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西南财经大学秋季运动会竞赛规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增强

师生体质健康水平，丰富全校师生体育文化生活。经学校研究决定，于 10 月

28-29 日在柳林校区晨曦运动场举行以“强体魄、促健康、担使命、迎大运”

为主题的 2021 年西南财经大学秋季运动会。 

 

一、竞赛日期 

2021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29 日 

（开幕式时间 10 月 28 日 8：30-10：00，闭幕式时间 10 月 29 日 16：20-

17：20）。 

10 月 26 日（周二）下午 2：30 在晨曦运动场进行入场式彩排，3:00 进行

团体操预赛，以及自选体育艺术集体项目预赛。 

二、竞赛地点 

柳林校区晨曦运动场、晨曦与朝晖网球场、体育馆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和

台球室。 

三、参赛单位 

学生组：以学院（中心）为单位； 

教工组：以二级分工会为单位 

四、竞赛项目 

（一）田径项目 

男子组：100M、200M、400M、800M、1500M、5000M、4×100M 接力、4×

400M 接力、跳高、跳远、铅球（7.26kg）  

女子组：100M、200M、400M、800M、1500M、3000M、4×100M 接力、4×

400M 接力、跳高、跳远、铅球（4kg）。 

（二）健康趣味运动项目 



30×50 米迎面接力赛、同心鼓、16×60 米趣味接力赛（毛毛虫比赛）、

20×50 米“同心协力”接力赛、20×30 米“风火轮”接力赛、集体跳绳比赛、

拔河、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和阳光彩虹跑。 

（三）网球赛 

学生组团体赛：每个学院只报 1队；教工组单项比赛：男双、女双和混

双。 

（四）乒乓球团体赛    每个单位只报 1队 

（五）羽毛球团体赛    每个单位只报 1队 

（六）台球团体赛      每个单位只报 1队 

（七）定向越野团体赛  每个单位只报 1队 

（八）开闭幕式方队（要求：队列在主席台前停留不得超过 2分钟 30 秒） 

1．参赛单位：各学院（中心）、机关和后勤。 

2．评分标准：【学院（中心）方队】 

精神面貌 

（30 分） 

方队整齐

度 

（30 分） 

教职工参与度 

（40 分） 
时间 扣分 

1．具有活

力、充满朝

气。 

2.青春、阳

光、健康向

上。 

1.方队整

齐划一。 

2.方队口

号响亮。 

学院（中心）教职工参

与度： 

1. 全院（中心）50%及

以上的教职工参与即

得 24 分。 

2. 学院（中心）领导，

根据参与比例可得 4-

16 分。 

通 过 主 席

台时间2分

钟 30 秒。 

方队在主

席台停留时间

超过2分钟30

秒的队伍，每

超过 5 秒方队

总分扣 10 分。 

（九）团体操比赛（第九套广播体操） 

1.要求：青春、阳光、健康。 

2．参赛单位：各学院（中心） 

3.参赛对象：学院（中心）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师 

4.参加人数及要求： 

（1）100 人+各学院（中心）总人数×5%。总人数为各学院（中心）正式

注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2）未代表通识学院（中心）参加各种体育比赛的学生可代表本学院参

赛，参赛人数不超过本学院（中心）广播体操总人数的 1/4。 

（3）体育学院经教务处、研究生院核实学院（中心）人数后在领队会上予

以确认。 

5.录取奖项：预赛前十二名队伍进入决赛，决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其中

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 

6.比赛时间：比赛分为预、决赛。预赛：10 月 26 日下午 3：00，晨曦运动

场。决赛时间：10 月 28 日上午 9:30。 

（十）自选体育艺术集体项目 

1.要求：“一院一品”、特色；在武术、健美操／啦啦操项目中选择。 

2．参赛单位：各学院（中心） 

3.参赛对象：学院（中心）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师 

4.参加人数及要求： 

（1）120 人，各学院（中心）正式注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2）未代表通识学院（中心）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可代表本学院参赛，参赛

