毒。



8.训练期间，原则上只有队员、教练员可以参加训练，未

经过核酸检测的其他非必要人员不能进入训练场地。

三、比赛期间的防控措施

（一）驻地与场馆往返交通

1.往返全程必须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肢体接触公共物品，

触摸包括车门或座椅等公共物件后应及时进行手部消毒。

2.参赛队可乘坐赛事往返专用车辆往返驻地和场馆，或

步行往返场馆与酒店，所有人员禁止进入酒店和场馆之间以外

的其它区域。

3.上车前应测量体温，低于 37.3 度方可上车。

（二）场馆休息室、更衣室和公共卫生间内

1.训练和比赛前后，队员尽量在各自房间内完成更衣，

减少使用场馆内公共更衣室的次数。

2.训练和比赛后，队员返回各自房间淋浴。

3.个人消毒卫生物品使用后及时丢弃至带盖垃圾桶。

4.在休息室饮用瓶装水，要注意自行标记，避免错拿错

饮，建议携带个人专用水杯。

5.出入更衣室等公共场所时，触碰门把手等公共物件后

要立即进行手部消毒。

6.出入休息室、更衣室等公共场所应全程佩戴口罩。

（三）赛前检录和球拍检测

1.尽可能使用个人物品检录，使用公共物品后应及时进



行手部消毒。

2.球拍检测时佩戴口罩，与检测人员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3.抽签时，运动员和裁判员应佩戴口罩并保持 1 米以上

距离。

（四）场馆内

1.专用车辆到达场馆后，参赛人员按照指定入口和路线

进入场馆，直接进入运动员休息室、热身场地或检录处等区域，

不得随意更改路线进入其他区域，更不能随意与其他未进行封

闭管理的人员交谈接触。

2.根据赛程表进入场地进行热身。

3.离开场地时应首先洗手消毒，鼓励在场间休息时勤洗手。

4.非比赛状态与裁判或场外工作人员交谈时必须佩戴口

罩，并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5.场上以互相轻碰球拍等非肢体接触的礼仪替代握手等

肢体接触的礼仪。

6.裁判员挑边时，双方球员应在两旁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7.球员须携带个人独立使用的瓶装饮料、食品和擦汗毛

巾。赛事期间，每局比赛交换场地时裁判员首先对毛巾架进行

酒精消毒，每场比赛结束后，再次对毛巾架进行消毒。

8.球员和裁判员的双手尽量不触碰或擦拭球桌、地面和

鞋底。擦拭球桌时应使用专用毛巾，每天赛事结束后对球桌和

专用毛巾进行消毒。



9. 建议热身和比赛时不采用多球系统，球员不得向球呼气。

10. 由专门工作人员摆放和移动球台、挡板和裁判桌椅。

工作人员在触碰器材之前和之后必须手部消毒，在执行工作时

应戴好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四、日常生活封闭管理

所有参赛人员均在驻地实行封闭管理，正常情况下，参

赛人员只能在驻地宾馆和比赛场馆两地进行往返。

五、紧急外出

（一）须提前与组委会指定负责人联系，乘坐专用车辆

往返。

（二）出发前测量体温，向指定负责人汇报记录。

（三）自离开场馆或房间后，全程佩戴口罩。

（四）尽量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外出场所，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五）触摸公共设施后及时进行手部消毒，避免触碰眼

部、鼻部和口部。

（六）乘车返回时再次测量体温，低于 37.3 度时方可进

入驻地；高于 37.3 度时应立即汇报，由医务人员复核并检查

身体状况，若仍未合格应启动应急预案。

六、针对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应急预案

（一）须由在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士将患者带至隔离室，进

行初步处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送当地发热门诊处理。



（二）所有人员在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佩戴口

罩，离开场馆。

（三）场馆、发热患者使用过的交通工具以及接触过的

其它物品，在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全面消毒。

（四）立即关停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活动区域对应的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在属地疾控部门的指导下，立即对上述区域内

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强制消毒、清洗，经卫生学检验、评

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七、针对出现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应急预案

