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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会 
                                   

 

关于举办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庆祝建院 60周

年暨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的通知 

 

院属成都、重庆地区各单位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充分展示成都分院全民健身和职工体育工

作新成果,为“率先行动”计划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经研究,

定于 9 月底举办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庆祝建院 60 周年暨首届职

工田径运动会。 

现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准备，积极报名参加。 

 

附件：1.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2.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报名表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会委员会 

2018 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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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二、承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会 

三、协办单位  

院属成都、重庆地区各单位工会   

四、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 1 天，具体另行通知。   

五、参加单位 

院属成都、重庆地区各单位组团参加 

六、竞赛项目 

（一）个人项目 

（1）男子甲组：径赛（100 米，400 米，1500 米） 

田赛（跳远，5 公斤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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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子乙组：径赛（100 米，800 米，1500 米） 

田赛（跳远，5 公斤铅球） 

（3）男子丙组：径赛（1500 米） 

田赛（跳远，5 公斤铅球） 

（4）女子甲组：径赛（100 米，400 米，1500 米） 

田赛（跳远，4 公斤铅球） 

（5）女子乙组：径赛（100 米，800 米，1500 米） 

田赛（跳远，4 公斤铅球） 

（6）女子丙组：径赛（1500 米） 

田赛（跳远、4 公斤铅球） 

（7）1 分钟跳绳（设男子组、女子组，不分年龄组别，跳

绳自备） 

（二）集体项目 

1．男子 4×100 米接力。 

2．女子 4×100 米接力。   

3．50 人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此项为参加运动会开幕式

出场展示项目。各单位组织 50 人（男女不限）走开幕式出场式

及广播体操展示。评分标准主要包括：精神面貌、动作规范、队

列队形、服装统一 4 个方面。 

4．拔河比赛（每队 15 人，10 男、5 女）,比赛顺序在领队

会上以抽签形式进行分组。 

（三）领导干部组（现职所局级领导干部及转制单位主要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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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 60 米托球跑（全程用羽毛球拍托网球，以时间计算

成绩）。 

2．女子 60 米托球跑（全程用羽毛球拍托网球，以时间计算

成绩）。 

跑动过程中，球始终不能离开球拍，球一旦掉落，即刻停止

前进，将球放回球拍后，方可继续前进（球拍和球由大会统一提

供） 

3．男子单人 1 分钟跳绳比赛（1 分钟计时，以跳绳次数计

算成绩,单次摇绳、双摇均算一次计数）。 

4．女子单人 1 分钟跳绳比赛（1 分钟计时，以跳绳次数计

算成绩，单次摇绳、双摇均算一次计数）。 

七、竞赛办法 

1．田径项目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规则。 

2．其它项目比赛规则按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八、参加办法 

（一）分组年龄 

1．男、女子甲组：35 岁以下（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男、女子乙组：36 岁—47 岁（1971 年 1 月 1 日—198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3．男、女子丙组：48 岁—60 岁（1958 年 1 月 1 日—197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4．领导干部分男女组别，不以年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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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员资格 

1．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本单位正式在岗职工（含项目

聘用）、研究生（研究生只能代表培养单位参赛）。 

2．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经医务部门体检合格后方可报名

参赛。 

3．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携带身份证、工作证、研究生证，

以备资格审查。 

（三）报名人数 

1．个人项目，每项每单位不限人数，参加个人项目的运动

员可同时兼报集体项目。 

2．4×100 米接力赛，每单位可报男、女各 1 队。 

3．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每单位限报 1 队（每队 50 人，

不限男女、年龄）。 

4．拔河比赛，每单位限报 1 队 15 人（每队 15 人，10 男、

5 女，不限年龄）。 

5．领导干部组报名人数不限。 

（四）入场式要求 

1. 队伍要求：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田径运动会举行入

场式，入场式队伍由引导员、领队和广播体操展示队员方阵组成

（引导员由大会统一安排，广播体操展示队员方阵按照每纵列

10 人、每横排 5 人，总人数 50 人组成入场）； 

2. 解说词要求：请各代表团于 8 月 27 日前向大会宣传组上

报入场式解说词，字数严格控制在 120 字以内。 

联 系 人： 彭  丽  028—8522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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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pengli@cdb.ac.cn 

九、报名与报到 

1．请各组团单位将统一印制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

职工田径运动会报名表》逐项填写后加盖单位印章、医务印章于

8 月 27 日前报分院工会办公室。 

联系人： 田  敏、彭  鹏 

028—85229896、85223697 

E—mail：pengpeng@cdb.ac.cn 

2．非成都地区单位于赛前 1 天报到，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 

1．团体总分按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录取前 8 名。

所有比赛项目均记团体分。 

2．各比赛项目录取前 8 名。 

3．团体总分记分方法： 

（1）个人项目前 8 名，按 9、7、6、5、4、3、2、1 分，记

团体分。 

（2）集体项目前 8 名按个人名次分，加倍记团体分。 

（3）有所、局级领导参加比赛的代表团，在该团团体总分

中加 3 分。 

4．获团体总分和集体项目前 8 名的代表团颁发奖杯；获个

人项目前 8 名的运动员，前 3 名颁发奖牌及证书，4 至 8 名颁发

证书。 

5．大会设优秀组织奖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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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裁判组和仲裁委员会 

1．裁判员邀请有关单位选派专业人员担任。 

2．仲裁委员会由分院和邀请人员组成。 

十二、经费 

组委会负责各单位代表团人员在赛会期间食宿费，其他费用

各参赛单位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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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团长： 领队： 联系人： 电话：

运动员号码 姓名 性别 组别 备注 1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跳远 铅球
1分钟

跳绳

60米

托球跑

4×100

米接力
拔河

广播

体操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首届职工田径运动会报名表
单位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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