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体训〔2021〕11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单项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广旅体局、旅体中心，龙港市社会事业

局，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局，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各有

关单位：

现将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单项竞赛规程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选拔，做好备战参赛工作，争取在

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附件：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单项规程

温州市体育局

2021 年 4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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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平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乐清市、瑞安市、龙港市、

永嘉县、平阳县、泰顺县、苍南县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5 月 27-30 日。比赛地点: 平阳育英武术学

校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6kg、60kg、65kg、70kg、75kg、75+kg

男子乙组：48kg、52kg、56kg、60kg、65kg、70kg、75kg

女子甲组：52kg、56kg、60kg

女子乙组：48kg、52kg、56kg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19人

（男子甲组 6 人、男子乙组 7 人，女子甲组 3人、女子乙组 3 人）。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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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武术散手竞赛规则。

（二）竞赛采用单败淘汰制，如某级别只有 3 人时，则进行单循

环制。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自备红、蓝两种颜色内衣，如不符要求者，

不得上场比赛。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2.5、

2.5、2.5、2.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并列。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脑电图、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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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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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短式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龙港市社会事业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经开区、永嘉县、乐清市、瑞安市、

龙港市、平阳县、苍南县，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网球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6月 4-7 日。比赛地点：龙港市体育中心。

七、竞赛项目

甲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乙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1 配备，各组别可报男、女运

动员各 5 名。

(二)各组年龄规定

甲组：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乙组：2015 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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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

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根据最新竞赛规则，采用 11 分三盘两胜制(即先胜

11 分且净胜分为 2分以上该胜局，当双方比分 10∶10 时，一方连续

胜 2 分为该局胜；比分 14 平时，一方先胜 1 分即为胜方)，采用 30

拍制，比赛赛制视报名情况另定。

（二）不设种子，各单位在报名时应按运动员技术水平高低排列

顺序，以便进行抽签编排。

（三）团体赛由两个单打和一个双打组成。出场顺序为：第一单

打、第二单打和双打。每个团体至少要有三人参加，两个单打必须由

两名队员出场参赛，并只允许两名单打参赛者的其中一名兼任双打。

（四）每次团体赛运动员出场顺序采取任意排名的方法，按规定

填写赛会统一的出场顺序表一式两份，由领队或教练员签字后，于赛

前十五分钟将该表递交赛会指定人员，经审查合格后将其中一份同时

交予对方。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一律不准更改。

（五）决定名次的办法：

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名次，胜次多者名次列前。如

两队获胜次数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三队

(对、人)或三队(对、人)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净胜盘数决定；仍

相等则按净胜局数决定；还相等，则按净胜分数决定；上述办法仍不

能排出名次，采取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六）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大会通知上场 15分钟内不到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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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弃赛。因伤、病不能参赛，需由大会医生证明，并经裁判长批准。

如病好上场比赛，也需大会医生证明，裁判长批准，否则取消成绩。

（七）同队运动员上场比赛必须穿着同样服装。

（八）比赛用球：另定。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团体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

各项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加队(人)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根据累积分之和，排列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若积分相等，以金牌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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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和主要裁判员由市体育局选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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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乐清市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6月 3-6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61kg、67kg、73kg、73+kg

男子乙组：45kg、49kg、55kg、61kg、67kg、73kg、81kg、81+kg

男子丙组：41kg、45kg、49kg、55kg、55+kg

女子甲组：55kg、59kg、64kg、64+kg

女子乙组：45kg、49kg、55kg、59kg、64kg、64+kg

女子丙组：40kg、45kg、49kg、55kg、55+kg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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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甲组 4 人、男子乙组 8人、男子丙组 5人，女子甲组 4人、女

子乙组 6 人、女子丙组 5人）。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举重协会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二）各组各级别运动员均进行抓举、挺举二项比赛，设总成绩

名次。

（三）运动员上场必须穿举重服比赛。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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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

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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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幼儿基本体操、广播操比

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体操类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6月 8-11 日。

比赛地点：温州体校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

七、竞赛项目：

幼儿基本体操：基本体操（规定动作）、蹦床（规定动作）

广播操：徒手操（自选动作）、器械操（自选动作）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1 配备，幼儿基本体操、蹦床

各项运动员可报 12 人其中男 6 人，女 6人(各含 1 名替补队员)。广

播操运动员可报 18 人其中男 9 人，女 9 人(各含 1 名替补队员)，男

运动员不得少于 6 名。

（二）年龄规定：6岁学龄前儿童。

（三）运动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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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一）幼儿基本体操、蹦床比赛动作说明和评分标准（见附件 1）。

（二）幼儿组广播操编排要求与规范动作要求（见附件 2）。

（三）幼儿基本体操和蹦床运动员不可兼项，幼儿基本体操（含

蹦床）和广播操运动员不可兼项，两套广播操运动员可以兼项。

（四）比赛出场顺序在赛前抽签决定。

（五）自选伴奏音乐，赛前交大会由大会工作人员统一播放。

十、录取名次：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

各项目参赛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比赛队录取成绩和名

次。其中幼儿基本体操、蹦床各单项男女分别 5人上场参赛，按各单

项得分前 4名运动员的成绩总和计算；广播操两套单项分别按实际参

赛队录取成绩和名次。

（二）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四）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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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主要裁判员由市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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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幼儿组基本体操比赛动作说明

按照市编规定动作：

女子幼儿组：

平衡木： 总分值 5 分制

动作要求：

（1）双脚依次上木 分值 0.2 分

（2）向前体操步 4 步 分值 0.8 分

（3）侧木体操步左右各 2 步 分值 0.8 分

（4）向后体操步 4 步 分值 0.8 分

（5）双腿立转 180° 分值 0.8 分

（6）直体跳 2 次 分值 0.8 分

（7）左右吸腿起步 2 步 分值 0.2 分

（8）前向直体跳下（纵木） 分值 0.6 分

器械： 高度为 30cm（低木）

低独杠： 总分值 5分制

动作要求：

（1）并腿双脚跳上抓杠成垂直 分值 1.0 分

（2）垂直抓杠横向来回移动到杠面中间 分值 1.0 分

（3）垂直举腿 90度 3 次 分值 1.5 分

（4）保持 90 度控腿 3 秒 分值 1.0 分

（5）一次性垂直抓杠跳下 分值 0.5 分

自由操： 总分值 10分制

（一）成套时间 60″ 分值 1.0 分

（二）音乐自选（含编排） 分值 4.0 分

（三）动作编排包括如下规定动作：

（1）挺身跳 分值 0.6 分

（2）纵劈叉（左、右腿各一次） 分值 0.8 分（各 0.4 分）

（3）屈体前滚翻直腿坐 分值 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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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身后滚翻 分值 1.0 分

（5）行进间左右正踢腿或左右侧踢腿

（6） 足尖步、柔韧步、跑跳步任选一个 分值 0.4 分

（7）左右吸腿平衡（停 3 秒） 分值 0.6 分

（8）身体波浪 分值 0.4 分

跳马: 总分值 5分制

动作要求：

（1）双脚连续障碍物跳 5 个 分值 2 分

（2）助跑单腿踏板起跳上落地垫 分值 3 分

器械要求：

1.高垫高度 80cm（垫子高度从地面量起）跳跑总距离 12m

2.障碍物跳高度（市队 20cm，业余队 10cm）

男子幼儿组

自由操动作

1、行进间左右正踢腿

2、左右侧踢腿

3、后撤腿竖叉→转身成横叉→再转身成竖叉

4、单侧划腿合拢

5、后倒滚翻撑地成站姿

跳马动作

1、助跑踏板并腿起跳

2、并腿直腿跳跃

3、屈膝落地

双杠动作

1、双杆，双臂支撑上杠

2、双腿并拢伸直成 90度支撑

3、双臂收拢直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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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幼儿组蹦床比赛动作说明

动作要求：

1、双手插腰直腿跳 5 次

2、双手插腰左右分腿跳 5 次（开合算 1 次）

3、双臂夹身体直腿跳 5次

4、双臂夹身体前后交换腿跳各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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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幼儿基本体操、广播操

编排要求与规范动作要求

一、幼儿广播体操的结构：

（一）内容结构：

幼儿广播操是由动作、配曲、儿歌、（和器械）等要素构成，其

中动作是主体成分，其他的是非主体成分。

二、一套广播体操的动作结构：

（二）一套广播操的动作结构按顺序基本分为：四肢运动——躯

干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同时它又划分为：

上肢运动——下肢运动——扩胸运动

三、幼儿体操的基本类型和特点：

徒手操 ——轻器械操

1.徒手操是按照一定的程序，由举、振、曲、伸、转、绕、蹲、

以及跳跃等一系列徒手动作所组成的动作练习，不使用任何器械。

2.轻器械操：是在徒手操动作的基础上，手持轻器械，如棍棒、

花、红旗、哑铃、筷子、球等进行编排。

四、选择和创编幼儿广播操的基本要求：

1.要依据幼儿不同年龄特点来选择和编排——各个龄段幼儿体

操特征

2.选编成套体操动作时，要注意幼儿身体的全面锻炼与发展。

在整套动作中，应包括上肢、下肢、躯干、全身、跳跃、和整理

运动，动作的方向要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还应把正确的身体

姿势与身体素质相结合起来。

五、合理安排动作的程序及活动量



- 18 -

1.成套的体操动作要循序渐进，有浅入深，由易道难。

2.运动量：小——大 动作速度：慢——快 动作幅度：小

——大

3.一般是先用踏步或从经常活动着的上、下肢开始：如：原地踏

步或伸展运动、上肢运动、四肢运动，接着是踢腿运动、躯干运动（先

侧后转）、腹背运动或全身运动，跳跃运动、放松整理运动或踏步。

六、确定目标：

编操的目标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确定它是为一般体操用还是表演用，还是两者兼儿有

之。

第二层次是编操的具体发展目的，也就是编一套操的目的明确广

播操的类型，确定风格：

七、设计动作、选好音乐、儿歌或器械

1.确定节数、内容、顺序、和每节操的组合数。

2.设计单个或者成动作，组织整套体操的动作顺序。

3.选配音乐：

音乐选配有三种形式：A.先编后配音乐。B.先有成品音乐再编操。

C.编选音乐和编操同时进行。

要求：

（1）要根据体操的主题、风格来创作或选择音乐。音乐要有强

烈的欢快感，基调要有生机。

（2）音乐的选择应是幼儿熟悉、理解、节奏鲜明、明快的。

（3）音乐要符合操的节拍和动作速度的要求。

（4）整套音乐及编排在 3 分 30 秒——4 分钟之内。

（5）特定要求：服装统一，成套里不允许有任何托举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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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运动

