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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跳水等 38 个

项目竞赛规程的通知

市六运会各代表团、有关直属单位：

现将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田径等 38 个项目竞赛规程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各个项目竞赛规程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体育局代章）

2021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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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跳水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24 日—28 日在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6 项）

男子：一米板、三米板、跳台。

女子：一米板、三米板、跳台。

（二）青少年乙组（4 项）

男子：一米板、五米台。

女子：一米板、五米台。

（三）青少年丙组（6 项）

男子：个人全能（一米板、五米台）、陆上技术、陆上

素质。

女子：个人全能（一米板、五米台）、陆上技术、陆上

素质。

（四）青少年丁组（6 项）

男子：个人全能（一米板、三米台）、陆上技术、陆上

素质。

女子：个人全能（一米板、三米台）、陆上技术、陆上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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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单位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各组男女运动员 6

人，可以小报大但不能以大报小。

（二）运动员年龄

青少年甲组：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

青少年乙组：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青少年丙组：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青少年丁组：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跳水竞赛规则。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四）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五）甲组各项比赛均采用全套动作一次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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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乙组动作具体如下：

1.一米板：

（1）一至四组规定动作，抽签时确定表内的一个组动

作（见竞赛办法第七条）。

（2）自选动作男子跳 3 个动作，女子跳 2 个动作。其

中必须从一、四组中选 1 个。从二、三组中选 1 个。另一个

选自不同组别。难度系数不得超过 2.2。

2.五米台：

（1）向前和向后各一种姿势倒下入水，抽签时确定表

内的一个组动作（见附表）。

（2）一至四组半周（按组别顺序进行比赛）。

（七）乙组 1 米跳板比赛规定动作抽签表：

A 组：101B、201B、301B、401B。

B 组：101B、201C、301C、401C。

（八）乙组跳台倒下比赛规定动作抽签表：

A 组：前 A、后 C。

B 组：前 B、后 A。

C 组：前 C、后 B。

（九）丙组各项比赛动作具体如下：

1.一米板：

（1）一至四组规定为抱膝半周。

（2）自选动作男子跳 2 个，女子跳 2 个，组别不得相

同，难度不得超过 2.2，（如自选不够者可用跳下代替，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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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能重复）。

（3）一、三组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必须采用三弹。

2.五米台：

（1）向前和向后各一种姿势倒下入水，抽签时确定表

内的一个组动作（见附表）。

A 组：前 A、后 C。

B 组：前 B、后 A。

C 组：前 C、后 B。

（2）一至四组抱膝半周（按组别顺序进行比赛）。

（十）丁组各项比赛动作具体如下：

1.一米板：

完成 101B、101C、201C、401C 四个动作，其中 101B

和 101C 必须采用三弹。

2.三米台

（1）向前和向后各一种姿势倒下入水，抽签时确定表

内的一个组动作（见附表）。

A 组：前 A、后 C。

B 组：前 B、后 A。

C 组：前 C、后 B。

（2）前后甲乙丙跳下。

（十一）陆上比赛细则

1、陆上技术项目：网上 10 弹、板上 10 弹。

2、陆上素质项目：立定跳远、20 秒悬垂举腿（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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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钟跳绳、空倒立。

3、陆上比赛评分办法

（1）网、板 10 弹各 100 分，多一弹或少一弹均扣 10

分；中途停顿一次扣 10 分；没有摸到空中目标一次扣 5 分；

弹出规定范围一次扣 5 分；动作姿态不规范扣 5—20 分；掉

下器械或脚以外身体其他部位触碰器械为 0 分。

（2）立定跳远 3 次，取其中最好一次成绩。以实际公

分数计分。

（3）悬垂举腿完成一次得 3 分，没有触杠或弯膝勾脚

尖均不得分。以 20 秒内有效次数计算得分。

（4）跳绳以 1 分钟内实际次数计算得分，中途停顿一

次扣 3 分。

（5）空倒立以双脚离开地面至脚落地计算空中停留时

间，停留 1 秒得 5 分。

（十二）水上比赛评分办法

1.三弹动作评分办法：

（1）弹动作的难度系数按照走板动作计算，三弹必须

直接从板上开始，多一弹或少一弹，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

给分中扣除 2 分。

（2）弹起后停顿再开始，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给分

中扣除 2 分。

2.倒下动作评分办法：

（1）前倒 A、B 的开始姿势应是站立且两手分开，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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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手则认为部分改变开始姿势，该动作不得超过 4.5 分。

（2）前倒 C 的开始姿势为坐台且抱腿。

（3）后倒 A、B 的开始姿势应是站立且不得作并手动作，

如出现并手则认为部分改变开始姿势，该动作不得超过 4.5

分。

（4）后倒 C 的开始姿势为蹲台且抱腿。

（5）前倒和后倒 A、B 的开始姿势准备好后，一提踵就

认为动作开始，提踵后脚跟再着地，或向前跨一步，或手撑

地，裁判长在每个裁判员的给分中扣除 2 分。

（6）所有倒下动作难度系数为 1.0。

（十三）抽签由组委会竞赛组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共同参

加。

（十四）运动员如果动作不齐可用跳下代替，但动作不

能重复。

（十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同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

动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前

八名分别颁发成绩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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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丙丁组全能成绩按运动员参加各项比赛的成绩总和排

列名次。

（三）比赛中如出现单项比赛名次并列，将下一个（或

几个）名次空出，将全部空出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分，

作为并列名次者名次分。如果第八名并列，则按照第八名的

分值分别进行统计。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学院水上系，电话：63601195。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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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规定》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

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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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5 月 24 日—5 月 29 日在永川体育中心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男子组（8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4×100 米

接力、跳高、跳远。

（二）成年女子组（8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4×100 米

接力、跳高、跳远。

（三）青少年男子甲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

（0.914/9.14）、400 米栏（0.840/35）、4×100 米接力、4×

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5kg）、铁饼（1.5kg）、

10 公里场地竞走。

（四）青少年女子甲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

（0.762/8.50）、400 米栏（0.762/35）、4×100 米接力、4×

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4kg）、铁饼（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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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里场地竞走。

（五）青少年男子乙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

（0.914/8.70）、300 米栏（0.762/35）、4×100 米接力、4×

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5kg）、铁饼（1kg）、

10 公里场地竞走。

（六）青少年女子乙组（15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

（0.762/8）、300 米栏（0.762/35）、4×100 米接力、4×400

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3kg）、铁饼（1kg）、

5 公里场地竞走。

（七）青少年男子丙组（8 项）

6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4×100 米接

力、跳高、跳远。

（八）青少年女子丙组（8 项）

60 米、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4×100 米接

力、跳高、跳远。

（九）青少年男子丁组（4 项）

60 米、100 米、200 米、4×100 米接力。

（十）青少年女子丙组（4 项）

60 米、100 米、200 米、4×100 米接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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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运动员男女各

6 名。

2.青少年组：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4 名，甲组运动员

男女各 8 名，乙组运动员男女各 6 名，丙组和丁组运动员男

女各 5 名。

3.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

各代表队每项接力限报一队。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以前；

甲 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丁 组：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印有本单位名称（胸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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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度 10 厘米）的统一比赛服装（背心、短裤），否则不能

参加比赛。

（四）男女 400 米（不含 400 米）以上的项目和接力直

接决赛，其他项目进行预、决赛。

（五）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

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超、破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相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超、破

纪录加分之和分别排列成年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

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

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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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中如出现单项比赛名次并列，将下一个（或

几个）名次空出，将全部空出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分，

作为并列名次者名次分。如果第八名并列，则按照第八名的

分值分别进行统计。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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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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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游泳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5 月 10 日—5 月 21 日在綦江区游泳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男女各 9 项）

50 米自由泳、50 米仰泳、50 米蛙泳、50 米蝶泳、100

米自由泳、200 米混合泳、4×100 米自由泳接力、4×50 米

自由泳接力、4×50 米混合泳接力。

（二）青少年甲、乙、丙组（男女各 12 项）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400 米自由泳、100 米仰

泳、200 米仰泳、100 米蛙泳、200 米蛙泳、100 米蝶泳、200

米蝶泳、200 米混合泳、4×100 米自由泳接力、4×100 米

混合泳接力。

（三）青少年丁组（男女各 12 项）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400 米自由泳、50 米仰泳、

100 米仰泳、50 米蛙泳、100 米蛙泳、50 米蝶泳、100 米蝶

泳、200 米混合泳、4×50 米自由泳接力、4×50 米混合泳接

力。

四、运动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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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组别分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男女运动员

各 5 名。

2.各组别之间人数不得调剂。

3.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每名运动员限报 2 项

（接力除外）。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成年组：200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以前；

2.甲 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乙 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4.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5.丁 组：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所有项目均为一次性决赛。

（四）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18

（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

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超、破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相关规定执行。凡破市纪录的青少年运动员按实际年龄相对

应的市纪录计算。

3.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超、破

纪录加分之和分别排列各组别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

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

此类推。

（三）比赛中如出现单项比赛名次并列，将下一个（或

几个）名次空出，将全部空出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分，

作为并列名次者名次分。如果第八名并列，则按照第八名的

分值分别进行统计。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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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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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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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篮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 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成年男子组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至 29 日在棠城

体育馆、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二）成年女子组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永川

体育馆举行。

（三）青少年甲组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2 日在棠城

体育馆、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四）青少年乙组于 2021 年 5 月 9 日至 15 日在棠城体

育馆、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五）青少年丙组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19 日在棠城

体育馆、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六）三人篮球甲、乙组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

在水电学院篮球棚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12 项）

（一）成年组(2 项)

男子成年组：5 人制

女子成年组：5 人制

（二）青少年组（10 项）



22

1.青少年甲组（4 项）

男子：5 人制、3 人制

女子：5 人制、3 人制

2.青少年乙组（4 项）

男子：5 人制、3 人制

女子：5 人制、3 人制

3.青少年丙组（2 项）

男子：5 人制

女子：5 人制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男女各 12

人。

2.青少年甲、乙、丙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

员男女各 12 人。

3.三人制篮球青少年甲、乙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

运动员男女各 6 人。（参赛运动员 4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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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组：2001.12.31 以前；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

三人制：

甲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

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最新篮球规则及规则解释。

（二）比赛用球

1.成年男子组、青少年男子甲组、青少年男子乙组使

用 7 号比赛篮球。

2.成年女子组、青少年女子甲组、青少年女子乙组使用

6 号比赛篮球。

3.青少年丙组使用 5 号比赛篮球。

4.三人制篮球男、女子甲组和乙组使用国际篮联三对

三指定篮球。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四)参赛单位不足 3 个(含 3 个)不设项。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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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录取名次

录取前十二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和

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

（二）计分方法

1.青少年组具体计牌计分办法：按所取得的奖牌×4 统

计奖牌，按 52、44、40、36、32、28、24、20、16、12、8、

4 分统计代表团总分。

（三）共建及市重点业余体校两次计分

1.只计分数，不计奖牌。每获得一个名次，每人分别按

照所获名次相应分值（13、11、10、9、8、7、6、5、4、3、

2、1 分）统计给运动员两次计分单位。如同一单位在同一比

赛小项上有四名或四名以上的两次计分运动员，则最多只能

按照所获名次相应分值的 4 倍（52、44、40、36、32、28、

24、20、16、12、8、4 分）统计给运动员两次计分单位。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成年组 2021 年 4 月 12 日，青少