（一）检测呈阳性者须立即接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调

查 处置。

（二）所有与核酸检测阳性者有过密切接触者，必须接

受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三）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将根据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专

业评估意见，决定是否扩大隔离范围或暂停整体训练或比赛。

（四）对确诊者停留过的场所进行全方位消毒，尤其是

病例居住的楼层、餐厅、使用过的电梯、训练馆等公共场所。



附件 4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

选拔赛（第二阶段）裁判员、工作人员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赛区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均适用于本章内容。

二、赛区须对参与比赛工作的上述所有工作人员，建立健

康档案。不同的工作人员群体，须明确疫情防控责任人，负责

与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进行沟通。

(一)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应保证在比赛期间每天进行两次

体温检测，不得超过 37.3℃，体温合格者方可上岗工作。

(二)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如需乘坐飞机、火车等长途交通

工具前往、离开赛区，旅行途中须佩戴口罩，应尽可能避免与

其他人员近距离接触。同时，应妥善保管个人购票信息。

(三)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赛区疫情防控相关

制度，统一住宿，统一就餐，统一乘坐交通工具，严禁擅自离

开酒店。如有特殊情况，须提前向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申请，

并遵守相关防疫措施和检查程序。

(四)上述比赛工作人员，除裁判员在比赛开始前至比赛结

束期间在比赛、训练场馆内均须佩戴口罩。裁判员在完成比赛

执裁任务时不用佩戴口罩，其他场合须佩戴口罩。



(五)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在赛区酒店就餐时，如条件允许，

应采用自助餐方式，尽可能分散就餐。

(六)上述比赛工作人员，日常应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

洗手，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场所可能被高频触摸的物体和部位，

注意室内通风。

(七)上述人员在赛区往返比赛场地、酒店时，必须统一乘

坐由赛区提供的车辆，并禁止其他人员搭乘。

三、裁判员、其他各类工作人员（本地参赛人员除外）在

比赛正式开始前，均须接受所在地核酸检测，到达赛区后须第

二次进行核酸检测，两次的检测合格方可参与竞赛工作。

(一)裁判员（含技术代表、技术官员等）

1.所有裁判员在接到参赛通知后，须在报到前 7 日内（含

报到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在不晚于报到前拿到检测结果，

检测显示合格，方可在赛区入住。

2.所有裁判员抵达赛区后，必须按照组委会安排接受一次

核酸检测，以规避旅途感染风险。在获得核酸检测结果前，所有

裁判员必须留在房间不得外出。检测合格方可参与竞赛工作。

3.赛区如果在比赛期间出现一例裁判员核酸检测呈阳性

者，竞赛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将根据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专业评估

意见，决定是否继续本赛区比赛。

(二)其他各类非本地工作人员在开赛前抵达赛区后，必须

按照组委会安排接受一次核酸检测，检测合格方可参与竞赛工



作。赛区如果在比赛期间出现一例任何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呈阳

性者，竞赛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将根据当地卫生防疫部门专业评

估意见，决定是否继续本赛区比赛。

四、比赛期间

(一)所有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须严格按照赛区规定，在

规定区域活动，尽量减少与其他区域人员近距离接触。

(二)所有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须进行两次体温测试。从

进入赛场到离开赛场期间，所有工作人员均须佩戴口罩。

(三)记录台工作人员因工作环境所限，可按照原有间距在

记录台就座，但必须佩戴口罩。

(四)赛后电视台记者采访、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时，媒体

记者均须佩戴口罩，并与运动员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教练员、

运动员也须佩戴口罩，参加发布会的教练员、运动员、记者均

须分散就座。

(五)赛会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协调，派出专业防疫人员在

比赛期间常驻赛场。

五、其它防控工作要求，参照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

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选拔赛（第二阶段）参赛队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要求执行。



附件 5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

选拔赛（第二阶段）疫情防控管理方案

一、制定目的

按照《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

一期）选拔赛（第二阶段）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要求，确保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选拔