运动部位 动作类别 动作形式与方式

头部运动

屈
前屈（低头）、后曲（抬头）、

侧屈（左右）

转 向左、向右

绕环 向左、右绕环

上肢运动

运动部位 动作类别 动作形式与方式

上肢运动 臂 的 举 、

摆、屈、伸

臂前举、摆、振、屈伸。臂后举、摆、振（结

合其他动作）、屈伸。

臂上举、摆、振、屈伸。臂侧举、摆、振（结

合其他动作）、屈伸。

臂斜上举、摆、振、屈伸。两臂同侧举、摆、

振等。

臂绕环 向前绕环、向后绕环、向内绕环、向外绕环、

同侧绕环、“8”字绕环、前臂绕环、小绕环、

轮流绕环等。

臂侧开 前举侧开扩胸、前平举侧开扩胸、前举交叉

侧开扩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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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运动

运动部位 动作类别 动作形式与方式

下肢运动 腿的举、摆 腿前举、摆动，腿后举、摆动，腿向

异侧举、摆动，屈膝举、摆，踢腿（高摆

举）

腿屈伸 起踵、半蹲起立、深蹲起立、单侧蹲

起、前压腿、后压腿、侧压腿、半劈腿、

劈腿（高摆腿）

腿移动 前点地、后点地、侧点地、前后开立、

左右开立、前弓步、侧弓步、后弓步、斜

弓步。

躯干运动

运动部位 动作类别 动作形式与方式

躯干运动 上体屈伸 体前屈、体后屈、上体左侧屈、上体右

侧屈、俯卧体前屈

体转 身体向右转、向左转

体绕环 上体向左绕环、向右绕环。

体倾倒 身体向前倒、向后倒、向侧倒；俯撑、

仰撑、侧撑；直角坐平衡、俯平衡（燕

式平衡）、侧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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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运动

运动部位 动作类别 动作形式与方式

跳跃运动 单脚跳 交换跳、点地跳、转身跳、移动跳、

踢腿跳

双脚跳 前后开合跳、左右开合跳、前后交

换跳、左右交叉跳、转身跳、向上

跳、移动跳、蹲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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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攀岩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瓯海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乐清市、龙港市、永嘉县，允许以上

县（市、区）各一家攀岩类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赛。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6月 17-20 日。

比赛地点: 梦多多小镇七喜攀岩馆

七、竞赛项目

男、女甲组：个人全能（速度、难度、攀石）、个人速度

男、女乙组：个人全能（速度、难度、攀石）、个人速度

男、女丙组：个人全能（速度、难度、攀石）、个人速度

男、女丁组：个人全能（速度、难度、攀石）、个人速度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工作人员 1 人，各组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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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报名人数不限。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7 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9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丁组：2013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由中国登山协会以国际攀岩比赛最新规则为基

础，按照本市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制定。

（二）比赛中如出现成绩并列情况，按速度排名取最终名次。

（三）比赛个人装备需自己携带如：攀岩鞋、安全带、粉袋。不

符合规定的器材装备不得参加比赛。

（四）运动员服装要求全队统一，必须穿背后有本队标志、颜色

一致上衣（预赛后不得变更）。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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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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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套路)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瑞安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日期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6月 23-27 日。比赛地点:瑞安体育中心。

七、竞赛项目

（一）甲组：

男：第三套国际规定长拳+自选刀棍全能、第三套国际规定长拳+

自选剑枪全能、第三套国际规定太极拳+自选太极拳+自选太极剑全

能、新编规定南拳+自选南棍南刀全能、团体（三人对拳）

女：第三套国际规定长拳+自选刀棍全能、第三套国际规定长拳+

自选剑枪全能、第三套国际规定太极拳+自选太极拳+自选太极剑全

能、新编规定南拳+自选南棍南刀全能、团体（两人器械对练）

男、女：团体（男子三人对拳+女子两人器械对练）

（二）乙组：

男子：第一套国际规定（长拳+刀+棍）全能、第一套国际规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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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剑+枪）全能、规定 42式（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第一套规定（南

拳+南刀+南棍）全能、（太极八法五步+加传统太极器械）全能

女子：第一套国际规定（长拳+刀+棍）全能、第一套国际规定（长

拳+剑+枪）全能、规定 42式（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第一套规定（南

拳+南刀+南棍）全能、（太极八法五步+加传统太极器械）全能

（三）丙组：

男、女：初级（第三路长拳+剑或刀+枪或棍）全能、少年规定拳

+集体基本功全能、24式太极拳+42 式太极剑全能

（四）丁组

男、女：初级（第三路长拳+剑或刀+枪或棍）全能、少年规定拳

+集体基本功全能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36人

（甲组男、女各 5 人；乙组男、女各 5人；丙组男、女各 4人；丁组

男、女各 4人）。

（二）年龄要求：

甲组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乙组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丙组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丁组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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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比赛为团体赛及单项（全能）个人赛；

（二）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

心编制的最新有难度《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通知，所有参

赛项目评分均按照新规则中“无难度组别要求的竞赛项目评分方法与

标准”执行；

（三）规定拳采用原国家体委编写的《少年规定拳》；

（四）甲组、乙组、丙组、丁组运动员必须参加两个项目（全能）

的比赛。

（五）甲组、乙组、丙组、丁组自选套路难度申报规定：

1、A 级难度最多选报 4 种，选报不同难度等级的同一种技术类

型的动作难度（含动作难度+连接难度），不得超过两次，超出规定的

按前两次计算难度分数；

2、甲组、乙组、丙组、丁组运动员必须选做新规则中对各项目

要求的主要动作内容；

3、丙组、丁组套路中不得做器械抛接难度动作和 C组难度动作；

（六）太极拳及太极剑必须配音乐。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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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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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自行车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洞头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3-5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一）男、女甲组

1.行进 200 米个人计时赛

2.原地 250 米个人计时赛

3.原地 500 米个人计时赛

4.原地 1000 米个人计时赛

5.原地 4000 米个人计时赛

6.男子原地 750 米竞速赛，女子原地 500 米竞速赛（男三人团体

女两人团体）

（二）男、女乙组

1.行进 200 米个人计时赛

2.原地 250 米个人计时赛

3.原地 500 米个人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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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地 1000 米个人计时赛

5.原地 3000 米个人计时赛

6.男子原地 750 米竞速赛，女子原地 500 米竞速赛（男三人团体

女两人团体）

（三）男、女丙组

1.行进 200 米个人计时赛

2.原地 250 米个人计时赛

3.原地 500 米个人计时赛

4.原地 1000 米个人计时赛

5.原地 2000 米个人计时赛

6.原地 500 米竞速赛（男女项目各两人）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2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

1配备。

2、各队可报甲、乙组男、女运动员各 7 人、丙组男女各 6 人。

（二）年龄要求

甲组：2004 年 1月 1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乙组：2006 年 1月 1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自行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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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二）各队服装、安全帽自备。

（三）参赛运动员所使用的车辆必须符合市体育局有关规定。

（四）比赛车辆为公路车，丙组可以用公路车和折叠车。

（五）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小项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该小项将取消比赛。

（二）团体录取前六名，按各单项比赛的名次得分和破纪录加分

总和排列团体名次。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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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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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待定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永嘉县、乐清市、瑞安市、

龙港市、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丙组允许各县（市、

区）一家足球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加。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1、男子甲组：7月 26 日-8 月 2 日。比赛地点：待定。

2、女子甲组：8月 10-17 日。比赛地点：待定。

3、男子乙组：7月 18-25 日。比赛地点：待定。

4、女子乙组：7月 11-17 日。比赛地点：待定。

5、男子丙组：7月 3-10 日。比赛地点：待定。

6、女子丙组：8月 2-8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7、男子甲组（11人制）：

8、女子甲组（11人制）

9、男子乙组（11人制）

10、女子乙组（11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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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男子丙组（8人制）

12、女子丙组（8人制）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男、女各队均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人，助理

教练 2 名，队医或工作人员 1 人。运动员甲、乙组可预报 22人（各

组别仅允许 18名运动员到赛区报到），丙组可预报 16人（仅允许 14

名运动员到赛区报到）。甲组教练员必须持有中国足协颁发的 D 级以

上执教资格证书（含 D级）教练员岗培证，乙组、丙组教练员必须持

有中国足协颁发的 E 级以上执教资格证书（含 E 级）。

（二）年龄要求：甲组 2005 年 1 月 1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队员 18人（2005 年出生 9人，2006 年出生队员 9 人）；乙组 2007

年至 2008 年出生队员 18人（2007 年出生队员 9 人,2008 年出生队员

9 人）；丙组 2009 年及以后出生队员 16 人（2009 年出生队员 8 人，

2010 年及以后出生 8人）。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进行，甲乙丙组分别各计名

次。甲、乙组采用 11人制，丙组采用 8 人制。

（二）比赛赛制：视报名情况另定。

（三）决定名次办法：

（1）比赛中各队胜一场得 3 分，负一场得 0 分。按各队同一循

环的全部比赛中的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队

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积分相等队之间比赛的净胜球、进球

总数多少（指常规比赛时间内的进球）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如

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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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比赛将采用每场决出胜负制，常规比赛时间内为平局

则直接罚球点球决胜负。

（四）竞赛规则：

1、采用国际足联最新《足球竞赛规则》。

2、比赛甲、乙组采用 11人制，丙组采用 8 人制。

3、比赛时间：男子甲组 80 分钟、女子甲组 70 分钟，乙组、丙

组均为 60分钟。中场休息均不超过 15分钟。

4、、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教练员必须将填写的上场运动员

和替换运动员名单提交给第四官员，赛前没有填写的运动员不得参加

该场比赛，替换人数不限。

5、如遇特殊情况造成比赛中断，经大会组委会多方努力仍未能

恢复比赛时，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大会必须尽快另选场地补足剩余

时间（包括罚点球）直至比赛结束。

6、每队必须准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上场比赛时的号码

（上衣后面的高为 25厘米，短裤左腿前面高为 10厘米）必须与报名

表所填号码相等，号码不清楚或重号、无号者不得上场比赛。

7、运动员上场比赛必须着统一比赛服装、足球袜、胶钉鞋、护

腿板。场上队长自备 6 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8、比赛用球：甲、乙组使用标准 5号球，丙组使用标准 4号球。

9、弃权的处理：

（1）运动队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不能如期参加比赛，经组委

会同意，可按弃权处理，判对方 3：0 胜。

（2）如运动队某场比赛无故弃权或罢赛，除判罚该队所有比赛

对方 3：0 胜外（包括已赛和未赛的场次），另罚保证金 1000 元。

十、纪律处罚规定

（一）依据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规定，结合中国足球协会颁布的《中

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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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在比赛中发现假球、默契球嫌疑，将由本次比赛专家组