年甲组 2021 年 2 月 23 日，青少年乙组 2021 年 4 月 12 日，

青少年丙组 2021 年 3 月 24 日，三人篮球 2021 年 2 月 23 日。

（三）报名、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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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电话：63251238

手机：张堃 18623518917（微信同号）肖熊 1522366762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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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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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羽毛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成年组于 2021 年 4 月 17—21 日、青少年组于 2021 年

4 月 24—29 日在永川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7 项）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二）青少年甲组（7 项）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三）青少年乙组（6 项）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

（四）青少年丙组（6 项）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

女子双打。

（五）青少年丁组（4 项）

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团体、女子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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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

甲组：2002 年 1 月 1 日-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5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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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组：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报名人数

1.成年组：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运动员男女各

4 名。

2.青少年组：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4 名，各组别运动

员男、女各 4 名。

（三）每名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报名。进入比赛场

地进行临场指挥的教练员须是秩序册上该队已报名的教练

员。

（四）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比赛服背面必须以汉字形式印

制运动员姓名和代表团名称（姓名在上、队名在下），不得

使用其他文字符号；双打配对选手必须着相同款式、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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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否者不允许上场比赛。若双方服装颜色、款式相同或

相近，裁判员有权要求其中一方及时更换。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

则》。

（二）运动员凭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

（三）根据报名人数采用分组、分阶段或采用单淘汰加

附加赛的办法进行。

（四）青少年组种子原则上按 2020 年重庆市青少年羽毛

球锦标赛及往年市青少年锦标赛、精英赛成绩确定；成年组

种子原则按照市五运会羽毛球比赛成绩确定。特殊情况由竞

委会根据运动员水平直接决定。

（五）比赛将进行公开抽签，方式、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六）单项赛：每名运动员最多只能选择参加 2 项。团

体赛：采用三场二胜制，出场顺序为（单、双、单），先胜

两场为胜方，不再进行后面的比赛。如遇连场，运动员可休

息不超过 10 分钟。团体赛至少有 3 名运动员参赛，两场单

打必须由不同的两名运动员参赛；出场表人数不足 3 人，不

得参加团体赛。

（七）弃权

1.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每节比赛开始时间前 20 分钟到检

录处报到。以上一场比赛结束时间为准，检录迟到超过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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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未到场，本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2.因伤病经大会医生诊断确认无法继续参赛的运动员，

须由运动队书面申请，经裁判长签名同意后交编排备案后可

保留后续比赛资格或已获得的相应名次。

3.单项赛中，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天内（含同一节内）参

加两场（项）以上比赛，赛前要求其中一场（项）比赛弃权

者（赛中因受伤病按正常弃权处理的除外），除该运动员被

判该场（项）比赛弃权外，该运动员在同一天内（含同一节

内）不得参加其他比赛。

（八）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有异议可通过裁判员

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无论什么原因造

成比赛中断 5 分钟(经调解说服后计算)以上者，按罢赛处理。

（九）比赛用球：待定。

（十）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组别各赛项（团体、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

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

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队）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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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赛项（团体、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

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所有赛项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成年组、

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团体总分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

获第 1 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 2 名多者列前，依

此类推，如所有名次都相等则以抽签方式排出名次。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体育局关于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

作的通知》执行。

（二）成年组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3 月 28 日；青少年

组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4 月 4 日。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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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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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拳击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2 日—8 日在永川区棠城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

男子（11 项）：44-46kg、50kg、52kg、54kg、57kg、

60kg、63kg、66kg、70kg、75kg、+75kg。

女子（6 项）：44-46kg、48kg、54kg、60kg、66kg、75kg。

（二）青少年乙组

男子（11 项）：42kg、46kg、48kg、50kg、52kg、54kg、

57kg、60kg、64kg、69kg、+69kg。

女子（6 项）：45kg、48kg、52kg、55kg、58kg、+58kg。

（三）青少年丙组

男子（8 项）：35-40kg、42kg、45kg、48kg、52kg、55kg、

60kg、-65kg。

女子（6 项）：35-38kg、42kg、46kg、50kg、54kg、-62kg。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赛前 30

天内检查的心、脑电图等)，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

动，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比赛进行期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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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携带所有运动员的体检材料备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

将取消参赛资格。

五、参加办法

（一）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组：2002 年 1 月 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报名人数

各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各组别男女合计最大

报名人数，甲组：17 人；乙组：17 人；丙组 14 人。每个

组别可分别任选两个级别报 2 人，其他级别限报 1 人。

（三）运动员凭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拳击运动员手册》

检录、称量体重和参赛。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拳击协会最新审定的《拳击竞赛规则》，

并采用个人对抗赛，单败淘汰制。

（二）丙组运动员只允许使用左右直拳，否则裁判员将

视违例程度予以劝告、警告直至取消当场比赛资格。

（三）运动员出现打假拳等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或犯规，

裁判员将视情况给予该运动员告诫、警告或取消其比赛资格

的处罚。

（四）运动员不允许无故弃权。无故弃权一场比赛，将

取消已获得的成绩，同时两年内将不允许参加市体育组织的

任何拳击赛事（时间从本次比赛当月开始执行）。

（五）甲组三回合、每个回合 3 分钟；乙组三回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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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回合 2 分钟；丙组三回合、每个回合 1 分 30 秒；回合之

间休息一分钟。

（六）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七）为保护运动员安全，根据《国际拳联公开拳击赛

竞赛规则》规定，女子甲、乙组运动员需签署《未孕声明》。

（八）大会统一准备拳击手套、护头(自备头盔须经大会

检验合格)，运动员自备护手绷带、护裆、白色护齿及红、蓝

拳击背心各一件，女子运动员须佩戴发网。运动员必须佩带

护裆上场，否则不允许比赛。

（九）申诉程序：

1.比赛开始后，不予受理运动员资格问题。

2.各代表队如对裁判的判罚有异议要求申诉的，必须在

比赛结束后立即写出书面申述材料，并附有关证明材料，由

代表队教练或领队签字后交由大会仲裁委员会处理。一律不

接受口头申述。

（十）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级别录取前八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前三名颁

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

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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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别前八名分别按 13、11、9.5、9.5、6.5、6.5、

6.5、6.5 计分。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2.按各代表队在各级别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

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单项团体总分前八名，如总分相等，

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

依此类推，如还相等则以抽签决定名次。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报名所需提供的材料，除按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庆市第六

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4 号）

要求执行外，还需提交《运动员体检承诺书》和女子甲、乙

组运动员《未孕声明》。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3 月 13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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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 运动员体检承诺书

2. 未孕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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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运动员体检承诺书

市六运会拳击竞委会：

我代表团拳击运动员 名（名单附后）参加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拳击比赛，经在

医院（医院全称）进行心电图、脑电图以及其他项目的身体

检查，医院证明所有运动员各项检查结果均正常，运动员身

体健康，完全适合参加拳击比赛，同时体检材料已齐备，可

随时接受查验。

特此承诺！

参赛代表团负责人 领队（教练）签字：

签字、单位盖章：

签署日期：2021 年 月

日

附参赛运动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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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未孕声明

本代表团特此声明，所有甲、乙组参赛女运动员经医院

检查均未怀孕。本单位理解该声明的严肃性，如果之后显示

该声明不正确或者不真实，愿意接受对此产生的所有责任。

参赛代表团负责人 领队（教练）签字：

签字、单位盖章：

签署日期：2021 年 月

日

附：承认方所有甲、乙组女运动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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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柔道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30 日在棠城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6 项）

1.青少年男子甲组：-50kg、-55kg、-60kg、-66kg、-73kg、

-81kg、-90kg、+90kg。

2.青少年女子甲组：-45kg、-48kg、-52kg、-57kg、-63kg、

-70kg、-78kg、+78kg。

3.青少年男子乙组：-45kg、-48kg、-53kg、-58kg、-64kg、

-71kg、-79kg、+79kg。

4.青少年女子乙组：-42kg、-46kg、-50kg、-55kg、-61kg、

-67kg、+67kg。

5.青少年男子丙组：-36kg、-40kg、-45kg、-51kg、

-56kg、+56kg。

6.青少年女子丙组：-36kg、-40kg、-45kg、-51kg、

-56kg、+56kg。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41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各组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运动员

人数分别为：

（1）青少年甲组：16 名。

（2）青少年乙组：20 名。

（3）青少年丙组：12 名。

2.各代表团各组别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青少年甲组：2001 年 1 月 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

2.青少年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

3.青少年丙组：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六、竞赛办法

1.采用中国柔道协会最新竞赛规则并使用一个比赛台进

行。

2.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

3.参赛人数少于 5 人（含）的小项将进行单循环赛。如

多人间胜负关系相同，依次以比赛中获得一本、技有多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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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胜负关系。如仍无法判定，则抽签决定胜负关系。如在循

环赛中任一队员任意一场比赛弃权，则其所有对手都以一本

获胜。

4.称量体重相关规定

（1）运动员正式称重将安排在比赛前一天的 17 时进行。

（2）运动员必须穿着干爽的运动短裤和短袖 T 恤衫参

加称量体重。称量体重开放式分单位进行，并随机抽调 4 名

教练员监称，大会将对称量体重进行录像。

（3）称量体重时按参赛级别统一上浮 0.5 公斤计算，即

参加-66 公斤比赛的运动员体重不得超过 66.5 公斤。

（4）为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在比赛当天首场比赛

之前 30 分钟将随机检查参赛运动员的体重，参赛运动员不

能超过该级别体重的 5%以上（不穿柔道服），即-66 公斤的

运动员最大体重为 69.3 公斤（不穿柔道服，按四舍五入取小

数点后 1 位）。不参加称重和超重运动员将取消比赛资格。

5.甲组比赛关节技、绞技形成即获胜，乙组、丙组不允

许使用。

6.服装器材要求

运动员参赛所穿的柔道服尺寸大小必须符合国际柔联

最新实行的道服规则相关要求。女运动员必须自备全白色或

米黄色的圆领半袖衫。裁判组将在运动员检录处配备相应的

检查工具供运动员自行检查，凡在比赛中裁判员对运动员道

服产生质疑，经正式检测如不符合要求，将直接判负，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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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

7.称量体重、比赛将采用人脸识别+二代身份证原件的形

式进行检录。

8.申诉程序

（1）各参赛单位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要求申诉的，

按规则规定的申诉办法执行。

（2）各参赛单位如对其他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有异议

要求申诉的，必须在该运动员首场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或

该运动员在下一场开始前写出书面申诉材料，并附有关证明

材料，由代表队领队或教练签字后，交组委会竞赛组裁决。

一律不接受口头申诉。超出此期限，留待比赛结束后调查处

理。

9.秩序册印制后，由各队报名信息造成错误的，每更改

一处（不含最后报名调整级别）扣除团体总分 2 分，以此类

推。

10.运动员报名后不到赛区报到的，每少一人，扣除团体

总分 5 分，同时，超过三人的将取消该代表队参加团体总分

排名资格和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评选资格。

12. 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

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成绩依次递补。

13. 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七、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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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