人数不超过本学院（中心）总人数的 1/4。 

（3）可选择跨学院（中心）组队参赛，得分按照学院参加数量平均分摊。 

5.录取奖项：预赛取得前 2 名的队伍进入开幕式决赛表演，根据参赛队数

量设置一二三等奖。 

6.比赛时间：比赛分为预、决赛。预赛：10 月 26 日下午 3：40，晨曦运动

场。决赛时间：10 月 28 日上午 9:30。 

7.评分标准： 

精神面貌（50 分） 整齐（50 分） 

   具有活力、充满朝气、

青春、阳光、健康向上。 

  1．动作整齐、舒展、有力 

2．队形整齐、层次鲜明 

3．动作和音乐完美配合 

4．服装整齐、色彩和谐 

五、参加办法 

1．学生以学院为单位、教工以二级分工会组队参加比赛。 



2．凡我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本科、研究生、继续教育），身体健

康者均可参加。其中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和台球等团体赛，各个学院可派一

名男老师和一名女老师参加。 

3．各教工二级分工会部门参赛要求，竞技类：羽毛球团体项目、乒乓球团

体项目、台球团体项目每个单位限报 1队，网球单项、田径单项不限；健康趣味

项目：拔河和定向越野必须参加，另外 20×50 米迎面接力赛、同心鼓、8×60 米

趣味接力赛（毛毛虫赛）、12×30 米风火轮接力赛、20 人集体跳绳和 8×50 米

同心协力接力赛。教师组趣味项目只是人数减少，规则不变。 

注：（1）教师参加的单项根据成绩进行单独排名，不进行决赛，所取得

的积分记入该教职工的分工会。（2）参加的趣味项目须达到 3 队，如果在报

名截止时间低于 3 队，组委会将取消该项目，并由工会统一告知已参赛的分工

会。（3）羽毛球、乒乓球、网球不能兼项，在比赛开始后 15 分钟内未到者，

按弃权本场比赛。（4）除教职工拔河和网球外，其他项目原则上以学生组同

类项目时间安排一致。 

4．参赛运动员应带上学生证或者工作证以便检查，如有弄虚作假者，将取

消名次。 

5．田径项目中，每单项限报 3人，每人限报 2项，可兼报接力和趣味集体

项目。通识学院每个田径单项限报 6人，每人限报 2项，在报名时须注明其专

业（参加集体项目：接力赛、趣味运动项目、网球、定向越野、羽毛球和乒乓

球等不用注明）。 

6．各参赛运动员须身体健康且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注：女子 3000 米和男

子 5000 米提交纸质报名表须提交体检合格表和人身意外保险保单，方能参加

比赛。 

7．比赛所有跑鞋，跑鞋钉必须用塑胶跑道专用鞋钉，否则不准参赛。 

8．拔河和 30×50 米迎面接力赛，参赛队员必须穿软底运动鞋。 

六、竞赛规则 

（一）田径项目竞赛规则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 新田径竞赛规则。 



2．100M、200M 采取预赛、决赛。按预赛成绩录取前 8名参加决赛，400M

及 400M 以上比赛项目（包括接力）均采用一次性决赛的办法，按成绩录取名

次。 

（二）网球竞赛规则 

1.学生组： 

（1）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加进行团体赛。 

（2）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6名（3男 3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参加团体

比赛，可派一名男老师和一名女老师参加。领队教练各一名，领队由教师担

任，教练为教师学生皆可。 

（3）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 新《网球竞赛规则》。 

（4）每局比赛采用无占先制（金球制：40 平后进行决胜分）。 

（5）每场比赛采用一盘（六局）平局决胜制（一盘抢七决胜制）。 

（6）比赛采用三场两胜制，两场单打，一场双打，顺序为男单、女单、混

合双打。 

（7）第一阶段为小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 后决出前八名。 

（8）每场团体赛中两名单打运动员不能同时兼双打，只能有一名兼双打。 

（9）小组赛中，获胜队积 2分，负队积 1分，弃权为 0分。当积分相同时

按照以下办法判定名次： 

A．在同一组中两队积分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决定名次。 

B．如三队或三队以上的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诸条顺序以此判定名次： 

a．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场次。 

b．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盘数。 

c．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局数。 

d．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分数。 

2. 教工组：设男双、女双和混双比赛项目。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

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录取前八名（教师组不进行抽签，随机编排）。 

（三）乒乓球竞赛规则 

学生组和教工组混合编排参加比赛。 

1.学生组： 



（1）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加进行学生组团体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10

名（5男 5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参加团体比赛，可派一名男老师和一名女

老师参加。领队教练各一名，领队由教师担任，教练为教师学生皆可。 

（2）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新颁布的《乒乓球竞赛规则》，不实行暂停

制度。 

（3）比赛采取 5场 3胜制，每场均为单打，比赛次序为：男、女、混双、

女、男，每场比赛每人只能上场 1次。 

（4）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每场比赛都采用 3局 2

胜。 

（5）小组赛中，获胜队积 2分，负队积 1分，弃权为 0分。当积分相同时

按照以下办法判定名次： 

A．在同一组中两队积分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决定名次。 

B．如三队或三队以上的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诸条顺序以此判定名次： 

a．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场次。 

b．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局数。 

c．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分数。 

2.教职工组：以二级分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6名（3

男 3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随机编排到各小组，不再进行抽签。比赛顺序

男单、女单和混双，赛制参照学生组比赛，参赛运动员不能兼项。 

（四）羽毛球竞赛规则 

学生组和教工组混合编排参加比赛。 

1.学生组： 

（1）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加进行团体赛。 

（2）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10 名（5男 5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参加团

体比赛，可派一名男老师和一名女老师参加。领队教练各一名，领队由教师担

任，教练为教师学生皆可。 

（3）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 新颁布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4）比赛次序为：女单、男单、女双、男双、混双，每场比赛每人只能上