根据现场情况或比赛录像进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报比赛纪律委员

会，纪律委员会将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中的第

三章第七节第六十九条、七十条等相关规定对相关球队提出处理建

议，报竞委会研究处理。

（三）经温州市体育局所做出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各队不得以

任何形式进行申诉。

十一、录取名次

（一）男女队均录取前八名。参赛队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

赛队数录取。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六名 4、3、2、1.5、1、

0.5 枚金牌，第七、八名按 2、1 枚计银牌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

七届市运会金牌、奖牌榜，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八名 36、

28、24、20、16、12、8、4 分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七届市运

会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

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

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

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 15 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

外险。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各运动队在参加赛区联席会时，必须

携带本队二套不同颜色比赛服及守门员服装备查。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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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于赛后返回。

十三、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四、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六、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 38 -

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击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5-8 日。比赛地点：温州射击中心

七、竞赛项目

（一）男子甲组

1.50 米步枪 3×40 个人

2.10 米气步枪 60 发个人

3.10 米气手枪 60 发个人

4.25 米手枪速射 60发个人

（二）女子甲组

1.50 米步枪 3×40 个人

2.10 米气步枪 60 发个人

3.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4.10 米气手枪 60 发个人

5.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6.25 米运动手枪 60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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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子乙组

1.50 米步枪 3*40 个人

2.50 米步枪 3*40 团体

3.10 米气步枪 60 发个人

4.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5.10 米气手枪 60 发个人

6.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7.25 米手枪速射 60发个人

8.25 米手枪速射 60发团体

（四）女子乙组

1.50 米步枪 3*40 个人

2.50 米步枪 3*40 团体

3.10 米气步枪 60 发个人

4.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5.10 米气手枪 60 发个人

6.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7.25 米运动手枪 60发个人

8.25 米运动手枪 60发团体

（五）男子丙组

1.50 米步枪 3*20 个人

2.50 米步枪 3*20 团体

3.10 米气步枪 40 发个人

4.10 米气步枪 40 发团体

5.10 米气手枪 40 发个人

6.10 米气手枪 40 发团体

7.25 米手枪速射（8秒、6秒）60 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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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米手枪速射（8秒、6秒）60 发团体

（六）女子丙组

1.50 米步枪 3*20 个人

2.50 米步枪 3*20 团体

3.10 米气步枪 40 发个人

4.10 米气步枪 40 发团体

5.10 米气手枪 40 发个人

6.10 米气手枪 40 发团体

(七)混合团体

1.甲组气步枪团体

2.甲组气手枪团体

3.乙组气步枪团体

4.乙组气手枪团体

5.丙组气步枪团体

6.丙组气手枪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2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

1配备。

2、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每个参赛单位每组别每小项目参赛运动

员限报 3 人。

3、混合团体项目，每个参赛单位每组别可以报 3支队伍（每支队

伍由 1 男 1女组成，必须为兼项运动员，不可跨单位组队参赛）。

（二）年龄要求

甲组：2004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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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2006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竞赛规则执行中国射击协会最新审定的《射击竞

赛规则》，服装检测不合格者不能参加比赛。甲、乙组项目进行决赛。

(二)团体、个人赛同时进行，团体赛成绩与个人赛成绩同时产生

（不包含混合团体）。

（三）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裁判员

报告，不报告及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及所取得的成绩。

（四）枪支、弹药一律自备。参赛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无枪弹携运证者不得参加比赛。

（四）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小项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该小项将取消比赛。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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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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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乐清市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洞头区、乐清市、瑞安市、龙港市、

永嘉县、文成县、平阳县、泰顺县、苍南县，以上县（市、区）

各允许一家跆拳道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赛。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5-9 日。比赛地点: 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58kg、64kg、70kg、70+kg

女子甲组：49kg、55kg、60kg、60+kg

男子乙组：52kg、56kg、60kg、64kg、68kg、68+kg

女子乙组：45kg、49kg、54kg、58kg、63kg、63+kg

男子丙组：40kg、44kg、48kg、52kg、56kg、56+kg

女子丙组：38kg、42kg、46kg、50kg、54kg、5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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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丁组：团体赛（28kg、31kg、34kg、37kg、40kg）

女子丁组：团体赛（26kg、29kg、32kg、35kg、38kg）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42人

（其中甲组男女各 4 人、乙组男女各 6人、丙组男女各 6 人、丁组男

女各 5 人），团体赛各级别限报 1 人。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8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丁组：2010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赛和团体赛。团体赛规则如下：

1.比赛实行五局三胜制，男女各 5个级别分别按照对应级别参加

2分钟 1局的比赛。每个团体必须有 5人参赛，且每人必须完成 1场

比赛。

2.团体赛不允许审议。

（二）采用单败淘汰制。如某级别只有 3人时，则进行单循环制。

（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世界跆拳道联盟规则》。

（四）运动员必须穿规定的跆拳道服出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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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运动员自备比赛用的道服、护臂、护裆、护腿。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3.5、

3.5、1.5、1.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第

七名并列。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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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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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帆船帆板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6 日—10 日

比赛地点：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七、竞赛项目

1、帆船（OP 级）：

甲组：男、女个人赛，男、女长距离赛

乙组：男、女个人赛、男、女长距离赛

2、帆板（T293 级）：

甲组：男子奥林匹克赛、障碍滑、长距离赛

乙组：男子奥林匹克赛、障碍滑、长距离赛

女子奥林匹克赛、长距离赛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各组别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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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要求

1、男子甲组、女子甲组

2005 年 1月 1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男子乙组、女子乙组

2007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2、运动员必须能独立完成游泳 200 米。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国际帆联最新帆板帆船竞赛规则、相应级

别规则，及本次比赛竞赛委员会制定的航行细则、通知和公告等规定。

(二)每单位每级别可报 3 条船参赛。

（三）比赛器材

1、比赛器材由市里统一提供，

2、参赛运动员的帆号必须是市里统一

（四）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小项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该小项将取消比赛。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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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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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一）男子甲组：待定

（二）女子甲组：瑞安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三）男子乙组：泰顺县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女子乙组：待定

（五）男子丙组：待定

（六）女子丙组：待定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永嘉县、乐清市、瑞安市、

龙港市、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丙组允许各县（市、区）

一家篮球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加。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男子甲组：2021 年 7月 5-11 日。比赛地点：待定

（二）女子甲组：2021 年 7 月 12-15 日。比赛地点：瑞安体育

中心

（三）男子乙组：2021 年 7 月 29 日-8 月 4日。比赛地点：待定

（四）女子乙组：2021 年 8月 4-8 日。比赛地点：待定

（五）男子丙组：2021 年 7月 17-23 日。比赛地点：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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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子丙组：2021 年 7月 17-20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一）男子甲组（五人制）

（二）女子甲组（五人制）

（三）男子乙组（五人制）

（四）女子乙组（五人制）

（五）男子丙组（五人制）

（六）女子丙组（五人制）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男、女队各组别均可预报领队 1名，教练员 2

名，工作人员 1 名，运动员男，女各 16名(其中 4 名为替补队员)，

赛前确定 12 名参赛运动员到赛区报到。如运动员实际参赛人数少于

10 人的队不得参赛。

（二）年龄要求

甲组：2005 年出生 6人；2006 年出生 6 人；

乙组：2007 年出生 6 人，2008 年出生 6 人；

丙组：2009 年出生 6 人，2010 年及以后出生 6 人；

（三）各队运动员服装至少准备两套（深、浅颜色各一套）。全

队上衣和短裤的颜色、式样必须统一。不符合者不能参赛。运动员号

码必须在报名表上注明。比赛期间，教练员必须穿着统一的运动服装、

运动鞋，如穿着拖鞋或凉鞋取消本次比赛临场指挥资格

（四）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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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赛制：视报名情况另定。

（二）决定比赛名次办法：

1、比赛中各队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 分，弃权取消全部比

赛成绩，按各队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遇二个队积分相等，按两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负决定名次，

胜队名次列前。

3、如遇 3 个队（或 3 个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积分相等各队相

互间比赛的胜负场数多少决定名次，胜场多者名次列前，如胜负场数

相等，则按得净胜分决定名次，净胜分高者列前。

（三）比赛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和《FIBA》，

并执行下列几条决定：

1、甲组比赛采用四节制，每节 10分钟；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

节和第四节之间休息 2 分钟；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休息 10分钟。

2、乙组比赛采用四节制，每节 8 分钟；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

节和第四节之间休息 2 分钟；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休息 10分钟。

3、丙组比赛采用四节制，每节 6 分钟；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

节和第四节之间休息 2 分钟；第二节与第三节之间休息 10分钟。

4、进攻时后场推进至前场时间不得超过 7 秒；一次进攻控球时

间甲组不得超过 24秒。乙组和丙组不得超过 20秒。

（四）比赛用球：男子 7号球，女子 6号球。丙组男子使用 6 号

球，女子使用 5 号球。

（五）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竞赛特殊规定

（一）篮筐高度距离地面 3.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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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练员将本队的 12 名运动员分为 A、B 两组，每组 6 人，

其中 5名场上队员，1 名替补队员。如 11 人参赛，分为 A 组 6 人，

B 组 5 人。如 10 人参赛分为 A、B 组各 5 人。比赛开始前报告给

记录员。A、B 两组分别参加第 1节比赛和第 2 节比赛，下半场 3、4

节比赛阵容不设限制。

（三）在某一节比赛中，由于队员 5次犯规、受伤或其他原因导

致某队该节阵容不足 5 人时，由对方教练员可以指定该队另一阵容

中的任意队员参加本节比赛。第三、四节比赛不做规定。

（四）如果在比赛结束时，两队比分相同，则进行 3 分钟的加时

赛，直至决出比赛胜负。

十一、录取名次

（一）男女队均录取前八名。参赛队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

赛队数录取。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六名 4、3、2、1.5、1、

0.5 枚金牌，第七、八名按 2、1 枚计银牌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

七届市运会金牌、奖牌榜，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八名 36、

28、24、20、16、12、8、4 分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七届市运

会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

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

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

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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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近期（赛前 15 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

外险。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各运动队在参加赛区联席会时，必须

携带本队二套不同颜色比赛服备查。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十三、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四、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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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箭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文成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12-15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一）男子甲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70米、70 米、5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70米）

（二）女子甲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70米、60 米、5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70米）

（三）男子乙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60米、60 米、5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60米）

（五）女子乙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60米、60 米、5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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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男子丙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40米、40 米、3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30米）

3.团体全能排名赛

（六）女子丙组

1.个人单轮全能排名赛（40米、40 米、30 米、30 米）

2.个人淘汰赛（30米）

3.团体全能排名赛

(七)混合团体

1.甲组混合团体淘汰赛（70米）

2.乙组混合团体淘汰赛（60米）

3.丙组混合团体淘汰赛（30米）

4.丙组男、女团体总成绩排名赛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2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