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

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办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排列团体前八

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

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5 日、报到时间和地

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1。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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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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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2 日—4 月 13 日在永川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7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二）青少年甲组（6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三）青少年乙组（6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四）青少年丙组（4 项）：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

双打、女子双打。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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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男女各 4 人。

2.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甲组运动员男女

各 4 人，乙组运动员男女各 4 人，丙组运动员男女各 2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以前；

甲 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

则》。

（二）男女团体赛均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

环，第二阶段办法待定，决出前八名。男、女团体均按照斯

韦思林杯男子团体比赛方式进行，出场顺序为：A—X、B—Y、

C—Z、A—Y、B—X。

（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均采用淘汰

赛加附加赛，决出前八名。

（四）团体赛采用五场三胜制，团体和单项每场比赛采

用五局三胜制。

（五）女子乙组报名参赛的每一个团体至少应有一名直

拍或颗粒胶（进攻型）打法的运动员；男子乙组报名参赛的

每一个团体至少应有一名直拍或削球或颗粒胶（进攻型）打

法的运动员；以上打法运动员需在单项中保持一致，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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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至少上场比赛一场。

（六）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品牌的标准球台，比

赛用球为红双喜 D40+球。

（七）运动员服装主体颜色不得是白色，团体赛和双打

比赛中同队运动员必须穿统一比赛服装（运动短袖、短裤）。

（八）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军人出示有效军人证件，大学生出示学生证原件），否则

不能参加比赛。

（九）参赛单位不足 3 个的竞赛小项不设项。

（十）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十一）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同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

动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排列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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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

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

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青少年组 2021 年 3 月 13 日，成

年组 2021 年 3 月 19 日、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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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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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跆拳道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1 日—6 日在永川区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

男子（9 项）：45kg、48kg、51kg、55kg、59kg、63kg、

68kg、73kg、+73kg。

女子（9 项）：42kg、44kg、46kg、49kg、52kg、55kg、

59kg、63kg、+63kg。

（二）青少年乙组

男子（9 项）：42kg、45kg、48kg、51kg、55kg、59kg、

63kg、68kg、+68kg。

女子（9 项）：40kg、43kg、46kg、49kg、52kg、55kg、

59kg、63kg、+63kg。

（三）青少年丙组

男子（6 项）：30kg、32kg、35kg、38kg、42kg、-46kg。

女子（6 项）：30kg、32kg、35kg、38kg、42kg、-4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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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赛前 30

天内检查的心、脑电图等)，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运

动，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比赛进行期间必

须携带所有运动员的体检材料备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

将取消参赛资格。

五、参加办法

（一）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组：2003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6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报名人数

各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各组别男女合计最大

报名人数，甲组：15 人；乙组：15 人；丙组 10 人。各组别

可任选两个级别报 2 人，其他级别限报 1 人。

（三）运动员凭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检录、称量体重和参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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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名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报名。进入比赛场

地进行临场指挥的教练员须是秩序册上该队已报名的教练

员。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审定的《跆拳道竞赛规

则》，并采用单败淘汰制。

（二）采用三局两胜制。甲组每回合 2 分钟，回合间休

息 1 分钟。乙组、丙组每回合 1 分 30 秒，回合间休息 30 秒。

（三）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四）比赛使用吉金智品（大满贯）电子护具。电子头

盔、护身由竞委会统一提供，同时将分别为各队提供部分电

子感应脚套，脚套不足部分由各队自行解决。运动员须自备

合身的护裆、护臂、护腿、护手套上场，否则不允许参赛。

（五）所有称重工作中将在 2 小时内完成。称重不合格，

在称重时间结束前有 1 次补称机会。

（六）运动员只能穿着白色道服上场比赛。

（七）运动员无故弃权，将取消已获得的成绩。

（八）对临场指导教练员的要求

1.教练员须穿着规范的运动服、运动鞋上场指导，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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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时不允许使用手机。

2.必须为本队的报名教练员，否则比赛时将对该方运动

员扣分。

3.运动员或其教练员拒绝服从主裁判员指令、拒绝执行

比赛规则、无故离开指导席或有包括不恰当抗议行为在内的

严重不良言行时，主裁判可视当时实际情况予以扣分、甚至

判其“犯规败”。

（九）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级别录取前八名（第三名、第五名并列），前三名颁

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

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级别前八名分别按 13、11、9.5、9.5、6.5、6.5、

6.5、6.5 计分。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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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各代表队在各级别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

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单项团体总分前八名，如总分相等，

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

依此类推，如还相等则以抽签决定名次。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报名所需提供的材料，除按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庆市第六

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4 号）

要求执行外，还需提交《运动员体检承诺书》。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2 月 9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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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运动员体检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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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运动员体检承诺书

市六运会跆拳道竞委会：

我代表团跆拳道运动员 名（名单附后）参加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经在

医院（医院全称）进行心电图、脑电图以及其他项目的身体

检查，医院证明所有运动员各项检查结果均正常，运动员身

体健康，完全适合参加跆拳道比赛，同时体检材料已齐备，

可随时接受查验。

特此承诺！

参赛代表团负责人 领队（教练）签字：

签字、单位盖章：

签署日期：2021 年 月 日

附参赛运动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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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5 月 13 日—5 月 23 日在重庆文理学院、水电学

院网球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7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二）青少年甲组（6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三）青少年乙组（6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四）青少年丙组（6 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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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3 名（成年组 1 名、

青少年组 2 名）。

2.各组别限报男女运动员各 4 名。

3.单项比赛每个运动员限报二项。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以前；

甲 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

则》。

（二）男、女团体均根据参赛队数多少确定赛制。男、

女团体赛由三场比赛组成，出场顺序为第一单打、第二单打、

第一双打。每个团体至少要有三名以上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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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项双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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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练员签字

后，于赛前三十分钟在指定的地点，比赛双方同时将该表递

交赛会指定名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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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更改。

（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均采用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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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加附加赛决出前 8 名。

（四）每场比赛采用一盘平局决胜制。

（五）比赛用球待定。

（六）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七）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八）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

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

排列成年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

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

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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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62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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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排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青少年组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在永川棠城体育

馆和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2 项）

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子组。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代表队各组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运动员

12 名。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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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排球竞赛规则》。

（二）赛制

1.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比赛分为小组赛和交叉淘汰

赛。

2.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3.根据 2020 年重庆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成绩蛇形编排。

如一个区县的多个代表队参加 2020 年重庆市青少年排球锦

标赛，则取成绩最好的名次进行编排，其他队伍名次依次递

增。未参加 2020 年重庆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的队伍抽签进入

相应的小组。各组参赛队伍在 5 支（含 5 支）以内的进行单

循环比赛；在 6 支（含 6 支）以上的进行分组循环、交叉淘

汰比赛。

（三）积分与决定名次的办法

1.小组循环赛采用三局二胜制，淘汰赛采用五局三胜制；

2.胜场多者排名在前；

3.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胜场相等时，比赛积分多者排名

在前，积分办法如下：胜场 2:0 时，胜队得 3 分、负队得 0

分；胜场 2:1 时，胜队得 2 分、负队得 1 分；弃权取消所有

比赛成绩，对手 2:0 胜。

（1）胜负局数比值（C 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

分仍相等时，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

（2）总得失分比值（Z 值）：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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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比值（C 值）仍相等时，全部比赛得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

在前；

（3）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仍相等时，两队之间比赛胜

者排名在前；

（4）当三队或三队以上总得失分比值（Z 值）仍相等时，

则仅在该几队之间的比赛采用前述第 1条和第 2条的标准确

定排名。

（四）各队自备深、浅两套比赛服装，上衣前后须有号

码，序号为 1-1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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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上衣应有

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 8 厘米、宽 2 厘米的标志，否则

不能参加比赛。

（五）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六）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

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成绩依次递

补。

（七）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七、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

录取前十二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和

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

际参赛队数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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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办法

按所取得的奖牌×4 统计奖牌，按 52、44、40、36、32、

28、24、20、16、12、8、4 分统计代表团总分。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12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和

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1。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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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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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举重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31 日—4 月 7 日在文理附中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甲组

1.男子（共 8 个级别）：55 公斤级、61 公斤级、67 公斤

级、73 公斤级、81 公斤级、89 公斤级、96 公斤级、+96 公

斤级。

2.女子（共 8 个级别）：45 公斤级、49 公斤级、55 公斤

级、59 公斤级、64 公斤级、71 公斤级、76 公斤级、+76 公

斤级。

（二）乙组

1.男子（共 8 个级别）： 50 公斤级、55 公斤级、61 公

斤级、67 公斤级、73 公斤级、81 公斤级、89 公斤级、+89

公斤级。

2.女子（共 8 个级别）：40 公斤级、45 公斤级、49 公斤

级、55 公斤级、59 公斤级、64 公斤级、71 公斤级、+71 公

斤级。

（三）丙组

1.男子（共 5 个级别）： 40 公斤级、45 公斤级、50 公



69

斤级、55 公斤级、+55 公斤级。

2.女子（共 5 个级别）：40 公斤级、45 公斤级、50 公斤

级、55 公斤级、+55 公斤级。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每队可报运动员男子甲组 10 人、乙组 8 人，丙组 6 人；

女子甲组 10 人、乙组 8 人，丙组 6 人。各组各级别每队限

报 2 人，运动员人数在 21 人以上（含 21 人）的单位可报领

队 1 人、教练员 3 人；运动员人数在 20 人以下（含 20 人）

的队只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 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各组别各级别只进行总成绩的比赛。

（二）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三）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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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四）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级别）不设

项。

（五）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组别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

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

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组别各级别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

6、5 计分。

2.破市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

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各组别各级别比赛中名次得分和破市纪

录加分之和分别排列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

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

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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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体育局关于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

作的通知》执行。

（二）报名时间以重庆市体育局相关通知为准、报到时

间另行通知。

（三）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11 日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举重运动管理中心，电话：61211601

18811438795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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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73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气排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16 日至 20 日在永川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2 项）

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代表队各组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运动员

10 名。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195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生。每

场比赛每队最多只能选派两名 35 岁-45 岁的运动员上场参

赛。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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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

（2017-2020 年版）。

（二）赛制

1.比赛分为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

2.根据 2019 年重庆市第九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

赛成绩蛇形编排，没有参加的队抽签进组。

（三）积分与决定名次的办法

1.比赛三局两胜制，前两局为 21 分，当比分为 21:21

时，先胜出 2 分的队获胜本局；第三局为 15 分，当比分为

14:14 时，先胜出 2 分的队获胜。

2. 比赛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 分，积分高者名次列

前，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

则采用以下方法决定名次：

A、（胜局总数）/（负局总数）=C 值，C 值高者名次列前。

B、如 C 值相等，则采用 x（总得分）/Y（总失分数）=Z

值，Z 值高者名次列前。

C、如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四）各队自备深、浅两套比赛服装，上衣前后须有号

码，序号为 1-1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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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上衣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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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与上衣颜色不同的长 8 厘米、宽 2 厘米的标志，否则