赛（第二阶段）疫情防控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保护参赛运动队、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健康和安全。

二、适用对象

此方案适用于参加 2020 年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

集训队（第一期）选拔赛（第二阶段）的运动队全体成员，包

括但不限于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等，即所有参赛人员。

三、管理要求

（一）住宿、就餐的疫情防控规定

1.参赛人员须在赛区指定酒店住宿、饮食，尽量避免近距

离接触与比赛无关人员。

2.运动队在赛区住宿期间，实行封闭管理。除了按计划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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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到运动队和赛区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的批准。

3.比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须按照赛区安排，接受核酸检测。

4.球队参赛人员在赛区指定酒店就餐时，应按照赛区安排

在专用区域就坐。

5.参赛人员在酒店内活动（包括就餐、乘坐电梯等）时，

应尽量避免与本队之外其他人员发生近距离接触。

6.参赛人员须乘坐专用电梯，全程佩戴口罩，与同乘者尽

量保持距离。

（二）乘坐交通工具的疫情防控规定

1.所有参赛人员在抵达、离开赛区城市时，必须统一乘坐

赛区组委会提供的、经过消毒的车辆。如确有乘坐市内交通工

具必要，在得到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批准后，必须佩戴口

罩，并记录自己的乘坐时间、出租车车牌号等信息。

2.比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必须统一乘坐赛区组委会提供

的、经过消毒的车辆往返体育馆训练、比赛或步行往返，并禁

止与比赛无关的其他人员搭乘，禁止进入酒店和场馆之间以外

的其他区域。上车前必须测量体温，合格者才能上车。如有体

温超过 37.3 度者，运动队须第一时间报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并按照疫情防控部门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三）比赛、训练的疫情防控规定



1.运动队须每天对参赛人员进行至少两次体温检测，队医

或负责人每天两次（上午 10 点前、晚上 23 点 30 前）向赛区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运动队所有人员健康状况。

2.参赛人员须由专门出入口进入场馆。体温检测后，低于

37.3 度者可以进入场馆，随后沿专门通道进入球队休息室、

场馆内场。比赛结束后，参赛人员须沿专门通道、专门出入口

离开场馆、登上班车返回酒店。

3.比赛期间，如参赛人员出现感冒、发热、咳嗽等状况，

尤其是体温超过 37.3 度者，运动队负责人应在做好防护措施

的前提下隔离出现症状人员，并将情况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以备采取进一步相关措施。