1配备，各组别男女运动员各 5人。

3、混合团体项目，每个参赛单位每组别可以报 2支队伍（每支队

伍由 1 男 1女组成，必须为兼项运动员，不可跨单位组队参赛）。

（二）年龄要求

甲组：2004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6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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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射箭竞赛规则》。

（二）参赛单位的运动员、教练员必须着统一比赛服装。

（三）比赛中，运动员不得虚报环值，如发现，立即取消该运动员

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四）参加运动员弓、箭等器材自备。

（五）赛前各队应向编排纪录组确认参赛运动员。

（六）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小项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该小项将取消比赛。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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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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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洞头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乒乓球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13-18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甲组: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乙组: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丙组: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丁组: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戊组：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1 配备。各组别可报男、女各 5

人。

（二）各组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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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2008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乙组：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丙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丁组：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戊组：2013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每场团体比赛中，

必须有一名直拍打法或横拍颗粒胶打法（均不包括长胶）的运动员出

场比赛，同一运动员在团体比赛与单项比赛中的打法必须一致。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

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按照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2016），结合国际乒联最新修订条款执行。

（二）参加比赛运动员所使用的球拍覆盖物，根据“国际乒联最

新批准的球拍覆盖物列表”执行。

（三）比赛使用“红双喜”三星级 40+白色乒乓球。

（四）团体赛

1. 比赛形式

各组别团体赛均采用五场三胜制（新斯韦思林杯赛制，5场单打）

比赛顺序是：

（1）A – X

（2）B – Y

（3）C – Z

（4）A – Y

（5）B – X

每场比赛中，各队必须有 1名符合第六条第五款规定打法的运动

员上场比赛（上场时必须佩带袖套），每场比赛采用 5 局 3 胜制。

2. 比赛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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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个阶段进行：

① 第一阶段: 分 2 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排出小组名次

② 第二阶段: 各小组前 2 名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制决出 l 至 4

名，各小组第 3、4 名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制决出 5 至 8名。

（五）单项比赛

采用单淘汰赛加附加赛制决出 1 至 8 名。

单项比赛每场均采用 5 局 3胜制。

（六）同队运动员必须穿着同样服装，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七）运动员不得无故弃赛（包括赛中），如赛中因伤弃赛需由

大会医生证明，并经裁判长批准，否则取消成绩。

十、录取名次：

（一）团体、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各项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加队(人)

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根据各单项累积分之和，排列名次，积分多者名

次列前。若积分相等，以金牌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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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和主要裁判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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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高尔夫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鹿城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赛单位

各县（市、区）、温州东方仰义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年7月14日—16日。

比赛地点：温州东方仰义高尔夫球场。

七、竞赛项目

（1）甲组男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2）甲组女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3）乙组男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4）乙组女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5）乙组男女混合团体

（6）丙组男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7）丙组女子两轮36洞个人杆赛

（8）丙组男女混合团体

八、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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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人数；每队各组别最多可报3名运动员。工作人员人

数均按运动员10：1配备。

（二）年龄要求：

甲组：2004年—2006年出生

乙组：2007年—2009年出生

丙组：2010年及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比赛采用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由R&A规则有限公司及美国高

尔夫球协会联合颁布的最新版《高尔夫球规则》以及组委会制定的“当

地规则”和“比赛条款”。

（一）甲、乙、丙组个人赛为单轮18洞两轮36洞比杆赛，两轮总

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名次并列时，则首先比较第二轮的成绩；若再

相同，则比较第二轮后九洞（10-18洞）的成绩；若再相同，则从第

二轮的最后一洞（第18洞）开始比较单洞成绩，采取倒计数方式决定

名次，杆数少者名次列前。

（二）乙、丙组团体赛为单轮18洞两轮36洞比杆赛，以代表队同

一组别两轮总杆数前4名运动员（至少1名为女运动员）的成绩相加计

算团体成绩，团体总杆数少者名次列前；如团体成绩出现并列，则首

先比较第二轮的团体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再相同，则比较第

二轮后九洞（10-18洞）的团体成绩；若再相同，则从第二轮的最后

一洞（第18洞）开始比较单洞团体成绩，采取倒计数方式决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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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数少者名次列前。

（三）开球Tee台

1.甲组：男子蓝Tee、女子白/红Tee

2.乙组：男子白/红Tee、女子红Tee

3.丙组：男子特设Tee、女子特设Tee

（具体码数见附件记分卡）

（四）运动员分组

组委会统一分组，运动员不得私自更换组别。

（五）下场方式

运动员可乘坐高尔夫球车参赛，各组配记分球童。

（六）比赛用球：运动员自备。

（七）比赛的终止

1.天色过黑、天气恶劣或球场封闭，将终止比赛。

2.如因天气等因素而暂停比赛，重新比赛可以从已打完球洞的下

一洞开始。

（八）比赛延迟

1.除非球场关闭，所有重新比赛必须完成。

2.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至少提前10分钟检录，并严格遵守开球时

间。

3.如运动员未参加重新比赛，则组委会有权拒绝处理其比赛成

绩。

十、录取名次

（一）各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入各队

所属代表团团体总分。参赛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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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录取，名次得分值不变。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三、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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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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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空手道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苍南县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洞头区、乐清市、瑞安市、龙港市、

永嘉县、文成县、平阳县、泰顺县、苍南县，允许以上县（市、

区）各一家空手道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赛。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19-23 日。比赛地点: 待定。

七、竞赛项目

（一）甲组

男子个人组手：61kg、68kg、68+kg

女子个人组手：53kg、59kg、59+kg

男、女个人型

（二）乙组

男子个人组手：57kg、63kg、63+kg

女子个人组手：47kg、54kg、5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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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个人型、团体型

（三）丙组

男子团体组手：（40kg、44kg、48kg）、（48-52kg、56kg、56+kg）

女子团体组手：（36kg、40kg、44kg）、（44-48kg、52kg、52+kg）

男女个人型、团体型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42人。

1、甲组：

男、女个人组手限报 3 人；

男、女个人型限报 1人。

2、乙组：

男、女个人组手限报 3 人；

男、女个人型限报 1人；团体型限报 3 人。

3、丙组：

男、女团体组手限报 6 人，每个级别限报 1 人；

男、女个人型限报 1人；团体型限报 3 人。

4、运动员型与组手可以同时兼报。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1.运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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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世界空手道联盟最新版本比赛规则；

1、参赛运动员必须自备中空协认证品牌的道服、拳套、护腿、

护脚、躯干护具、护裆、护齿、护头、红蓝方色带等，以上保护性装

备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将禁止上场比赛；组委会现场不提供任何护具

类装备。

2、运动员不得穿着带中国（含英文标识 CHINA）字样和带有广

告字样、标识的道服上场比赛，参赛运动员道服和道带上不得出现运

动员本人的姓名或个性化装饰，道服上的所有标识须经审查后方可使

用；

（二）团体组手比赛采用 3局 2 胜制；

（三）“型”比赛的规定

1、比赛设个人型和团体型；

2、只允许演练 WKF 正式型列表中所规定的型；

3、在每一轮比赛中，甲乙组选手都必须演练不同的型。演练过

的型不得再重复；丙组选手允许演练各流派基础型，每一轮不得与前

一轮所演练的型重复进行。

4、团体型不需要分解。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2.5、

2.5、2.5、2.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并列。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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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

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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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三人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待定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允许各县（市、区）一家篮球市级社会竞技体

训机构参加。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7月 20-26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男、女队均可预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运

动员男，女各 6名(其中 2名为替补队员)，赛前确定 4 名参赛运动员

到赛区报到。

（二）年龄要求

男子组：2005 及以后出生

女子组：2005 及以后出生

（三）各队运动员服装至少准备两套（深、浅颜色各一套）。全

队上衣和短裤的颜色、式样必须统一。不符合者不能参赛。运动员号

码必须在报名表上注明。比赛期间，教练员必须穿着统一的运动服装、

运动鞋，如穿着拖鞋或凉鞋取消本次比赛临场指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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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用球:本次比赛使用三对三专用 6 号球。

（二）比赛执行中国篮协最新审定的的最新《三对三篮球规则》。

（三）比赛赛制：视报名情况另定。

九、纪律处罚规定

依据《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执行。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的单

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计入

各队所属代表团团体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

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

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

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 15 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

外险。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各运动队在参加赛区联席会时，必须

携带本队二套不同颜色比赛服备查。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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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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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一）男子排球：瓯海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二）女子排球：文成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地点

（一）男子排球:2021 年 8月 2-7 日。比赛地点：待定

（二）女子排球:2021 年 7月 23-28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一）男子甲组

（二）女子甲组

（三）男子乙组

（四）女子乙组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男、女队各组别均可预报领队 1名，教练员 2名，运动员男，女

各 16名(其中 4 名为替补队员)，赛前确定 12名参赛运动员到赛区报

到。如运动员实际参赛人数少于 10 人的队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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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要求

甲组（男、女）：2004 年出生 2 人；2005 年出生 4人；2006 年

出生 6 人；

乙组（男、女）：2007 年出生 6 人，2008 年及以后出生 6 人；

（三）各队运动员服装至少准备两套（深、浅颜色各一套）。全

队上衣、短裤和袜子的颜色、式样必须统一。上衣号码必须在身前和

身后的中间位置，并与上衣的颜色明显不同。身前号码至少 15 厘米

高，身后号码至少 20 厘米高，号码笔画宽度至少 2 厘米。队长上

衣胸前号码下应有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 8 厘米、宽 2 厘米的带

状标志。不符合者不能参赛。运动员号码必须在报名表上注明。比赛

期间，教练员必须穿着统一的运动服装、运动鞋，如穿着拖鞋或凉鞋

取消本次比赛临场指挥资格

（四）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每队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进行，甲组为 04-06 年（上

场 06 年至少 2 人）。乙组为 2007-2008 年及以后（上场 07 年或以后

至少 2 人），甲乙组别各计名次。（分组或循环根据报名情况另定）

（二）甲组比赛中设自由人。

（三）决定比赛名次办法：

1、每队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 分，所在比赛的积分相加，

多者名次列前。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2、如遇二队或二队以上积分相等，则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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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值高者名次列前。