不能参加比赛。

（五）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六）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

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成绩依次递

补。

（七）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七、器材

比赛采用金宝路 7006 气排球。

八、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办法

录取前十二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和

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

际参赛队数录取。

九、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24 日、报到时间和

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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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一、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二、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三、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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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十四、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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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高尔夫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5 月 21 日—5 月 25 日在上邦高尔夫球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二）青少年乙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三）青少年丙组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必须是符合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的苏格兰圣

安德鲁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俱乐部和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共

同制定的 2019 版《高尔夫球规则》中界定的选手。

（三）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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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人数

各代表队可报领队１名，教练员甲、乙、丙组各 1 个

人，

各组别运动员男女各 3-4 名。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青少年甲组：2002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

2、青少年乙组：2006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3、青少年丙组：2011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

比赛采用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的苏格兰圣安德鲁

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俱乐部和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共同制定

的 2019 版《高尔夫球规则》，以及竞赛委员会制定的“比赛

条件”和“当地规则”。

比赛形式

1.团体赛为甲、乙组 2 轮（36 洞）,丙组 2 轮 27 洞的比

杆赛。男子组、女子组分别按 4 人中杆数最少的 3 人之和排

定名次；若出现成绩相同，则先比较各队最后一轮团体成绩，

总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比较这些队最后一轮后

9 洞（10-18 号洞）的团体成绩，总杆数低者名次列前；若

仍相同，则从 18 洞开始从后往前逐洞比较最后一轮团体成

绩，总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用抽签决定相应名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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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赛为甲、乙组 2 轮（36 洞）,丙组 2 轮 27 洞的比

杆赛。按照总杆成绩排定个人名次，杆数低者名次列前。如

第一名的成绩相同，则采取“骤死式”加洞赛的方式决定名

次；除第一名外，其余成绩如出现并列，则首先比较这些运

动员最后一轮的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在前，若仍相同，则比

较这些运动员最后一轮的后 9 洞（10-18 号洞）的成绩，杆

数低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从 18 洞开始，从后往前逐

洞比较这些运动员最后一轮的成绩，杆数低者名次列前，若

仍相同，则用抽签决出相应名次。

3.在任何一轮比赛中，如果某支队中有运动员被取消资

格或退赛，除非竞赛委员会特别说明，否则该运动员仍可继

续代表本队完成后续轮次的团队比赛，但不再计算个人成绩。

（三）发球台使用界定

1.男子发球台使用如下：甲组使用金色发球台；乙组使

用蓝色发球台；丙组使用红色发球台

2.女子发球台使用如下：甲组使用蓝色发球台；乙组使

用白色发球台；丙组使用橙色发球台

备注： Tee Mark 位置由组委会摆放位置为准

（四）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五）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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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组别单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录

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其余名次

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录。

（二）计分方法

1.各组别单项(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

人)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

排列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

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

（三）报到时间：2021 年 5 月 21 日 14:30-16:20

报到地点：上邦高尔夫会所

21 日 16：30 在上邦高尔夫会所二楼召开组委会暨裁判

长联席会，请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参加（会上将进行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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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电话：63876057。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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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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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国际式摔跤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至 29 日在棠城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9 项）

1.青少年男子甲组（古典式）：50kg、54kg、58kg、63kg、

69kg、76kg、85kg、100kg、115kg。

2.青少年男子甲组（自由式）：50kg、54kg、58kg、63kg、

69kg、76kg、85kg、100kg、115kg。

3.青少年女子甲组（自由式）：43kg、46kg、49kg、52kg、

56kg、60kg、65kg、70kg、76kg。

4.青少年男子乙组（古典式）：44kg、50kg、56kg、61kg、

67kg、74kg、84kg。

5.青少年男子乙组（自由式）：44kg、50kg、56kg、61kg、

67kg、74kg、84kg。

6.青少年女子乙组（自由式）：42kg、48kg、54kg、61kg、

68kg。

7.青少年男子丙组（古典式）：42kg、48kg、55kg、63kg、

75kg。

8.青少年男子丙组（自由式）：42kg、48kg、55kg、63kg、

75kg。

9.青少年女子丙组（自由式）：41kg、45kg、50kg、6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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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各组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运动员

人数分别为：

（1）青少年甲组：20 名。

（2）青少年乙组：30 名。

（3）青少年丙组：16 名。

2.各代表团各组别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青少年甲组：2001 年 1 月 1 日-2003 年 12 月 31 日

2.青少年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2005 年 12 月 31 日

3.青少年丙组：2006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六、竞赛办法

1.采用中国摔跤协会最新竞赛规则并使用一个比赛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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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跤种一个级别的比赛，每个

级别的比赛一天内结束。

3.参赛人数少于 5 人（含）的小项将进行单循环赛。如

多人间胜负关系相同，依次以比赛中获得压双肩、优势获胜、

得分多少顺序判定胜负关系。如仍无法判定，则抽签决定胜

负关系。如在循环赛中任一队员任意一场比赛弃权，则其所

有对手都以压双肩获胜。参赛人数在 6 人或 6 人以上的比赛

采用单败淘汰单复活赛制，分别进行资格赛、淘汰赛，胜者

继续比赛，直至剩下 2 名参加冠亚军决赛。负于冠、亚军者

进入复活赛，按照运动员被淘汰的轮次逐级进行比赛，直至

剩下 2 名运动员，与淘汰赛二分之一轮次的负者分别进行争

夺该级别第三至五名的比赛。

4.称量体重相关规定

（1）运动员正式称重将安排在比赛前一天的 17 时进行。

（2）运动员必须穿着跤衣参加称量体重。称量体重开

放式分单位进行，并随机抽调 4 名教练员监称，大会将对称

量体重进行录像。

5.申诉程序

（1）各参赛单位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要求申诉的，

按规则规定的申诉办法执行。

（2）各参赛单位如对其他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有异议

要求申诉的，必须在该运动员首场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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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运动员在下一场开始前写出书面申诉材料，并附有关证明

材料，由代表队领队或教练签字后，交组委会竞赛组裁决。

一律不接受口头申诉。超出此期限，留待比赛结束后调查处

理。

6.称量体重、比赛将采用人脸识别+二代身份证原件的形

式进行检录。

7.秩序册印制后，由各队报名信息造成有误的，每更改

一处（不含最后报名调整级别）扣除所更改队员最终比赛的

组别团体总分 2 分，以此类推。

8.运动员报名后不到赛区报到的，每少 1 人，扣除运动

员所在组别团体总分 5 分，同时，超过 3 人的将取消该代表

队参加团体总分排名资格和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评选资

格。

9. 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

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成绩依次递补。

10.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七、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

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

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办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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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排列团体前八

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

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报到时间和地

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1。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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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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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足球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一）成年女子组：2021 年 3 月 2 日—7 日在新永川中

学足球场举行。

（二）青少年男子、女子甲组：2021 年 3 月 3 日-14

日在文理学院、水电学院、科创学院、财经学院、重大城科

院足球场举行。

（三）青少年男子、女子乙组：2021 年 3 月 21 日-30

日在文理学院、水电学院、科创学院、财经学院、重大城科

院足球场举行。

（四）青少年男子丙组：2021 年 5 月 8 日-20 日在科创

学院、财经学院、重大城科院足球场举行。

（五）青少年女子丙组：2021 年 5 月 8 日-17 日在文理

学院、水电学院足球场举行。

（六）成年男子组：2021 年 5 月 18 日-29 日在科创学

院、重大城科院足球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2 项）：男子成年组、女子成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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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组（6 项）

1.青少年甲组（2 项）：男子甲组、女子甲组。

2.青少年乙组（2 项）：男子乙组、女子乙组。

3.青少年丙组（2 项）：男子丙组、女子丙组。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每队须报领队 1 人，主教练 1 人；可报助理

教练 3 人，队医 1 人，运动员不少于 16 人，不多于 25 人。

2.青少年组：每队须报领队 1 人，主教练 1 人；可报助

理教练 3 人，队医 1 人，运动员不少于 16 人，不多于 25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3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每名运动员限报一个组别。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 11 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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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报名队数决定竞赛办法。

（三）执行国际足联颁布的 2020-2021 年《足球竞赛规

则》。

（四）每场比赛每队可报名 20 名队员，每队可替换 7

名运动员，但每队总换人次数不得超过 3 次，中场换人不计

入换人次数，被替换下场的队员不得再次上场比赛。

（五）技术区域内仅允许每场比赛报名的运动员和秩序

册上的官员就座。

（六）成年组、青少年甲组、乙组全场比赛 90 分钟，

上下半场各 45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青少年丙组

全场比赛 80 分钟，上下半场各 40 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 15

分钟。

（七）比赛用球为 5 号球。

（八）运动员姓名、球衣号码必须与秩序册相符，否则

不得上场比赛。

（九）每队必须备有二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全队统

一。场上队长袖标自备。必须穿戴护袜和护腿板，运动员穿

非金属钉及非金属底足球鞋上场比赛，不得佩戴任何装饰物

品、有框眼镜等可能危及运动员身体健康与安全的物品。球

衣号码为 1-25 号，不得重号。

（十）每名队员、官员在不同比赛场次中累积两张黄牌

将自动失去下一场比赛资格。每名队员、官员第一次获得红

牌将自动失去下一场比赛资格；如第二次获得红牌将自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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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下两场比赛资格；如第三次获得红牌将自动失去余下所有

比赛资格。每名队员、官员在本次比赛中获得的红黄牌不分

比赛阶段，统一累积计算。

（十一）名次决定办法：

1、每队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内胜一场得 3 分，负一场得 0

分，每场比赛必须分出胜负，平局则罚球点球决定胜负，胜

队得 2 分，负队得 1 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相互间比赛的积分

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3、如仍相等，以抽签决定名次。

（十二）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同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

动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十二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按所取得的奖牌×4 统计奖牌，按 52、

44、40、36、32、28、24、20、16、12、8、4 分统计代表

团总分。

八、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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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

成年女子组 2021 年 2 月 10 日

青少年男子、女子甲组 2021 年 2 月 11 日

青少年男子、女子乙组 2021 年 3 月 1 日

青少年男子、女子丙组 2021 年 4 月 12 日

成年男子组 2021 年 4 月 12 日

（三）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中心二支路足球训练场市足球协

会，电话：程墨 13983392761 贾淡铄 18883294361 。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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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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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射箭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0 年 4 月 8 日—4 月 14 日，在永川体育中心训练场

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 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4 项）

1、男子：

（1）个人 70 米淘汰赛

（2）团体淘汰赛

2、女子：

（1）个人 70 米淘汰赛、

（2）团体淘汰赛

（二）青少年乙组（6 项）

1、男子：

（1）个人双轮 60 米

（2）个人 60 米淘汰赛

（3）团体淘汰赛

2、女子：

（1）个人双轮 6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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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 60 米淘汰赛

（3）团体淘汰赛

（三）青少年丙组（4 项）

1、男子：

（1）个人 18 米淘汰赛

（2）团体淘汰赛

2、女子：

（1）个人 18 米淘汰赛（24 支箭）

（2）团体淘汰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赛办法

（一）报名人数

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运动员人数：男子甲组、乙组、

丙组各 4 人，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各 4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1.甲组：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丙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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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射箭协会最新审定的《射箭规则》，《射