4.所有参赛人员须在比赛、训练场馆的活动，尽量减少与

非本队人员近距离接触机会。

5.比赛期间，如参赛人员出现其它伤病需要赴医院就医，

运动队负责人须第一时间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送医

过程中，须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四、处罚规定

对违反上述管理规定的运动队和参赛人员，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罚：

（1）警告

（2）通报批评



（3）停赛 1 场或数场

（4）取消参加参赛资格

如果参赛运动员违反上述管理规定，对 2020 年国家乒乓

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选拔赛（第二阶段）疫

情防控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根据情节轻重，将运

动员从国家队开除或者做出不得入选各级国家队的决定。

五、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解

释和修改。



日期 时间 项目轮次 球台

14:30

16:00

08:30 第一阶段7人组第1轮 16

09:00 第一阶段6人组第1轮/7人组第1轮 16

09:30 第一阶段6人组第1轮 16

10:00 第一阶段7人组第2轮 16

10:30 第一阶段7人组第2轮 2

14:00 第一阶段6人组第2轮 16

14:30 第一阶段6人组第2轮/7人组第3轮 16

15:00 第一阶段7人组第3轮 16

15:30 第一阶段6人组第3轮 16

16:00 第一阶段6人组第3轮/7人组第4轮 16

16:30 第一阶段7人组第4轮 16

08:30 第一阶段7人组第5轮 16

09:00 第一阶段6人组第4轮/7人组第5轮 16

09:30 第一阶段6人组第4轮 16

10:00 第一阶段7人组第6轮 16

10:30 第一阶段7人组第6轮 2

14:00 第一阶段6人组第5轮 16

14:30 第一阶段6人组第5轮/7人组第7轮 16

15:00 第一阶段7人组第7轮 16

15:30

09:00 第二阶段第1轮 16

09:45 第二阶段第1轮 16

10:30 第二阶段第2轮 8

10:40 第二阶段第2轮 8

14:00

休息

15日

离会

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和少儿集训队（第一期）

13-14组女子选拔赛（第二阶段）竞赛日程

休息

休息

第二阶段抽签

14日

13日

12日
全体裁判员会议

组委会、领队、教练、裁判长联席会议



国青女子（13-14 岁组）参赛队

安徽

教练员：李元龙 许耀华

运动员：赵婧雯 王旭彤 阮钰珊

北京

教练员：杨凯 马钰 李珊珊 王楠

运动员：张钰婷 刘馨聪 刘昕冉 姜轩 覃予萱

福建

教练员：陈曦

运动员：曾梓淇 李佳佳 林妍希 姚梓旋

甘肃

教练员：朱金龙

运动员：朱小丹

广东

教练员：凌伟超 黄信德 陈建科 张浦政 周骏

运动员：林子清 王海馨 梁美娟 陈梓颖 纵歌曼

广西

教练员：彭博

运动员：卢佳

海南

教练员：郑少奇



运动员：张妍夷

河北

教练员：张珂 李振山 杨广弟

运动员：李姝妍 李函叙 郧馨瑶 王麒渝 朱梓予

河南

教练员：刘纯 马彬 高蕾

运动员：林雨涵 刘奕辰 程方铭 谭夏鑫 李琰洁

黑龙江

教练员：齐皓 鞠树伟 吕宏 陈诚

运动员：张紫宸 石闫欣慧 谢雨萱 李思语 安誉

湖北

教练员：张磊 骆寿彭

运动员：张宜娴 杨好 戈宇纯 黄婧雯 黄婧雅

湖南

教练员：宋鸿雁

运动员：乔涵馨彤 丛喧 李津 何沛霖

吉林

教练员：张宏岩

运动员：朱师霆

江苏

教练员： 曹育农 杨雅静 熊璟琦

运动员：马恒妤 谢雨彤 白思文 杨小萌 杨雨菲



江西

教练员：王豪志 戴海霞

运动员：叶宝伊 颜鸿艺 叶宝爱 傅学瑾

辽宁

教练员：赵龙 王晨阳 万亮 韩阳

运动员：杨钧涵 许龄心 米湘 万思妤 万思妘

内蒙古

教练员：王林堃 王 珂

运动员：徐悦涵 原若曦 张宝月 柳畅

宁夏

教练员：吴东平

运动员：郭玫妤

青海

教练员：陈欣

运动员：李楚菲

山东

教练员：王文利 郑顺

运动员：李思萱 刘梦凡 王昕奕 李芯毅 刘凤智

山西

教练员：杨飞飞

运动员：王梦露 张路其 王菲 刘妮阁 许宜凌

陕西



教练员：李卓阳

运动员：王一朵

上海

教练员：陈诚 樊天健 贾烽 王苹珠

运动员：张静蕾 陈诗瑶 严佳慧 陈仕洁 季昕凌

四川

教练员：陈俊吉 刘蓉 聂维 于文奇

运动员：刘家欣 高雨欣 向俊霖 王曦晞

天津

教练员：王瑞

运动员：周倩婷 张文馨 夏雨萱 苏馨 刘亚兰

云南

教练员：徐佐嘉荣

运动员：王怡宁

浙江

教练员：陈诚 孔维 王好为

运动员：丁诗奕 周杭 王宽蓉 吕翊睿

重庆

教练员：陈勇

运动员：田旻一 孟昱竹 李金雅唯 万漫君

贵州

教练员：李兵



运动员：李紫瑜

曹燕华乒乓球学校

教练员：笪蓉蓉

运动员：易爱川

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教练员：张紫巍

运动员：苗景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