X（总得分数）÷Y（总失分数）=Z值

如 Z 值仍相等，则采用：

C 值高者名次列前，

A（胜局总数）÷B（负局总数）=C值

（三）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

（四）比赛编排按贝格尔方法进行。甲、乙组比赛采用五局三胜

制，第五局为决胜局采用 15分制。

（五）比赛网高男子甲、乙组 2.43 米，女子甲、乙组 2.24 米

（六）本次赛事采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十、纪律处罚规定

如在比赛中发现假球、默契球嫌疑，将由本次比赛仲裁组根据现

场情况或比赛录像进行分析，并提出处理建议，报组委会研究处理。

十一、录取名次

（一）男女队均录取前八名。参赛队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

赛队数录取。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六名 4、3、2、1.5、1、

0.5 枚金牌，第七、八名按 2、1 枚计银牌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

七届市运会金牌、奖牌榜，按各队的名次分别以第一至第八名 36、

28、24、20、16、12、8、4 分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第十七届市运

会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

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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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

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 15 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

外险。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各运动队在参加赛区联席会时，必须

携带本队二套不同颜色比赛服备查。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十三、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四、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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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摔跤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永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4-7 日。比赛地点: 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古典式：60kg、70kg、80kg、80+kg

男子甲组自由式：50kg、55kg、60kg、65kg、70kg

男子乙组古典式：46kg、50kg、54kg、58kg、62kg、66kg、70kg、

70+kg

男子乙组自由式：46kg、50kg、54kg、58kg、63kg

男子丙组古典式：团体（38kg、42kg、46kg）、（46-50kg、54kg、

58kg）

男子丙组自由式：团体（38kg、42kg、46kg）、（46-50kg、5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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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kg）

女子组自由式：42kg、46kg、50kg、54kg、58kg、63kg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40人

（男子甲组古典式 4 人、自由式 5人；男子乙组古典式 8 人、自由式

5 人；男子丙组古典式 6 人、自由式 6 人；女子组自由式 6 人）。团

体赛各级别限报 1人。

（二）年龄要求：

男子甲组：2004 年 1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子乙组：2006 年 1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子丙组：2008 年 1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女子组：2005 年 1 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摔跤竞赛规则。

（二）本次比赛为个人赛和团体赛。团体赛规则如下：

比赛实行三局二胜制，每个团体必须有 3人分别按照对应级别参

赛，且每人必须完成 1 场比赛。

（三）比赛采用中国摔跤协会审定的比赛方法，并结合温州市摔

跤运动的实际情况制定赛制，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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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以上的采用中国摔跤协会施行的单败淘汰单复活赛制；

2.7 人以下的按下列方法执行：

①7人赛制

上半区 3 人打循环，下半区 4 人打循环；各区第一名争冠亚军，

各区第二名并列第三名，各区第三名并列第五名，下半区第四名列第

七名。

②6人赛制

上半区 3 人打循环，下半区 3 人打循环；各区第一名争冠亚军，

各区第二名并列第三名，各区第三名并列第五名。

③5人赛制

上半区 3 人打循环，下半区 2人打一场；上下半区第一名争冠亚

军，各区第二名并列第三名，上半区第三名列第五名。

④3-4 人打循环。

⑤2人打一场，决冠亚军。

（四）运动员必须自备红、蓝两种颜色的摔跤服，如不符合要求

的，一律不得上场比赛。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3.5、

3.5、1.5、1.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第

七名并列。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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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

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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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皮划艇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9 日—14 日

比赛地点：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200 米、1000 米、2000 米 K1、K2、C1、C2。

女子甲组：200 米、500 米、2000 米 K1、K2。

男子乙组：200 米 K1、C1，1000 米、2000 米 K1、K2、C1、C2。

女子乙组：500 米、2000 米 K1、K2。

男子丙组：2000 米 K1、C1。

女子丙组：2000 米 K1、K2。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10：1配备，参赛运动员 31名（男

20 名、女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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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要求：

1、甲组男、女运动员限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者（男子 2004 年出生不得超过 4人，女子 2004 年出生不得超过

2人）；

2、乙组男、女运动员限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者（男子 2006 年出生不得超过 4人，女子 2006 年出生不得超过

2人）；

3、丙组男、女运动员限 2008 年 1月 1 日（含）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

动员资格规定》执行。

2、运动员必须能独立游泳 200 米。

(四)各队男女甲组单人艇、双人艇各一条，男女乙、丙组单人艇

两条，双人艇一条。

(五)运动员只允许在同艇只不同距离项目上兼项。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皮划艇竞赛规则和本次比赛

的通知、公告的各项规定。

(二)比赛器材各单位自备（进口艇不得使用）。

(三)运动员必须穿胸前标有本队标志、颜色一致的上衣。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团体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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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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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9 日—14 日

比赛地点：温州市水上运动中心

七、竞赛项目

甲组：2000 米、6000 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双人单桨无舵手，

轻量级 2000 米、6000 米单人双桨

乙组：2000 米、6000 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双人单桨无舵手

丙组：2000米、4000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10：1配备。各组别报名人数不限。

其中各单位允许乙组男女各 2 人参加甲组的比赛。

(二)年龄要求：

1、甲组男、女运动员限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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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者（男、女 2004 年出生的分别不得超过 3 人）。

2、乙组男、女运动员限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者（男、女 2006 年出生的分别不得超过 3 人）。

3、丙组男、女运动员 200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

动员资格规定》执行。

2、运动员必须能独立游泳 200 米。

(四)各队参赛艇只不限。

(五)每个运动员只允许在同艇只不同距离项目上兼项。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赛艇竞赛规则和本次比赛的

通知、公告的各项规定。

(二)比赛器材各参赛单位自备，进口艇不得参赛。

(三)运动员必须穿胸前标有本队标志、颜色一致的上衣。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6、5、4、3、2、1 分

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团体总分榜。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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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如报名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

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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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苍南县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乐清市、瑞安市、龙港市、

平阳县、苍南县。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11-15 日，比赛地点: 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49kg、51kg、54kg、57kg、63kg、68kg、75kg

女子甲组：48kg、57kg、66kg、66+kg

男子乙组：46kg、48kg、50kg、52kg、56kg、60kg、64kg、69kg、

69+kg

女子乙组：46kg、50kg、54gk、60kg、66kg、66+kg

男子丙组：40kg、45kg、50kg、55kg

女子丙组：35kg、40kg、4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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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33名

（男子甲组 7 人、女子甲组 4人、男子乙组 9人、女子乙组 6人、男

子丙组 4 人、女子丙组 3人）。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8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拳击竞赛规则。

（二）竞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三）每场比赛为男女甲组三个回合，3分钟一回合，每回合间

休息 1 分钟；男女乙组、男女丙组三个回合，2分钟一回合，每回合

间休息 1 分钟。

（四）竞赛使用大会统一的拳套、护头、护手绷带（自备护头须

经大会检验），参赛运动员自备红、蓝背心，短裤，护齿和护档。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2.5、

2.5、2.5、2.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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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

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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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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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文成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24-27 日，比赛地点: 待定

七、比赛分组和级别

男子甲组：-60kg、-66kg、-73kg、-81kg

男子乙组：-55kg、-60kg、-66kg、-73kg、-81kg

男子丙组：-50kg、-55kg、-60kg、-66kg

女子甲组：-48kg、-52kg、-57kg、-63kg

女子乙组：-45kg、-48kg、-52kg、-57kg、-63kg

女子丙组：-45kg、-48kg、-52kg、-57kg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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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工作人员 1人，运动员 26人

（男子甲组 4 人、乙组 5人、丙组 4 人，女子甲组 4人、乙组 5 人、

丙组 4 人）。

（二）年龄要求：

男、女甲组：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乙组：2006 年 1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男、女丙组：2008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

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柔道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四分之一复活赛制，时间为四分钟。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自备白色圆领衫，柔道服大小必须符合规

定，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级别个人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

名）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 9、7、5.5、5.5、3.5、

3.5、1.5、1.5 分计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个人第三名、第五名、第

七名并列。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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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

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人（含二人）不作比赛

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含心电图、脑电图）、

参赛人员赛事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逾期报到不予安排，经

费自理。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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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永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瑞安市、乐清市、龙港市、

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泰顺县,以上县（市、区）各允许一

家羽毛球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加。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23-28 日，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甲组：男团、女团

乙组：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丙组：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丁组：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戊组：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10：1 配备。各

县（市、区）队甲组可报男、女运动员各 5-8 名，其余组别可报男、

女运动员各 3-5 名。各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只参加乙、丙、丁、戊

组的单项赛，每组别可报男、女各 2 人。

（二）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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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2007 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乙组：2009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丙组：2010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丁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者。

戊组：2012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

员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及

世界羽联有关 21分制最新规定。

(二)各组团体比赛，五队（含）以下的采取单循环赛制，六队（含）

以上的采取第一阶段循环，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制决出所有名次。团

体赛甲组采取五场三胜制，其他组别均采取三场二胜制。单项比赛采

取淘汰赛加附加赛的赛制决出所有名次。各单位在报名时应按运动员

技术水平高低排列顺序，以便进行抽签编排。

(三)一个团体比赛同队的运动员必须始终穿着同样的服装，双打

比赛中，同队运动员必须穿着同样服装，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四)运动员不得无故弃赛（包括赛中），如赛中因伤弃赛需由大

会医生证明，并经裁判长批准，否则取消成绩。

(五)只有 2 人/队（含）报名参赛时，该项目将不作为比赛项目。

(六)比赛用球：富力特 300 型。

十、录取名次与计分方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计入各队所属代表团的总分榜。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

次时，按实际参加人数录取。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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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与报到：

1、各县（市、区）参赛队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

系统报名，纸质一式二份分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

后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2、各运动队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

运动员近期（赛前 15 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

事意外险。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3、各运动队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4、已报名无证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

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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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击剑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鹿城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经开区、永嘉县、乐清市、

瑞安市、龙港市、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市级社会竞技

体训机构（击剑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8月 27-31 日。

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甲组：重剑个人赛、花剑个人赛、重剑团体赛、花剑团体赛。

乙组：重剑个人赛、花剑个人赛、重剑团体赛、花剑团体赛。

丙组：重剑个人赛、花剑个人赛、重剑团体赛、花剑团体赛。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每队限报领队一名，各组每剑种凡有运动员参加比赛可派 1 名

教练员，各组别运动员限报 4人。每个团体限报 4 人，不得少于 3 人。

（二）各组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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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2004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乙组：200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丙组：201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击剑协会审定的最新《击剑竞赛规则》。

（二）比赛按分组循环和直接淘汰赛进行。分组循环每场时间为

3 分钟。淘汰赛设三局，每局时间为 3分钟。

（三）伤停时间为 5分钟。

（四）比赛所需服装器材自理，同时符合《击剑竞赛》的规定：

1、甲、乙组运动员使用成人剑。丙组运动员使用儿童剑。

2、每个运动员比赛服保护服须符合相应技术规格且后背按规

定印制或缝挂个人名字中文标志。

3、禁止使用螺旋式头线，各种器材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参赛。

十、录取名次：

（一）团体、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各项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加队(人)