箭规则》以外所设项目按本次比赛规定执行。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三）参赛教练员、运动员须统一赛场服装参加比赛。

（四）每个距离每组每人射 6 支箭。

（五）靶纸规格：70 米、60 米使用 122 厘米靶；18 米

使用 80 厘米全环靶。

(六) 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得虚报环值，否则，一经发现将

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本小项比赛所取得的成绩。

（七）甲组，丙组，前 16 名参加个人淘汰赛，第 16 名

同环进行附加赛，1–15 名同环依次查 10 环数、X 数，再同

环掷币。乙组前 16 名参加个人淘汰赛，1–8 名同环进行附

加赛，9–15 名同环依次查 10 环数、X 数，再同环掷币。第

16 名同环进行附加赛。

（八）淘汰赛采用局胜制，胜一局得 2 分，平局各得 1

分，负得 0 分，附加赛胜者得 1 分，个人淘汰赛得 6 分者获

胜，团体淘汰赛得 5 分的队获胜。

（九）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十）候射线内不得使用任何电子产品。

（十一）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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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

动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十二）竞赛日程另行通知，将下发至 QQ 群：“重庆市

射击射箭信息”，微信群：射箭项目联系群（重庆）。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破市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

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破市纪录加分之

和排列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

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

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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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19 日

（三）裁判员于 2021 年 4 月 7 日下午报到，代表队于

2021 年 4 月 8 日报到，提前到达不予接待。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地址：九龙坡区金凤镇

海兰村 11 组 100 号。

训练科电话：68585982

联系人：张琳琨 13896165901、刘豫 15043097117

（三）联系方式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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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

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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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空手道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3 日—4 月 8 日在永川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男子甲组

组手：-55kg、-61kg、-68kg、-76kg、+76kg；团体型、个

人型。

（二）青少年女子甲组

组手：-48kg、-53kg、-59kg、+59kg；团体型、个人型。

（三）青少年男子乙组

组手：-52kg、-57kg、-63kg、-70kg、+70kg；个人型。

（四）青少年女子乙组

组手：-47kg、-54kg、+54kg；个人型。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规定

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证明，

签署免责申明，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103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各组别可报人数：

男子甲组 8 人、女子甲组 7 人、男子乙组 5 人、女子乙组 3

人。组手每个级别限报 2 人，个人型限报 1 人，同一组别可

以兼项比赛。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赛和团体赛。

（二）所有个人赛均采取单败淘汰制。

（三）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四）本次比赛无论“组手”和“型”项目均采用“五

人制”裁判小组方式，以世界空手道联盟制定的 2019 年最

新比赛规则为基础，采用部分要求按规程具体方案执行的原

则。

（五）型项目比赛

1.型项目比赛甲组设个人型和团体型，乙组只设个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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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必须演练不同的型，演练过的

型不得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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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轮空未演练的型，可在下一轮中继续演练。

5.团体型只进行型拳演练，不进行分解演武。

（六）组手比赛规定

1.组手比赛各组别均为每局一回合，每回合 2 分钟，奖

牌赛不增加每回合的时间；比赛结束若比分相同（无“先取”

或“先取”被取消时）则依次采用：

（1）得高分多者获胜;

（2）先得高分者获胜;

（3）累计犯规少者获胜；

（4）体重轻者获胜;

（5）若以上均相同时,则由裁判小组采用判定的方法来

决定胜负，不再进行加赛。

2.组手运动员比赛报到次日称重、抽签。

（七）其它方面的规定

1.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时，

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生人

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处

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2.运动员可兼报组手和型比赛，所兼报项目与竞赛时间

有冲突的，自行调整。

3.竞赛中一旦出现重大意外伤害事故，组委会将立即采

取相应措施，但不承担法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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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 WKF 指定的品牌道服及护具，

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道服指定品牌：

护具指定品牌：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 8 名，前 3 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含

并列第 3)，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前 8 名(含并列第 5 名、并列

第 7 名) 。如参赛人（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

（队）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赛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7.5、7.5、5.5、

5.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各赛项名次得分之和，分别录取青少年

甲组、乙组单项团体总分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

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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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还相等则以抽签决定名次。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 2021 年 3 月 14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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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08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击剑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24 日—4 月 28 日在科创学院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组

1.青少年甲组

男子：花剑、重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女子：花剑、重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2.青少年乙组

男子：花剑、重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女子：花剑、重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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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每单位每剑种、每

组别，限报 4 名运动员，1 支团体队伍。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

乙 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击剑协会审定的最新击剑竞赛规则执行；

（二）个人赛进行小组循环赛和淘汰赛。团体赛采取直

接淘汰赛形式，前 8 名均通过比赛决出；

（三）参赛运动员不得兼项参加其它剑种的个人赛或团

体赛；

（四）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五）运动员须在比赛服背面印制或缝制中文姓名和代

表参赛单位名称（个人报名不需），文字颜色为深蓝色，字

体为黑体，高 8-10 厘米，宽视文字数以清晰美观为宜。未

按照要求印制或者缝制名称的运动员，每场小组赛，每场直

接淘汰赛和团体赛每次上场给予一次红牌处罚。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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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个人赛和团体赛）前八名分别按 13、11、

10、9、8、7、6、5 计分。

2.各代表队在各单项个人赛与团体赛中名次得分之和为

该代表队击剑项目积分，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

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报到时间

报名截止日 2021 年 4 月 4 日。

报到时间：2021 年 4 月 24 日。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重 庆 市 击 剑 运 动 协 会 陈 马 强 ， 电 话 ：

15123248966。

九、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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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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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

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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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英式 7人制橄榄球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于 2021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永川体育中心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2 项）

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子组。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各组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运动员

12 名。

2.各代表团各组别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2001 年 1 月 1 日-2004 年 12 月 31 日。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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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际橄榄球理事会最新竞赛规则。

（二）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三）根据 2020 年重庆市英式 7 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成

绩蛇形编排。如一个区县的多个代表队参加 2020 年重庆市英

式 7 人制橄榄锦标赛，则取成绩最好的名次进行编排，其他

队伍名次依次递增。未参加 2020 年重庆市英式 7 人制橄榄

锦标赛的队伍抽签进入相应的小组。各组参赛队伍在 5 支（含

5 支）以内的进行单循环比赛；在 6 支（含 6 支）以上的进

行分组循环、交叉淘汰比赛。

（四）循环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1.在循环赛中各队每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2 分，负

一场得 1 分，弃权得 0 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弃权需在赛

前 1 小时由领队或教练员进行书面确认，经赛事组委会认可

后，本场比赛比分为 0:20。在循环赛中不论那一场比赛弃权，

同一小组其他队伍都按 20:0 计算得分（如比赛已结束，且

得分大于 20:0，则按实际得分计算）。

2.如同一小组出现积分相等的情况，则以积分相等各队

之间的比赛结果为准，获胜的队名次列前。如果无法确定名

次，将按下述办法决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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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分相等各队之间比赛的所有场次中的总得分与总

失分的差数进行比较，差数正数值大的队名次列前列；如仍

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相等各队在同一小组的所有场次的

比赛中的达阵数进行比较，达阵数多的队伍名次列前；如仍

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相等各队在同一小组的所有场次的

比赛中的加踢射门成功达阵数的多少进行比较，加踢射门成

功达阵数多的队伍名次列前；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以积分

相等各队在同一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达阵总得分决定

名次，达阵总得分高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确定名次，则

两队领队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名次。

（五）各小组同名次队伍成绩的比较办法

1.若各小组队伍数量相等，则积分高者成绩列前。若各

小组队伍数量不同，则统计的小组赛场次以小组队数少的小

组的场次数为准。队数多的小组中进行统计的队伍与该小组

最后一名的比赛场次不计入统计范畴。在同等场次数量的基

础上，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2.若有小组同名次的队积分相等，则如所有小组队数相

等，按各积分相等同名次队在各自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

的总得分与总失分的差数和达阵总得分与达阵总失分的差

数进行比较，差数正数值大的队排名列前。如小组队数不相

同，则以队数最少的小组每队比赛的场次数为计算标准，队

数多的小组的相关队伍与该小组排名最差的队伍的比赛数

据不予计算，计算方法同上。如仍不能决定排名，则在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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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各队之间的比赛中总得分多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决

定名次，则积分相等各队在各自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的

达阵总得分多的队名次列前；如仍不能决定排名，则积分相

同队的领队之间以抛掷硬币的方式决定排名。

（六）其他比赛规则

1.比赛时间为 14 分钟，上下半场各 7 分钟，中间休息 2

分钟。

2.每队可以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提出换人，换人人数为 5

人次，换下的队员可以重新上场（不包括因出血等而进行的

临时换人及因暴行受伤而进行的换人），但不得超过 5 人次。

3.英式橄榄球赛风雨无阻，各队须按时参加比赛。

4.达阵后加踢射门：

为提高橄榄球队员在达阵后加踢射门的技术水平，进一

步重视该项技术，决定对达阵后加踢射门的得分分值规则予

以修改，具体如下：

（1）男子队员、女子队员在球门柱延长线区域内的加

踢射门单次不成功该队伍扣除 1 分。

（2）在边线与 5 米（包括 5 米线）区域内的加踢射门

成功的分值由 2 分改为 3 分。

（3）其他区域的达阵后的加踢射门可选择达阵点的延

长线上，也可选择 3 分区域内进行加踢射门。

（4）采用同侧原则，只能选择与达阵同侧的 3 分区域

内射门加分，由主裁判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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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同一场比赛同一支队伍 3 次以上（含 3 次）3

分区域内加踢射门成功，则在第 3 次加踢射门成功后开始每

次成功射门后再追加 1 分。

（七）服装

1.各队应准备不同颜色印有号码的比赛服至少两套，并

在报名单上注明服装颜色和队员号码，号码数字的范围必须

为 1-15 号。号码清晰可见，不得涂改，遮挡。

2.运动员必须穿戴符合规则规定的头盔及护肩。

3.所有运动员必须佩戴符合规则规定的护齿。

4.服装上不准使用金属纽扣和金属饰物；运动员不得戴

首饰。

（八）赛事礼仪规定

各参赛队应严格遵守退场礼仪，每场比赛结束后双方队

员握手并向执场裁判致谢。

（九）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十）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

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成绩依次递

补。

（十一）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七、录取名次、计牌计分办法

（一）录取名次

录取前十二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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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队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

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计分办法

按所取得的奖牌×4 统计奖牌，按 52、44、40、36、32、

28、24、20、16、12、8、4 分统计代表团总分。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和

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体育局竞技处，电话：61665151。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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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根据国家体育 2019 年 3 月新修订的《橄榄球运

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体竞字〔2019〕40 号）精神和我市实

际，本次比赛可申报等级运动员，但申报一级运动员技术等

级称号的运动员出场时间不得少于本队本次全部比赛总时

长的 50%，申报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出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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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于本队本次全部比赛总时长的 30%（都按四舍五入计

算，比赛每场比赛按 14 分钟计算）。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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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健身气功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8日—3 月 12 日在永川区棠城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10 项）