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根据各单项累积分之和，排列名次，积分多者名

次列前。若积分相等，以金牌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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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和主要裁判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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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乐清市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经开区、瑞安市、乐清市、

龙港市、苍南县、平阳县、永嘉县、文成县、泰顺县，市级社会

竞技体训机构（田径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1 年 9 月 10-15 日，地点：乐清市新体育中心田径场。

七、竞赛项目与器材标准

见附件 1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根据 2018-2020 年温州市田径分龄赛团体总分

分配名额：苍南、瑞安、乐清、永嘉、龙港可报 48名运动员，龙湾、

洞头、瓯海、经开区、平阳可报 42名，文成、泰顺、鹿城可报 36名，

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12岁组）可报 20人。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

动员 8：1 配备。

（二）各组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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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岁组：2009 年 1 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13岁组：2008 年 1 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14-15 岁组：2006 年 1 月 1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16-17 岁组：2004 年 1 月 1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一）除本规程外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

2020-2021》执行。

（二）12岁及以下组、13岁组：

1、按主副项成绩得分根据比例综合评分计算名次。

2、除主项外，必须参加规定的副项比赛。

3、先比主项后比副项，径赛进行一个赛次，田赛项目均跳或掷

三次。

（三）14-15 岁、16-17 岁组比单项。

（四）每人限报两个单（主）项另可兼报接力，全能不可兼报单

（主）项。

（五）只有2名运动员参加的项目，由大会通知报名单位改项，

但不得换人。

（六）比赛号码布由承办（或协办）单位负责提供，每人二块。

各单位使用号码规定见附件3。

十、计分和录取名次办法

（一）计算公式：

12岁及以下组、13岁组单项名次计算公式具体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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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录取名次：

1、各单项男、女均录取前八名，分别按 9、7、6、5、4、3、2、

1分计入代表团团体总分，接力和全能项目加倍计分, 各项目参赛人

（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数时，按实际参赛人（队）数录取，分值不变。

2、12 岁及以下组、13岁组总分相同，则以主项成绩好者名次列

前，仍相同按田径规则执行。

（三）破、超纪录奖励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

则执行（纪录是指 2020 年审定的各年龄组的纪录）。

十一、总团体名次

（一）团体取前八名。团体按各队运动员在比赛中所得分数和破

纪录加分计算名次，分数多者列前。如分数相同，则以第一名多者列

前，余类推。

（二）获得总团体前三名的代表队各获两名优秀指导师称号，获

得总团体四至六名的代表队各获一名优秀指导师称号，违反赛风赛纪

的队伍不予评比。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项目的比赛。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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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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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竞赛项目及器材标准

1、12 岁及以下组：男女共 20 项

主 项 副 项

100m、400m 立定跳远+后抛铅球

800m 200m+立定跳远

1500m 400m+立定跳远

60m 栏、200m 栏、跳高、跳远、标枪 60m+立定跳远

三项全能：（60m 栏、跳高、垒球）

器材标准:

男子：标枪 400g，铅球 3kg，垒球周长 25.42CM。60 米栏栏高

76.2cm,起跑至第一栏 12m，栏距 7.5m，最后栏至终点 10.5m，共 6

栏。

女子：标枪 400g，铅球 3kg，垒球周长 25.42CM。60 米栏栏高

76.2cm,起跑至第一栏 12m，栏距 7.5m，最后栏至终点 10.5m，共 6

栏。

2、13 岁组：男女共 30 项

主 项 副 项

100m、200m 跳 远

400m 60m

800m 200m

1500m、3000m 400m

男 110m 栏、女 100m 栏、200m 栏 100m

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60m

铅球、铁饼、标枪 60m

四项全能(女)：100m 栏、跳高、标枪、8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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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全能(男)：110m 栏、跳高、跳远、标枪、1000m

器材标准:

男子：铅球 4kg，铁饼 1kg，标枪 500g，110m 栏高 84cm，栏距

8.20m，起跑线至第一栏 13.72m。200m 栏栏高 76.2cm，起跑至第

一栏 16m，栏距 19m，最后栏至终点 13m，共 10 栏

女子：铅球 3kg，铁饼 0.75kg，标枪 500g，100m 栏高 76.2cm，

栏距 8m，起跑线至第一栏 13m。200m 栏栏高 76.2cm，起跑至第

一栏 16m，栏距 19m，最后栏至终点 13m，共 10 栏。

3、14-15 岁组：男女共 30 项

100m、200m、400m、800m、1500m、5000m(男)、3000m(女)、110m

栏(男)、100m 栏(女)、400m 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

饼、标枪

八项全能(男)：100m、跳远、铅球、400m、110m 栏、跳高、标

枪、1000m

五项全能(女)：100m 栏、铅球、跳高、跳远、800m

器材标准:

男子:铅球 5kg，铁饼 1.5kg，标枪 600g，110m 栏高 91.4cm，栏

距 8.7m，起跑线至第一栏 13.72m。400m 栏高 76.2cm，栏距 35m,

起跑线至第一栏 45m。

女子:铅球 3kg，铁饼 1kg，标枪 500g，100m 栏高 84cm，栏距 8m，

起跑线至第一栏 13m。400m 栏高 76.2cm，栏距 35m, 起跑线至第

一栏 45m。

4、16-17 岁组 28 项

100m、200m、400m、800m、1500m、110 米栏(男)、100m 栏(女)、

400m 栏、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

八项全能(男)：100m、跳远、铅球、400m、110m 栏、跳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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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1000m

七项全能(女)：100m 栏、跳高、铅球、200m、跳远、标枪、800m

器材标准：

男子：铅球 6kg，铁饼 1.75kg，标枪 700g，110m 栏高 1m，栏距

8.9m，起跑线至第一栏 13.72m。400m 栏高 91.4cm，栏距 35m, 起

跑线至第一栏 45m。

女子：铅球 4kg，铁饼 1kg，标枪 600g，100m 栏高 84cm，栏距

8.5m，起跑线至第一栏 13m。400m 栏高 0.762m，栏距 35m, 起跑

线至第一栏 45m。

5、13-17 岁组:男女共 5 项

4×100 米接力（男）、4×100 米接力（女）

4×400 米接力（男）、4×400 米接力（女）

4×400 米男女混合接力（男、女）

接力标准：

男女混合 4×400 米混合接力必须为 2 男 2 女，接力顺序由为：

女子——男子——女子——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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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主项、副项评分办法

项 目 12 岁及以下组 13 岁组

主项 100米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200米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400米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800米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1500米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3000米 主项得分×70%+副项得分×30%

主项 60 米栏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 110米栏

（100米栏）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 200米栏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跳远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跳高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三级跳远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铅球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标枪 主项得分×50%+副项得分 2×25%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主项铁饼 主项得分×65%+副项得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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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各代表队号码布号码分配

序号 代 表 队 号 码

1 鹿 城 区 001 — 100

2 龙 湾 区 101 — 200

3 瓯 海 区 201 — 300

4 洞 头 区 601 — 700

5 乐 清 市 301 — 400

6 瑞 安 市 401 — 500

7 永 嘉 县 501 — 600

8 文 成 县 701 — 800

9 平 阳 县 801 — 900

10 泰 顺 县 901 — 1000

11 苍 南 县 1001 — 1100

12 经 开 区 1101 — 1200

13 龙 港 市 1201 — 1300

14 社会体训机构 1301 — 1350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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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体操类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9月 23-26 日

比赛地点：温州体校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

七、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鞍马+自由体操+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男子乙组：自由体操+山羊、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男子丙组：自由体操+山羊、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男子丁组：自由体操、跳马、双杠、团体。

女子甲组：平衡木+高低杠、跳马+自由体操。

女子乙组：平衡木、高低杠、跳马、自由体操。

女子丙组：市编规定动作：平衡木+低独杠、自由体操+跳马、全

能、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5：1配备，每组可报男女各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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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龄规定：

男子甲组：2011 年 1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男子乙组：2013 年 1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男子丙组：2014 年 1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男子丁组：2015 年 1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女子甲组：2012 年 1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女子乙组：2014 年 1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女子丙组：2015 年 1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比赛采用最新版的国际体操评分规则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版《中国

少年儿童体操比赛动作及评分规则》，以及《体操教学训练大纲》的考

评动作和评分规则。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

各项目参赛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数时，按实际参赛人（队）数录

取名次。

（二）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每单位不得超过 2名。当决赛人

数不足八名时，以后名次运动员可以补上，不受单位限制，团体人数

可报 4 名（其中包含一名替补队员），取每项最高 2 名总和成绩。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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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主要裁判员由市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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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动作说明

男子部分：

一、男子甲组、乙组（11年、12 年、13 年出生者）按照浙江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体操规则要求

二、按照市编规定动作：

男子丙组（2014 年出生者）

自由操动作

1、侧手翻两次

2、单腿上跨步成燕式平衡（2秒）

3、单腿后撤成竖叉→转身成横叉→再转身成竖叉

4、单侧划腿合拢

5、连续两次后滚翻后站立

6、向前两次前滚翻成站立；

鞍马动作

1、鞍马，身体正面向上，双腿伸直向前架在鞍马上，双臂伸直

向下支撑，正撑

2、转身 90 度成单手侧撑→再转身 90度成双手俯撑→再转身 90

度成单手侧撑

3、再转身 90度成双臂向后仰撑，屈腿下；（每个面支撑时间均

为 5秒）

吊环动作

1、吊环，双腿跳跃，双手抓吊环

2、待稳定后，双腿伸直向上做引浪

3、双腿并拢，前后摆动五次

4、直腿并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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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马动作

助跑，双脚踏跳踏板分腿腾跃过鞍马→并腿屈膝落；（燕式分腿

跳）

双杠动作

1、双杠，双臂支撑上杠

2、双腿伸直并拢前后摆动五次

3、直腿屈腿下

单杠动作

1、单杠，双手抓握上杠成斜支撑

2、双腿并拢伸直后摆成支撑两次

3、停住成斜支撑→支撑摆动后摆下

男子丁组（2015 年出生者）

自由操动作

1、行进间左右正踢腿

2、左右侧踢腿

3、后撤腿竖叉→转身成横叉→再转身成竖叉

4、单侧划腿合拢

5、后倒滚翻撑地成站姿

跳马动作

1、助跑踏板并腿起跳

2、并腿直腿跳跃

3、屈膝落地

双杠动作

1、双杆，双臂支撑上杠

2、双腿并拢伸直成 90度支撑

3、双臂收拢直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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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部分：

一、女子甲组、乙组、丙组（12年、13 年、14 年出生者）按照

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体操规则要求

二、女子丙组（15年出生者）按照市编规定动作

1.平衡木： 总分值 5分制

动作要求：

（1）双脚依次上木 分值 0.2 分

（2）向前体操步 4 步 分值 0.8 分

（3）侧木体操步左右各 2 步 分值 0.8 分

（4）向后体操步 4 步 分值 0.8 分

（5）双腿立转 180° 分值 0.8 分

（6）直体跳 2 次 分值 0.8 分

（7）左右吸腿起步 2 步 分值 0.2 分

（8）前向直体跳下（纵木） 分值 0.6 分

器械： 高度为 30cm（低木）

2.低独杠： 总分值 5 分制

动作要求：

（1）并腿双脚跳上抓杠成垂直 分值 1.0 分

（2）垂直抓杠横向来回移动到杠面中间 分值 1.0 分

（3）垂直举腿 90度 3 次 分值 1.5 分

（4）保持 90 度控腿 3 秒 分值 1.0 分

（5）一次性垂直抓杠跳下 分值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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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由操： 总分值 10分制

（一）成套时间 60″ 分值 1.0 分

（二）音乐自选（含编排） 分值 4.0 分

（三）动作编排包括如下规定动作：

（1）挺身跳 分值 0.6 分

（2）纵劈叉（左、右腿各一次） 分值 0.8 分（各 0.4 分）

（3）屈体前滚翻直腿坐 分值 0.4 分

（4）倒立接团身前滚翻 分值 1.0 分

（5）团身后滚翻 分值 0.4 分

（6）侧手翻 分值 0.8 分

（7）燕式平衡 分值 0.6 分

（8）身体波浪 分值 0.4 分

4.跳马: 总分值 5分制

动作要求：

（1）双脚连续障碍物跳 5 个 分值 2 分

（2）助跑单腿踏板起跳上落地垫 分值 3 分

器械要求：

1.高垫高度 80cm（垫子高度从地面量起）跳跑总距离 12m

2.障碍物跳高度（市队 20cm，业余队 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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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体操类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9月 23-26 日

比赛地点：温州体校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

七、竞赛项目：

甲组：全能（绳、球、带、徒手）

乙组：绳、圈、徒手、团体

丙组：球、带、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人数要求：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5:1 配备，每组可报 4 人。

（二）各组年龄规定：

甲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乙组：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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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组：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一）艺术体操比赛采用最新国际艺术体操评分规则和中国体操

协会颁发的艺术体操运动员等级大纲规定动作和评分办法。

（二）艺术体操乙组团体 3 人取 6 套动作成绩计入团体总分。丙

组团体 4 人取 6 套动作成绩计入团体总分。

（三）在第一轮比赛中，运动员必须参加所有项目，否则不计全

能成绩，也不得参加任何一个单项决赛。

（四）比赛录音带播放由大会统一管理。

十、录取名次：

（一）团体、全能、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

2、1计分。各项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加队(人)

数录取。

（二）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每单位不得超过 2人，只有当决

赛人数不足八名时，以后名次可以补上，不受单位限制。各项目参赛

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数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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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主要裁判员由市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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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动作说明

11、12、13、14 年出生者：

按照浙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艺术体操规则要求（动作与评分要求

一致）。



- 122 -

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各县（市、区），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体操类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9月 23-26 日

比赛地点：温州体校心桥体操艺术俱乐部

七、竞赛项目：

男子乙组：规定动作单项、全能（规定+自选动作）。

女子乙组：规定动作单项、全能（规定+自选动作）。

男子丙组：规定动作单项、全能（规定+自选动作）。

女子丙组：规定动作单项、全能（规定+自选动作）。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5：1配备，每组可报男女各 4 人。

（二）各组年龄规定：

乙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丙组：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内出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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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执

行。

九、竞赛办法：

进行乙、丙组全能、单项比赛。预赛：乙、丙组完成完成一套规

定动作，一套自选动作。录取全能成绩和名次，个人前 6 名者进入决

赛。个人单项决赛：乙、丙组进行一套规定动作比赛。

十、录取名次：

（一）全能、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各项目参赛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数时，按实际参赛人（队）

数录取名次。

（二）个人：乙、丙组按决赛套成绩决定名次。如名次并列，以

决赛套有效完成分高者名次列前。

（三）一个队员如在某一单套项目上成绩为 0时，则不计该队该

运动员的全能成绩和名次，而且参加单项决赛的运动员，每单位不得

超过 2 名。当决赛人数不足八名时，以后名次运动员可以补上，不受

单位限制。

（四）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五）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六）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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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裁判员：

主要裁判员由市局指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 125 -

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蹦床比赛动作说明

乙组：

第一套动作

1、跳起转体 180 度 1/4 周成腹弹

2、弹起成直立

3、跳起转体 180 度后翻 1/4 周成背弹

4、背起 1/4 周转体 180 度成直立

5、垂直屈体跳

6、跳起转体 180 度团身跳

7、跳起前翻 1/4 周成腹弹

8、腹弹起 1/4 周成直立

9、垂直团身跳

10、团身后空翻

第二套素质测试动作

1、带臂跳 10 次

2、团身跳

3、屈体跳

4、跳起垂直转体 180 度团身跳

5、团身跳

6、屈体跳

7、跳起垂直转体 360 度

丙组：

第一套素质测试动作(做二次)

1、带臂跳 10 次

2、团身跳

3、屈体跳

4、跳起垂直转体 180 度团身跳

5、团身跳

6、屈体跳

7、跳起垂直转体 3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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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瓯海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赛单位

各县（市、区）代表队、浙江省凯易路马术俱乐部

六、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时间：2021年10月10-12日

比赛地点：浙江凯易路马术俱乐部丽岙马场

七、竞赛项目

（一）甲组：

（1）国际马联盛装舞步个人科目，个人赛；

（2） 80CM-100CM场地障碍赛，个人赛(分段赛)。

甲组盛装舞步赛采用中国马术协会盛装舞步中二级。

（二）乙组：

（1）国际马联盛装舞步初级B科目，个人赛；

（2）50CM-80CM场地障碍赛，个人赛(分段赛)；

乙组盛装舞步赛采用中国马术协会盛装舞步中三级。

（三）丙组



- 127 -

（1）国际马联盛装舞步初级B科目，个人赛；

（2）50CM场地障碍赛，个人赛；

丙组盛装舞步赛采用中国马术协会盛装舞步中三级。

八、参赛办法：

(一）报名人数：各队报名人数不限。

(二）年龄要求：

1、甲组：2003年-2011年出生。

2、乙组：2006年-2013年出生。

3、丙组：2009年-2013年出生。

（三）资格要求：

1、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

动员资格规定》执行。

2、每名运动员限报一个组别，参赛马匹可兼项。

3、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参赛马匹须具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

马匹护照，并在到达赛区后及时向赛会兽医提交。参赛马匹在赛前按

规则要求进行验马，未参加验马的马匹不得参加比赛。参赛马龄须达

到6岁。参赛马匹赴赛区前须办理相关检疫手续，并由所在地、县级

兽医站出具检疫合格证明，随马匹抵达赛区时递交大会兽医。

九、竞赛办法

（一）场地障碍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6版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

赛规则。盛装舞步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5版国际马联盛装舞步竞赛

规则。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以温州市体育局下发通知为准。

（二）盛装舞步赛：排名以百分比得分最高者获胜，若百分比得

分相同，以综合分总分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综合分中骑手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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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者名次列前。

（三）场地障碍赛

1、甲组场地障碍 0.8-1.0 米为分段赛。

比赛以一轮进行，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条款

274.1.5.3 执行，采用 A 表判罚。

障碍最高高度为 0.8- 1.0 米，第一段设 7-9 道障碍可

含或不含 AB 组合障碍；第二段设 4-6 道可含或不含 AB 组合

障碍，行进速度为 350 米/分钟。

若障碍罚分以及时间罚分为零完成第一段比赛，则自动

进入第二段比赛。若第一段有障碍或时间罚分，则无法进入

第二段比赛。比赛以第二段罚分最少者获胜，如罚分相同，

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2、乙组场地障碍 0.5 米为分段赛。

比赛以一轮进行，根据国际马联场地障碍规则条款

274.1.5.3 执行，采用 A 表判罚。

障碍最高高度为 0.5 米，第一段设 7-9 道障碍可含或不

含 AB 组合障碍；第二段设 4-6 道可含或不含 AB 组合障碍，

行进速度为 350 米/分钟。

若障碍罚分以及时间罚分为零完成第一段比赛，则自动

进入第二段比赛。若第一段有障碍或时间罚分，则无法进入

第二段比赛。比赛以第二段罚分最少者获胜，如罚分相同，

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3、丙组场地障碍 0.3 米(个人赛)为双边贴时赛。

比赛以一轮进行，障碍最高高度为 0.3 米，设 8 至 10

道障碍，行进速度为 325 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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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赛以罚分少者获胜，若罚分相同，更接近最佳时间

（双边贴时）者，名次列前。

十、着装与马具等赛事监管主要规则

（一）盛装舞步：

上马必须佩戴头盔。任何选手（以及其他人员）在违反本规则时

必须停止骑马，戴上头盔后才允许骑马；

骑士服：黑色或深蓝色；

头盔：黑色或与骑士服同色；

马裤：白色或米色；

领巾或领带：白色或米色；

手套：白色、米色或与骑士服同色；

马靴：黑色或与骑士服同色；

马刺：可戴可不戴。如果使用马刺，必须是光滑的金属材质，马

刺可以是弯柄的或着直柄，允许使用轮式马刺（马刺轮必须是可以转

动并且是圆滑不锋利的）；

马鞭:比赛场地不得使用任何马鞭，热身场可以使用一根长度不

超过1.20米的马鞭；

马鞍：必须使用舞步鞍；

衔铁：中三级科目只允许使用普通小勒衔铁，不允许使用双勒衔

铁、无衔铁水勒或盖革衔铁，中二级科目（含）以上允许使用大勒双

缰；

耳罩：允许使用，但耳罩不可遮挡马眼，耳塞不可使用。耳罩的

颜色和款式的选用必须谨慎；

配件：严禁使用任何种类的配件(例如抬头缰、侧缰、折返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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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缰等);严禁使用任何形式的眼罩。

（二）场地障碍：

上马必须佩戴头盔。任何选手（以及其他人员）在违反本规则时

必须停止骑马，戴上头盔后才允许骑马；

深色骑士服或俱乐部统一骑士服。白色或米色马裤、马靴、白色

衬衫和领巾或领带；

马刺可戴可不戴。如使用马刺，必须是光滑的金属材质，刺柄尾

端必须光滑。若马刺柄带有弧度，马刺佩戴时马刺柄必须朝下。允许

使用轮式马刺（马刺轮必须是可以转动并且是圆滑不锋利的）；

马鞭:不得使用超过75 厘米或末端负重的马鞭；

青少年儿童骑手跳跃障碍建议穿着防护背心。

十一、录取名次

（一）各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入各队

所属代表团团体总分。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

取，名次得分值不变。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三）前 3 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其他名次颁发证书，获奖马匹