（一）集体项目

（1）健身气功·易筋经

（2）健身气功·五禽戏

（3）健身气功·六字诀

（4）健身气功·八段锦

以上项目为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缩编推广

的 6 分钟老功法。

（5）健身气功·大舞

（6）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

（7）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8）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

以上项目为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创推出

的 4 套新功法。

（二）个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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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八段锦

（2）女子马王堆导引术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参赛人员要求身体健康，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各

1 名、运动员 6 名（至少 1 名男运动员）。

（二）设 8 个集体项目：以代表队为单位，每队须参加

3 项，其中新功法、老功法各选 1 项，另 1 项任选，不能重

复。集体项目每队须 6 名运动员上场参赛，出生年月在 1960

年 1 月 1 日-2002 年 12 月 31 日。

（三）设 2 个个人项目：男子八段锦、女子马王堆导引

术两个项目。由每支代表队限报 1 名运动员参赛，出生年月

在 1975 年 1 月 1 日-2002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2017

年修订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试行）》。

（二）集体项目和个人赛项目的参赛运动员上场队形均

为平行错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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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发行的《健身气功比赛展演音乐》中的伴奏音乐。

（四）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五）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七、录取名次

设集体奖和个人奖。

（一）集体项目：8 个集体项目，分别录取前八名。

（二）个人项目：2 个个人项目，分别录取前八名。

（三）获得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前 3 名的代表队或个人

颁发奖牌和证书；获得 4-8 名的代表队或个人颁发证书。如

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参赛运动员和参赛项目审核通过后不得更改。

（三）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16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市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电话：023-63300982。

九、疫情防控



124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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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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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攀岩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年 5月 10日 — 5月 15日在重庆九龙坡区华岩壁

虎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4 项）

男子：难度、攀石、随机速度、全能

女子：难度、攀石、随机速度、全能

（二）青少年组（4 项）

1.青少年甲组（4 项）

男子：难度、攀石、速度、全能

女子：难度、攀石、速度、全能

2.青少年乙组（4 项）

男子：难度、攀石、随机速度、全能

女子：难度、攀石、随机速度、全能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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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男女各 5 人。

2.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4 人，甲组运动员男女

各 5 人，乙组运动员男女各 5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1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每名运动员可报四个单项。

六、竞赛办法

（一）攀石赛：

1.攀石赛分预赛和决赛，预赛（5 条线路）开放式比赛，

决赛（4 条线路）隔离式比赛；

2.取预赛前 6 进入决赛，不足 6 人则直接进行决赛。

（二）难度赛：

1.难度赛分预赛、半决赛和决赛；开放式比赛；

2.甲组采用先锋攀登方式，乙组及成人男女组采用顶绳、

攀登方式。

3.取预赛前 8 进入决赛，不足 8 人则直接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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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速度赛：

1.速度赛分预赛（排名赛）和决赛（淘汰赛）；

2.甲组采用标准速度道，乙组及成人组采用随机速度道。

3.将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取前 16 名进入决赛；

4.如不足 16 人，则取前 8 进入决赛。如不足 8 人则 4

人直接进入决赛。

（四）全能赛：

1.全能依照攀石和难度单项比赛成绩进行评比；

2.按照各单项排名积分相乘，成绩越小则排名靠前。

（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破市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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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破市纪录加分之

和分别排列青少年甲组、乙组团体前八名（成年组不计分），

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

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

（三）报名、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攀岩运动协会：胡永锋电话：13808303358

赵仪硕电话：186379268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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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

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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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射击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25 日在重庆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

中心和高新区新凤小学校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 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甲组（6 项）

1、男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手枪 60 发

2、女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手枪 60 发

3、男女混合：

（1）飞碟多向 25 靶

（2）飞碟双向 25 靶

（二）青少年乙组:（12 项）

1、男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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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米气手枪 60 发

（4）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5）跑步射击

2、女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3）10 米气手枪 60 发

（4）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5）跑步射击

3、男女混合：

（1）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2）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三）青少年丙组（12 项）

1、男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3）10 米气手枪 60 发

（4）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5）跑步射击

2、女子：

（1）10 米气步枪 60 发

（2）10 米气步枪 60 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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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米气手枪 60 发

（4）10 米气手枪 60 发团体

（5）跑步射击

3、男女混合

（1）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2）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四）青少年丁组（10 项）

1、男子

（1）10 米光电步枪 30 发

（2）10 米光电步枪 30 发团体

（3）10 米光电手枪 30 发

（4）10 米光电手枪 30 发团体

2、女子：

（1）10 米光电步枪 30 发

（2）10 米光电步枪 30 发团体

（3）10 米光电手枪 30 发

（4）10 米光电手枪 30 发团体

3、男女混合

（1）10 米光电步枪混合团体

（2）10 米光电手枪混合团体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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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运动员人数：

1、甲组

男子气步枪、女子气步枪、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

飞碟多向、飞碟双向各 3 名。

2、乙组

男子气步枪、女子气步枪、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各

4 名。

跑步射击男子、女子各 3 名。

混合团体气步枪、气手枪各 2 名。

3、丙组

男子气步枪、女子气步枪、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各

4 名。

跑步射击男子、女子各 3 名。

混合团体气步枪、气手枪各 2 名。

4、丁组

男子步枪、女子步枪、男子手枪、女子手枪各 4 名。

混合团体步枪、手枪各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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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1)甲组：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乙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丙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以后出生。

(4)丁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同一名运动员年龄可以以小顶大，但不得跨组别（甲组、

乙组、丙组、丁组）、枪种（气步枪、气手枪、光电步枪、

光电手枪）兼项。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

及补充修改条文。

（二）运动员在参赛时间上如有冲突自行调整。

（三）个人赛和团体赛（除混合团体）成绩同时产生。

个人项目资格赛前八名均进行决赛。

（四）参加团体项目、混合团体项目的运动员须在报项

表上注明。

（五）团体项目（除混合团体）成绩，由报项确定参加

团体项目运动员的个人项目资格赛成绩相加组成。

（六）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七）运动员比赛时必须在上衣后背处佩戴由大会统一

印制的参赛运动员号码布，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136

（八）运动员在比赛记分射中脱靶，应立即报告裁判，

否则，一经查实，将取消该运动员本小项比赛成绩。

（九）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十）竞赛日程另行通知。竞赛日程及竞赛程序单将在

“重庆射击项目联系” 微信群和“重庆市射击射箭信息”

QQ 群公布。

七、枪弹器材

1.比赛用气枪、气枪弹自备，光电枪靶系统（光格）、猎

枪、猎枪弹由大会统一调配，光电枪也可自备。枪弹运输必

须按《枪管法》和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射击运动枪支弹

药安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执行。

2.各参赛单位凭本次比赛规程和补充通知，到当地公安

分局办理枪弹携运手续，并将参赛运动员的枪弹名称、型号、

数量传真至重庆市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以便统一上报公

安部门备案。

八、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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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破市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

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破市纪录加分之

和排列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

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

列前，依此类推。

九、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各代表队按下发的代表队报名表认真填写，于

2021年3月5日前将报名表发送至邮箱：394101129@qq.com，

逾期视为未报名参赛，一经报名不得更改。参赛号码布由大

会统一制作。裁判员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报到，代表队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报到提前到达不予接待。

（三）联系方式

地址：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兰村 11 组 100 号（重庆市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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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训练科：68585982

联系人：张琳琨 13896165901、刘豫 15043097117

十、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一、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二、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三、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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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四、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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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太极拳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6 日在永川区新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12 项）

成人组男子项目（6 项）：

二十四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陈式太极拳、国家竞赛

套路杨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孙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

吴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武式太极拳。

成年组女子项目（6 项）：

二十四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陈式太极拳、国家竞赛

套路杨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孙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

吴式太极拳、国家竞赛套路武式太极拳。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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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男女运动

员各 6 名。

2 .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3. 每个单项各代表队限报一名运动员。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成人组：1962 年 1 月 1 日-1985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 2012 年《传统武术套

路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四）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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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9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电话：6330063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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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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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武术散打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永川区新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22 项）

（一）青少年男子甲组（8 项）

48kg、52kg、56kg、60kg、65kg、70kg、75kg、80kg。

（二）青少年女子甲组（5 项）

44kg、48kg、52kg、56kg、60kg。

（三）青少年男子乙组（6 项）

39kg、42kg、45kg、48kg、52kg、56kg。

（四）青少年女子乙组（3 项）

39kg、42kg、45kg。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合格（必须包括脑电图和心电图），适合参加该项目比

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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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人数

青少年组：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甲组男运动员 4 名，

甲组女运动员 3 名，乙组男运动员 3 名，乙组女子运动员 2

名。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甲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5

周岁至 17 周岁）。

2.乙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2

周岁至 14 周岁）。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最新《武术散打与裁判

法》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四）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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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比赛中如出现单项比赛名次并列，将下一个（或几个）

名次空出，将全部空出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分，作为并

列名次者名次分。如果第八名并列，则按照第八名的分值分

别进行统计。第三名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电话：6330063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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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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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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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24 日—4 月 27 日在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

标准舞：W.T.VW.F.Q

拉丁舞：S.C.R.P.J

（二）青少年组

1.青少年甲组

标准舞：W.T.VW.F.Q

拉丁舞：S.C.R.P.J

2.青少年乙组

标准舞：W.T.VW.F.Q

拉丁舞：S.C.R.P.J

3.青少年丙组

标准舞：W.T.VW.Q

拉丁舞：S.C.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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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男女各 4 人。

2.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甲组运动员男女

各 2 人，乙组运动员男女各 2 人，丙组运动员男女各 2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1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每对运动员限报一项。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审定的最新体育舞蹈规

则。

（二）比赛采取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程序进行，

比赛音乐由大会统一安排。

（三）服装要求：成年组、青少年甲组服装不限；青少

年乙组、青少年丙组服装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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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路动作要求：成年组、青少年甲组不限；青少

年乙组按指定套路（联合会新版 6 级或老版金牌）、青少年

丙组按指定套路（联合会新版 4 级或老版银牌）。

（五）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或奖杯）

和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

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

分。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4 日

（三）报到时间 2021 年 4 月 24 日，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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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电话：13650533399

李老师 电话：13018363699

娄老师 电话：18375908500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

理办法》执行。

（二）成年组一切费用自理。青少年组运动员的食宿费



153

由组委会给予部分补贴，其他经费自理。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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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武术套路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13 日在永川区新区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40 项）

（一）青少年男子甲组和女子甲组（24 项）

长拳、南拳、太极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南刀、

南棍、太极剑、传统拳、传统器械。

青少年甲组比赛项目（除传统项目外），均为第三套国

际武术竞赛套路。

（二）青少年男子乙组和女子乙组（16 项）

1.长拳+剑术全能

2.长拳+刀术全能

3.长拳+枪术全能

4.长拳+棍术全能

5.南拳+南刀全能

6.南拳+南棍全能

7.42 式太极拳+42 式太极剑全能

8.传统拳+传统器械全能

青少年乙组比赛项目长拳、南拳（除传统项目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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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每支代表队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 名，甲组男女