将授予佩花。

（四）比赛设“最佳马主奖”，各组别冠军马匹的马主为最佳马

主，颁发奖杯一座。

（五）比赛设“最佳马匹形象奖”，以验马表现为主要参评依据，

颁发奖杯一座。

十二、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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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三、技术官员

（一）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中国马术协会《马术

及速度赛马竞赛仲裁办法》执行。

（二）技术官员名单另行通知，人选由温州市体育局选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四、经费

（一）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

费开支办法》执行。

（二）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代表队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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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所发生的伤害与意外事故，主办

单位和承办单位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四）参赛马匹须按规定注射马流感疫苗。未注射马流感疫苗的

马匹将不得参赛。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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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龙湾区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经开区、永嘉县、乐清市、瑞安市、

龙港市、平阳县、苍南县，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网球项目）。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10 月中旬。比赛地点：龙湾网球中心

七、竞赛项目

甲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

乙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丙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丁组: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戊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团体。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 8：1 配备，各组别可报男、女运

动员各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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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年龄规定

甲组：2007 年 1月 1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乙组：2009 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丙组：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丁组：2011 年 1月 1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戊组：2012 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者。

(三)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资格规定》

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际网联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采用一盘

(6局)平局决胜制,比赛赛制视报名情况另定。

（二）团体赛由两个单打和一个双打组成。出场顺序为：第一单

打、第二单打和双打。每个团体至少要有三人参加，两个单打必须由

两名队员出场参赛，并只允许两名单打参赛者的其中一名兼任双打。

（三）每次团体赛运动员出场顺序采取任意排名的方法，按规定

填写赛会统一的出场顺序表一式两份，由领队或教练员签字后，于赛

前三十分钟双方同时将该表递交赛会指定人员，经审查合格后将其中

一份同时交予对方。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一律不准更改。

（四）各单位报名时应按运动员技术水平高低排列顺序，以便进

行抽签编排。

（五）决定名次的办法：

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名次，胜次多者名次列前。如

两队获胜次数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三队

(对、人)或三队(对、人)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净胜盘数决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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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则按净胜局数决定；还相等，则按净胜分数决定；上述办法仍不

能排出名次，采取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六）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大会通知上场 15 分钟内不到场者，

视为弃赛。因伤、病不能参赛，需由大会医生证明，并经裁判长批准。

如病好上场比赛，也需大会医生证明，裁判长批准，否则取消成绩。

（七）团体和双打比赛中，同队运动员必须穿着同样服装，否则

不得上场比赛。

（八）比赛用球：另定。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团体、单项均录取前八名，按 9、7、6、5、4、3、2、1

计分。各项参赛的队（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加队(人)

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根据各单项累积分之和，排列名次，积分多者名

次列前。若积分相等，以金牌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三）报名参赛的人数（或队数）不足 2个（含 2个）时，将取

消该单项或团体的比赛。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五）团体总分获前三名的代表队主教练员获优秀指导师称号

（如有违反赛风赛纪，不予以评比优秀称号）。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 20天在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报名系统报

名，同时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报名表须经县（市、区）体育局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

更改，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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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报到时须提供运动员参赛

代表资格证、二代身份证、赛前 3 个月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健康

证明以及人身意外保险有效凭证。无上述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各单位报到时需交赛风赛纪保证金 2000 元,如无违反各项

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项罚款 200 元。

十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和主要裁判员由市体育局选派。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办

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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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龙湾区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加单位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洞头区、瑞安市、乐清市、龙港市、

苍南县、平阳县、永嘉县、泰顺县，以上县（市、区）各允许一

家游泳市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参加。

六、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1年10月中旬，比赛地点：待定

七、 竞赛项目

各年龄组别比赛项目详见项目表（附后），比赛为50米标准池。

八、 参加办法

(一)各县（市、区）代表队各组别可报男、女运动员各5人，市

级社会竞技体训机构可参加6-11岁组的比赛，各组别可报男、女运动

员各4人。

工作人员人数均按运动员10：1配备。

(二)男女年龄组规定：

6－7岁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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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组：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9岁组：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10岁组：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11岁组：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12岁组：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男子13岁组：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女子13-15岁组：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

男子14-16岁组：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出生。

(三)资格要求：

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 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与《游泳年

龄组教学训练大纲》全能竞赛有关规定。

(二)6-7岁组运动员可报一个泳姿的全能（一个泳姿的50米加相

应泳姿的50米打腿），其他组别运动员每人限报一项全能项目，另可

兼报接力项目。

(三)各项目均进行一次决赛，非全能项目按计时成绩决定名次，

成绩相同，名次并列，无下一个名次。全能项目按大纲成绩评分表分

值来决定名次，如成绩（分值和）相同，则200米混合泳排名在前者

列前。

（四）比赛采用一次出发。

十、录取名次与计分方法：

(一)各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入各队所



- 139 -

属代表团团体总分。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名次得分值不变。

(二)设总团体，录取前八名。总团体按各队运动员获得单项得分

和破纪录加分累计总和计算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得分相同则

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其余以此类推。

(三)破、超纪录加分方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

部）竞赛规程总则》中破、超纪录加分规定执行。

1、凡在本届市运会（青少年部）游泳比赛各单项以及接力的第

一程和长距离比赛中由出发开始的第一个短距离单项，只要成绩超过

最新纪录的，均予承认破、超该项运动的最高纪录。

2、超世界纪录，在该运动员所在代表团加计金牌10枚、团体总

分90分；超亚洲纪录（必须高于全国纪录），在该运动员所在的代表

团加计金牌6枚、团体总分54分；超全国纪录（必须高于省纪录），加

计金牌3枚、团体总分27分；超省纪录和全国青少年纪录（必须高于

省青少年纪录），加计金牌1枚、团体总分20分；超全省少年各年龄组

纪录、破市最高纪录加14分；破市少年各年龄组纪录加7分。

3、破、超纪录加分计牌仅限于在本届市运会上创造的该单项的

最好成绩取得者。

4、一名运动员在同一竞赛单项中破、超数个等级的纪录时，只

以其中一次最高的破、超纪录等级予以加分计牌。

最高纪录以国家体育总局、浙江省体育局、温州市体育局2020

年公布的最高纪录为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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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将报名

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须经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逾期

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报名后不得更改，如报名时不足二

人（含二人）不作比赛项目，允许改项。

（二）报到：

各单位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运动

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意外

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主要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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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分组和项目设置表
年龄组别 项 目 金牌数

男子 14—16 岁组
(2005—2007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 4

女子 13—15 岁组
(2006—2008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 4

男子 13 岁组
（2008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 200m 混,400 自 6

男子 12 岁组
(2009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 200m 混，400 自；
接力： 4×100m 自接

7

女子 12 岁组
(2009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 200m 混，400 自；
接力： 4×100m 自接

7

男子 11 岁组
(2010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4×100m 自接，4×100m 混接

12

女子 11 岁组
(20010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4×100m 自接，4×100m 混接

12

男子 10 岁组
(2011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12

女子 10 岁组
(2011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12

男子 9 岁组
(2012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12

女子 9 岁组
(2012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12

男子 8 岁组
(2013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

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4×50m 自接， 4×50m 混接

12

女子 8 岁组
(2013 年出生)

单项：自、仰、蛙、蝶全能，50 自，200 混，400 自；

100 蝶﹢400 自，100 仰﹢400 自，100 蛙﹢200 混；
接力：4×50m 自接， 4×50m 混接

12

男子 6-7 岁组
(2014-2015 年出生)

单项：50m 自由泳持板打腿+50 m 自， 50m 蛙泳持板蹬腿
+50m 蛙，50m 仰泳滑行打腿+50 m 仰，50m 蝶泳持板打腿
+ 50 m 蝶；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6

女子 6-7 岁组
(2014-2015 年出生)

单项：50m 自由泳持板打腿+50 m 自， 50m 蛙泳持板蹬腿
+50m 蛙，50m 仰泳滑行打腿+50 m 仰，50m 蝶泳持板打腿
+ 50 m 蝶；接力： 4×50m 自接，4×50m 混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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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龙舟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二、执行单位

温州市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

瓯海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四、赛事监管单位

温州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五、参赛单位

各县（市、区）

六、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时间：2021年10月中旬，比赛地点：待定

七、竞赛项目：

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

八、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各代表队工作人员按运动员人数8：1配备。各

队限报16人；其中领队1人、教练1人，鼓手1人、舵手1人、划手10

人，替补2人（同性别划手最少4人、最多不超过5人参赛）。

（二）年龄要求：2004年及以后出生者。

（三）比赛龙舟由大会提供，各队可自带桨，划桨规格必须符合

中国龙舟协会竞赛规则要求，颜色一致；舵采用固定式舵。

（四）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队参加比赛。

（五）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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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资格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参赛运动员

资格规定》执行。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龙舟协会审订的2020年版《龙舟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坐姿。

（三）队旗队服要求：

1、各参赛队自备队旗，呈直角三角形，高1.6米、宽2.4米，颜

色不限，旗上印有×××代表队。

2、各队运动员比赛服装颜色、式样一致。

（四）所有参赛人员必须服从大会工作人员和裁判员的指挥和安

排，必须穿着背心式救生衣（自备）方能参赛。

（五）比赛方法及抽签：

1、比赛设4条赛道，根据报名情况，采取预赛、复赛、半决赛、

决赛的方式进行；

2、预赛分组抽签在领队、教练、裁判长联席会上进行；比赛的

赛道根据实际情况于赛前在检录处抽签决定。

十、录取名次：

（一）各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不足八名（含八名）

的单项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并按9、7、6、5、4、3、2、1分计

入各代表队团体总分。小项报名的人数（或队数）不足2个（含2个）

时，该小项将取消比赛。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各单位于赛前20天在温州市体育比赛报名系统报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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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名单一式二份寄市体育局训竞处和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报名表

须经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查盖章方为有效，报名后不得更改，

逾期报名（以邮戳为准），按弃权论。

（二）各单位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交验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

运动员近期（赛前15天之内）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参赛人员赛事

意外险。无上述证件、证明者不得参赛。

(三) 各单位报到时需预交赛风赛纪保证金2000元,如无违反各

项规定,于赛后返回。

(四) 已报名无正当理由不参赛者每人项罚款200元，于赛风赛纪

保证金退还时结算。

十二、技术官员

(一)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

(二)技术官员由市体育局指派。

(三)技术官员于赛前一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经费：

按《温州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育竞赛包干经费开支

办法》执行。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温州市体育局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温州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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