运动员各 3 名，每名运动员可报两项（项目任选，但每个项

目每单位限报一名）；乙组男女运动员各 2 名（每项全能限

报一名）。

2 .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甲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2.乙组：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 2012 年《武术套路竞

赛规则与裁判法》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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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四）全能按小项最后得分之和排列名次，成绩优者，

名次列前。

（五）报名不足 3 个参赛单位的比赛小项不设项。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比赛中如出现名次并列，将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

出，将全部空出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分，作为并列名次

者名次分。如果第八名并列，则按照第八名的分值分别进行

统计。奖牌并列，各按 0.5 枚计算。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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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16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电话：63300632。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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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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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冰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27 日—3 月 28 日在江北区东原世纪星滑冰

场和渝北区欧悦滑冰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冰球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组别、各参赛队、最少可报官员 3 人，（领队 1 人、

教练员 2、工作人员 1 人、）球员最少 8 人，必须含 1 名守

门员。最多可报官员 6 名，（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体能

教练员 1 人、器材师 1 人，工作人员 1 人）、球员 12 名，

必须含 1-2 名守门员。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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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11 组：2010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U 9 组：2012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U 7 组：2014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六、竞赛办法：

（一）按照《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国际冰球联

合会运动规则》组织比赛。采用女子冰球比赛判罚标准。

（二）比赛采用 3 分制，每场比赛三局，每局 10 分钟

（净时），局间休息 5 分钟，小罚 2 分钟，大罚 5 分钟。45

分钟内获胜队得 3 分，负队得 0 分。45 分钟内打成平局，各

得一分，进行 5 分钟加时赛，加时赛仍然平局，进行射门比

赛，射门比赛每队第一轮派 5 人。胜队加 1 分，负队 C 果积

分出现相等，按照国际冰球联合会运动规则打破平局办法执

行。

（三）比赛中出现两队比分分差超过 5 分(含 5 分)时，

接下来的比赛采取不停表计时方式进行，直到比赛结束。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

证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

际参赛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

分。

八、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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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13 日

（二）报名、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电话：023-63005875。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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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一）本次比赛所有裁判员均由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选派。所有竞赛官员在比赛开始前 2 天报到。

（二）比赛将设置仲裁委员会，所有参赛选手及相关人

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裁判组工作。参赛选手如对比赛成绩

有异议需由参赛单位以书面形式在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交

到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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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单板滑雪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5 月 11 日—5 月 15 日在重庆际华园滑雪馆举

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1.青少年甲组

男子：单板回转赛、单板障碍追逐赛。

女子：单板回转赛、单板障碍追逐赛。

2.青少年乙组

男子：单板回转赛、单板障碍追逐赛。

女子：单板回转赛、单板障碍追逐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可报甲组男女

各 2 名，乙组男女各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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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青少年甲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青少年乙组：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参照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

国际雪联竞赛规则。

（二）单板回转赛采用单人出发的比赛形式，运动员出

发后在设有旗门的雪道上回转滑行，用时少的运动员获胜；

首轮比赛抽签决定出发顺序，前 16 名选手进入第二轮；第

二轮出发顺序按照首轮成绩倒序；以两轮计时成绩之和决定

名次。

（三）单板障碍追逐赛采用单人出发的比赛形式，运动

员出发后在有波浪等地形障碍的雪道上滑行，用时少的运动

员获胜；首轮比赛抽签决定出发顺序，前 16 名选手进入第

二轮；第二轮出发顺序按照首轮成绩倒序；以两轮计时成绩

之和决定名次。

（四）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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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项录取前 8 名，前 3 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4-8 名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

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部，023-63005875。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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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一）所有裁判员由重庆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派。

（二）比赛将设置仲裁委员会，所有参赛选手及相关人

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裁判组工作。参赛选手如对比赛成绩

有异议需由参赛单位以书面方式在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交

到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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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花样滑冰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16 日—4 月 20 日在九龙坡区华润冰纷万象

滑冰场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三、竞赛项目

1.青少年甲组

男子：单人：自由滑

女子：单人：自由滑

2.青少年乙组

男子：单人：自由滑

女子：单人：自由滑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可报甲组男女

各 2 名，乙组男女各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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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甲 组：2004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本赛事以国际滑联评分系统作为赛事正式评分系

统，遵循 2018 版国际滑联宪章、总则、花样滑冰特殊技术

规则以及 2020-2021 赛季 ISU 公告的相关规定。相关技术动

作若国际滑联评分系统中未规定基础分值及各级别分值，由

赛事组委会予以确定。

（二）如果参赛选手在自由滑中获得相同分数，自由滑

中节目内容分高的获胜，如果上述分数依然相同，则参赛选

手获得相同名次。

（三）竞赛内容

1.甲组

男子 / 女子组

参照国际滑联公告第 2328 号关于少年高龄组 (Advance

Novice)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由滑：音乐时间（3’00”±10”）

（1）最多六个跳跃，其中必须包括一个阿克谢尔类型

跳跃，最多两个联跳或连续跳，最多一个由三个跳跃组成的

联跳。连续跳包括任何周数的两个跳，起始于任何种类跳跃，

立即接一个阿克谢尔类跳跃，第一个跳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

克谢尔类跳起跳弧线。只有两种三周以上的跳可以在联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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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跳中跃重复一次。不允许做四周跳，在整套节目中任何

一周,两周（包括两周半跳）或三周跳不可以重复两次。

（2）最多两个不同种类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为换足

的联合旋转（8 圈），不允许跳进入；另一个必须为跳接旋转

（6 圈）或跳进入的换足一种姿势旋转（8 圈）。

（3）最多一个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2.乙组

男子 / 女子组

参照国际滑联公告第 2328 号关于少年低龄组(Basic

Novice)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由滑：音乐时间（2’30”±10”）

（1）最多四个跳跃动作，其中一个必须是阿克谢尔类

跳，最多可以有两个联跳或连续跳，联跳只包含两个跳。连

续跳包括任何周数的两个跳，起始于任何种类跳跃，立即接

一个阿克谢尔类跳跃，第一个跳落冰弧线直接进入阿克谢尔

类跳起跳弧线。不允许三周或四周跳，在整套节目中任何一

周或两周跳（包括两周半跳）不可以重复两次。

（2）最多两个不同种类的旋转，其中一个必须为联合

旋转；换足至少 8 圈，不换足至少 6 圈。另一个必须是一种

姿势旋转；换足一种姿势旋转至少 8 圈，不换足一种姿势旋

转至少 6 圈。两个旋转都可跳进入。

（3）最多一个充分利用冰面的接续步。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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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比赛采用 ISU 裁判系统进行裁判工作和成绩计算。

2.动作及要求：动作顺序由运动员自行选定。超时后完

成的动作将不被评分。未做详细规定的技术动作需符合国际

滑联规则的规定。

3.甲组

（1）动作级别：三级难度为所有被评判级别动作的最

高难度。超过三级难度所需的定级条件将被技术组忽略；

（2）节目内容分只由四部分组成，即：滑行技术、动

作连接、表演完成、音乐表达；

（3）节目内容分系数：男子：1.8；女子：1.6。

4.乙组

（1）动作级别：二级难度为所有被评判级别动作的最

高难度。超过二级难度所需的定级条件将被技术组忽略；

（2）节目内容分由两部分组成，即：滑行技术、表演

完成

（3）节目内容分系数：自由滑：2.5。

（五）音乐

1.各组别比赛音乐自选，可以用声乐。

2.参赛选手需在赛前将音乐以 mp3 格式发送到赛事组委

会指定的电子邮箱中。

3.音乐文件需要命名为：组别、姓名。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171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27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竞赛部，023-63005875。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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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一）所有裁判员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选派。

（二）比赛将设置仲裁委员会，所有参赛选手及相关人

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裁判组工作。参赛选手如对比赛成绩

有异议需由参赛单位以书面方式在相关比赛节目结束后 30

分钟内交到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予受理。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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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国际跳棋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在永川区川龙酒店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1、青少年男子甲组个人，团体（64 格，各 1 项）

2、青少年女子甲组个人，团体（64 格，各 1 项）

3、青少年男子乙组个人，团体（100格，各 1 项）

4、青少年女子乙组个人，团体（100格，各 1 项）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

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比赛，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

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各组别分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 1 名，运动

员 3 名。

2.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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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 甲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日出生。

2. 乙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国际跳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国际跳棋竞

赛规则（暂行）》。

（二）比赛原则上不超过 9轮。100格比赛采用巴西规则；

64格比赛采用巴西规则，平行开局，双盘制，计大分。

（三）比赛只进行个人赛，以个人赛成绩分别计算各组

团体赛成绩。

（四）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五）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六）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印有本单位名称（胸前单

位高度 10 厘米）的统一比赛服装，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七）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

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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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

排列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

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

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30 日

（三）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电话：023-639017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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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店、

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少参赛

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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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国际象棋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在永川区川龙酒店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2 项）

个人、团体

（二）青少年组（12 项）

1.青少年甲组（4 项）

男子：个人、团体

女子：个人、团体

2.青少年乙组（4 项）

男子：个人、团体

女子：个人、团体

3.青少年丙组（4 项）

男子：个人、团体

女子：个人、团体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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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 3 人。

2.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甲组运动员男、

女各 3 人，乙组运动员男、女各 3 人，丙组运动员男、女各

3 人。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

甲 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 2016 版《国际象

棋竞赛工作手册》。

（二）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印有本单位名称（胸前单

位高度 10 厘米）的统一比赛服装，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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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排列成年

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

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

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电话：023-639017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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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店、

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少参赛

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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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桥牌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3 月 11 日至 17 日在重庆永川区川龙大酒店举

行。

二、参加单位

（一）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二）桥牌 B 类俱乐部和经批准的市内个别桥牌团体。

三、竞赛项目（3 项）

公开团体、公开双人、混合双人。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各代表队限报领队 1 名，教练 1 名，运动员（公开团体

1 队 4-6人，公开双人 2 对，混合双人 2 对）。

（二）运动员年龄

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

六、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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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中国桥牌协会 2018 年审定的《中国桥牌竞

赛规则》。

（二）公开团体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采用积分编排赛制或单循环赛制。共进行

12-14轮，每轮 8 副牌，以累计 VP 积分排列各队成绩。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前四进入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

打 24 副牌，分三节。第一名可选三，四名。决赛及三四名

比赛打 24 副牌，分三节。其它队再进行六轮瑞士移位附加

赛（可重复对阵），并带第一阶段比赛本队累计 VP 的 50%。

（三）公开双人赛和混合双人赛采用瑞士移位双人 VP

（imp）单冠军赛制；共进行 10-14 轮，每轮 8 副牌。

（四）计分方法均以世界桥联 2013 年 20:0 VP 制计算。

（五）比赛采用计算机预制牌；

（六）比赛使用电子信息采集设备记分；

（七）比赛禁止使用黄色叫牌体系、棕色约定叫和心理叫。

（八）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证

书，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

参赛人数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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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排列团体

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

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2 月 19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电话：023-639017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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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店、

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少参赛

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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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围棋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10 日在永川川龙酒店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2 项）

个人、团体

（二）青少年男子甲组、青少年女子甲组（各 2 项）

个人、团体

（三）青少年男子乙组、青少年女子乙组（各 2 项）

个人、团体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各代表队各组别分别限报领队 1 名，教练 1 名，运动

员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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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代表团限报一支代表队参赛。

（二）运动员年龄规定

1.成年组：200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

2.甲组：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乙组：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由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

各组别根据报名人数决定赛制。

（二）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印有本单位名称（胸前单

位高度 10 厘米）的统一比赛服装，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

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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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各代表队在同一组别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

排列成年组和青少年甲组、青少年乙组团体前八名，如总分

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获第二名多者

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3 月 17 日

（三）报到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联系方式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电话：023-639017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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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店、

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少参赛

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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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象棋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21年 5 月11日至5月16日在永川区川龙大酒店举行。

二、参加单位

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各

行业系统及单位。

三、竞赛项目

（一）男子成年组个人。

（二）女子成年组个人。

（三）成年组团体。

（四）青少年男子组个人。

（五）青少年女子组个人。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规

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1 人，教练1 人，运动员男女各3 名。

2.青少组：领队1 人，教练1 人，运动员男女各3 名。

（二）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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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年组：报名参加成年组别比赛的须为2003年12月31

日及以前出生。

2.青年组：报名参加青少年组别比赛的须为2004年1 月1

日及以后出生。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最新全国象棋竞赛规则，根据各组报名人数采

用相关比赛方式（补充规定详细说明）。

（二）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印有本单位名称（胸前单位

高度10厘米）的统一比赛服装，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时，

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生人身

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处理，

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其

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人数

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13、11、10、9、8、7、6、5 计分。

2.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之和分别排列成年组

团体前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

则以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191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供

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庆市

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4 号）

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21 日、报到时间另行

通知。

（三）联系方式

重庆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竞训科，电话：023-63901703。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理

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的身

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14天无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

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疫

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工具

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包车等

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员

出示全体人员7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店、

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少参赛人

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疫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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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94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男运动员 6 人，女

运动员 3 人。

（二）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三）每名运动员限报一项，各单位男子半程接力限报

一队（4 人）。

六、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

执行最新版本的《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和《中

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

(二)比赛检录时，运动员需出示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原件，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器材、服装与装备

1.参赛运动员自备自行车、服装和头盔等器材和装备，

并要符合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

2.运动员比赛服须符合最新版本的《中国铁人三项运动

协会业余铁人三项运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可到中铁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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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网站“规则规定”栏内查阅。)

3.运动员可以使用公路自行车、TT 车、山地车等无动力

自行车，但必须通过裁判组检查，确认自行车符合安全规定。

4.运动员必须强制使用“游泳安全浮球(气囊)”，安全浮

球与身体之间应通过长度至少为 40 厘米的绳(缆)连接，不得

直接绑定在身体上。

5.运动员比赛服与装备检查将在比赛日检录和进入转换

区的时候进行，赛前不再单独安排检查;如运动员不确定自身

比赛服和装备是否符合竞赛规则，可在赛前技术会后将比赛

服与装备提交技术官员检查。

(四)比赛关门时间

全程:4 小时;半程:2 小时。其中全程比赛游泳关门时间为

60 分钟，半程比赛游泳关门时间为 30 分钟。

(五)竞赛日程另行通知。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时，

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生人

身意外伤害事故，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的处理，

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特殊规定：起水时必须佩戴“游泳安全浮球(气囊)”，

否则按照犯规进行时间处罚，全程距离时间处罚 2 分钟，半

程和接力距离时间处罚 1 分钟。

七、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

（一）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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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二）计分方法

1.各单项前八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2.破市纪录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相

关规定执行。

3.按各代表队在单项比赛中名次得分和破市纪录加分之

和分别排列成年组和青少年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团体前

八名，如总分相等，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再相等则以

获第二名多者列前，依此类推。

八、报名和报到

（一）比赛采用网络报名。具体操作办法和报名所需提

供的材料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重

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报名工作的通知》（渝六运组委会办〔2021〕

4 号）执行。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报到时间另

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张老师 电话：13991370517

潘老师 电话：13618317618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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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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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健美操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8 日—2021 年 4 月 11 日，在永川农机校

体育馆。

二、参加单位

（一）各区县（含自治县、经开区）、各行业系统及单

位、驻渝部队为单位参加比赛；

（二）全市各中小学、高校、高职高专全日制在校生；

（三）社会团体、俱乐部；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

竞技类自选项目：混合双人操、三人操、五人操；

有氧类规定项目：有氧舞蹈（8 人）和有氧踏板（8 人）；

（二）青少年组

1.青少年甲组

青少年甲组（国际年龄二组）：《2019-2021 年健美操运

动员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规定动作》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

混合双人操、三人操、五人操；

有氧类规定项目：有氧舞蹈（8 人）、有氧踏板（8 人）；

2.青少年乙组

青少年乙组（国际年龄一组）：《2019-2021 年健美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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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技术等级规定动作规定动作》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

混合双人操、三人操、五人操；

有氧类规定项目：有氧舞蹈（8 人）、有氧踏板（8 人）；

3.青少年丙组

青少年丙组（预备组）：《2019-2021 年健美操运动员技

术等级规定动作规定动作》三人操、五人操；

有氧类规定项目：有氧舞蹈（8-12 人）；

4. 各 项 目 视 频 及 音 乐 下 载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duHXRi6FPjvaWOTHMUUyzA

提取码：x5fa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规定执行。

（二）在渝中小学、高校、高职高专全日制在校生，凭

学籍卡复印件、学生证（或入学通知书），代表各单位进行

参赛。

（三）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性别不限 2-24

人。

2.青少年组：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甲组运动员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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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别不限），乙组运动员 1-24 人（性别不限），丙组运

动员 3-20 人（性别不限）。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青少年组：

甲 组：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丙 组：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三）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

六、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际体操联合会《2017-2020 竞技健美操评

分规则》并结合本规程执行。

（二) 出场顺序：在赛前联席会中抽签决定。比赛采用

预决赛同场制一次性决出名次。

（三）特别说明：每项报名参赛队伍不足 3 支将取消该

项目的比赛。

（四）青少年组竞技健美操规定动作：所有规定动作不

允许更改规定套路的音乐、操化动作、托举动作、过渡连接

及队形路线变化，所有难度可以在同一类根命名动作中降组。

（五）有氧类规定动作：

1、所有有氧类规定动作都不允许更改规定套路的音乐、

操化动作、托举动作、过渡连接、难度动作。

2、有氧舞蹈：青少年乙组，允许自行创编成套开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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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个八拍；青少年丙组，允许自行创编成套开始部分 2 个

八拍及结尾 1 个八拍；所有套路队形自行创编。

3、有氧踏板：自行创编成套开始部分 2 个八拍。所有

套路队形自行创编。

（六）各代表队在为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同

时，要做好比赛中出现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预案，如发

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各代表队应按照应急预案积极主动

的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1年2月19日-2021年3月19日17:00

前。

2、报名方法(报名表见附件)

第一步：网上报名：

1.官网报名：登陆重庆体育总会官网 www.cqtyzh.org 点

击【报名入口】，选择【重庆市六运会健美操比赛】报名通

道入口进入报名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检查无误后保

存提交，完成网上报名操作（一经提交不得更改）。

2.微信公众平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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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市体育总会的微信公众号“重庆市体育总会”，

点击下方菜单【报名系统】--【重庆市六运会健美操比赛】，

进入报名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检查无误后保存提交，

完成微信报名操作。

报名咨询联系人：杨老师

电 话：17708316022

注：所有报名单位必须通过以上两种报名方式之一完成

网上报名。

专项技术联系人：王老师

电 话：18203081466

（二）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九、疫情防控

（一）各参赛单位要全面负责本单位队伍的疫情防控管

理工作，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所有人员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

区的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各参赛单位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对运动队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赴赛区途中乘坐交通

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

包车等方式前往赛区。各队领队、教练为本队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

（三）各参赛单位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

员出示全体人员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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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健美操比赛报名表





205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街舞比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1 年 4 月 15 日—4 月 18 日在永川区农业机械化学

校体育馆举行。

二、参加单位及个人

（一）各区县（含自治县、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经

开区）、各行业系统及单位。

（二）全市各中小学、高校、高职高专全日制在校生；

（三）社会团体、俱乐部及个人；

三、竞赛项目

（一）成年组

男子：19 周岁以上街舞（Breaking）个人斗舞赛。

（二）青少年组

1.青少年甲组

男子：14-18 周岁街舞（Breaking）个人斗舞赛。

2.青少年乙组

女子：18 周岁以下街舞（Breaking）个人斗舞赛。

青少年丙组

男子：13 周岁以下街舞（Breaking）个人斗舞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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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二）所有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健康合格，

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方能参赛。

五、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成年组：运动员人数不限。

2.青少年组：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各组别运动员年龄

成年组：2001.12.31 以前；

甲 组：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 组：200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丙 组：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每名运动员限报一项。各组别运动员人数不限，

总规模不超过 400 人。总人数达到上限后，报名系统关闭。

六、竞赛办法

（一）出场顺序：赛前抽签决定。

（二）进入半决赛后，将采取 3 局 2 胜制。

（三）淘汰赛阶段每人每轮展示时间 45 秒至 60 秒，抽

签决定出场顺序。

（四）运动员比赛时身着不得含有政治、宗教、暴力、

血腥等文字和图案或过分暴露的服装参赛，否则将不得参加

比赛。

（五）运动员须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发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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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意外伤害事故的，应积极主动处理，并向所投保的保险公

司索赔。

七、录取名次

各单项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

其余名次颁发证书。如参赛人数不足录取名次，按实际参赛

人数录取。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方式

第一步：网上报名：

1.官网报名：登陆重庆体育总会官网 www.cqtyzh.org 点

击【报名入口】，选择【重庆市六运会街舞比赛】报名通道

入口进入报名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检查无误后保存

提交，完成网上报名操作（一经提交不得更改）。

2.微信公众平台报名：

关注重庆市体育总会的微信公众号“重庆市体育总会”，

点击下方菜单【报名系统】--【重庆市六运会街舞比赛】，

进入报名系统，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检查无误后保存提交，

完成微信报名操作。

注：报名必须通过以上两种报名方式之一完成网上报名。

（二）报名、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联系方式

林老师 电话：17830380127

杨老师 电话：18008305211



208

九、疫情防控

（一）参赛人员必须服从赛区的疫情防控管理，关注自

身身体状况，确保抵达赛区前 14 天无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

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二）参赛人员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应接受疫情防控知

识教育，并严格遵守赛区疫情防控工作纪律。赴赛区途中乘

坐交通工具时，应加强个人防护，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

量采用更加安全的方式前往赛区。

（三）参赛人员抵达赛区时应第一时间向大会工作人员

出示 7 天内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和健康码“绿码”。

（四）所有参赛人员进驻赛区酒店后，将严格按照“酒

店、赛场之间两点一线”的轨迹统一接驳行动，最大程度减

少参赛人员流动及与外界接触，降低传染可能性，形成“防

疫闭环”。

十、经费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一、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

行。

十二、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按《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办法》

执行。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组

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