场 1次。 



（5）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每队必须打满 5场，每场比赛采用“一局

制”，每局 21 分制，当一方得分先到 12 分时双方交换场地，当 20 平时，先得

21 分一方此局获胜。第二阶段为淘汰赛，21 分制，20 平时，需要净胜 2分此

局获胜，采用 3局 2胜，整队比赛 5场 3胜。 

（6）小组赛中，获胜队积 2分，负队积 1分，弃权为 0分。当积分相同时

按照以下办法判定名次： 

A．在同一组中两队积分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决定名次。 

B．如三队或三队以上的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诸条顺序以此判定名次： 

a．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场次。 

b．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局数。 

c．该队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分数。 

2.教职工组：以二级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6名（3

男 3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随机编排到各小组，不再进行抽签。各阶段赛

制都为一局 21 分制，20 平时，需要净胜 2分此局获胜。比赛顺序为男单、女

单和混双，不能兼项。 

（五）台球竞赛规则 

学生组和教工组混合编排参加比赛。 

1.学生组： 

（1）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加进行团体赛。 

（2）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5名（3男 2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参加团体

比赛，可派一名男老师和一名女老师参加。领队教练各一名，领队由教师担

任，教练为教师学生皆可。 

（3）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 新台球竞赛规则。 

（4）男生比赛项目为斯诺克，女生比赛项目为美式黑八。 

（5）比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预赛阶段为单淘汰赛制。 

（6）进入前 8名的队伍进行决赛，采用单淘汰赛制+复赛，分别决出 1-8

名。 

（7）比赛采用 3局 2胜制，出场顺序为男、女、男；每场比赛每人只能上

场一次。 



2.教职工组：以二级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5名（3

男 2女，其中 1男 1女替补），随机编排到各小组，不再进行抽签。 

（六）定向越野竞赛规则 

1.学生组： 

（1）以学院为单位报名参加进行团体赛。 

（2） 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8名（4男 4女，其中 1名为队长）参加团体

比赛。领队教练各一名，领队由教师担任，教练为教师学生皆可。 

（3）竞赛按《全国学生定向运动竞赛规则（试行）》执行。 

（4）运动员必须穿比赛服装，佩戴号码布。 

（5）各队按编定的比赛时间提前三十分钟到比赛场地（体育馆正门设为起

点和终点）报道。 

（6）使用国际定向运动地图规范 （ISOM2000/ISSOM2007） 新绘制的彩

色地图。 

（7）按照线路正确、无违规违例的队伍到达的先后顺序计算。 

2.教职工组：以二级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8名（4

男 4女，其中 1名为队长）参加团体比赛。 

（七）健康、趣味运动项目竞赛规则 

1．同心鼓 

由 20 个人牵拉同心鼓，1人捡球放球（网球），将规定的一个网球在 2分

钟内连续颠起高于 15 厘米，中断后累加计数，总数多者获胜。 

2．“集体跳绳” 

（1）参赛人数、性别不限，每个学院（中心）限报 1队。教工组以二级分

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运动员共 10 名参赛，名次另计。 

（2）各队比赛时间为 1分钟 30 秒，跳绳长度为 10 米，派 2名运动员进行

抡绳，20 名运动员跳绳。跳绳运动员在抡绳开始后计时，才能进入比赛，等待

20 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后，完成的次数为有效成绩。 

（3）比赛中，如果出现中断，重新开始抡绳，原已经进入的运动员一起重

新开始比赛，在完成一次抡绳后方可继续加入。 

（4）1分钟 30 秒内完成的次数为 终成绩。 



（5）比赛取前 8名，如果出现次数相同时，选派 10 人加赛 30 秒，不参加

者，并列名次靠后；如果数量为零，进入人数多的队排名靠前。 

（6）教工组派 2名运动员进行抡绳，10 名运动员跳绳，其他规则按照

（2）-（5）执行。 

3．“30×50 米迎面接力赛” 

（1）参赛人数规定为 30 人（男女各 15 名，规定一边男生一边女生），每

个学院限报 1队。教职工组：以二级分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

员共 10 名（5男 5女）参赛，名次另计。 

（2）在交接棒时必须手对手交接，不能扔棒，否则取消比赛成绩。 

（3）如果在途中出现掉棒，由掉棒运动员拾起继续比赛。 

（4）为了学生的安全，禁止运动员穿钉鞋参加比赛。 

（5）必需在规定的接力区交接，如果因在接力区外交接并且获利，将在本

队 终成绩上一次扣罚 5秒，以此类推。 

4．16×60 米趣味接力赛（8男 8女） 

起跑线后，每次 8人骑跨在毛毛虫上，完成 30 米往返共 60 米的赛程后进

行交接，整个过程不可以拖在地上行进，行进间毛毛虫的保持头部向前，毛毛

虫头部撞线计时结束。 

5．20×50 米“同心协力”接力赛（10 男 10 女） 

在充分做好准备活动后，所有队员在起跑线后，每次 10 人抓住器材规定位

置，完成 50 米，且尾部通过线后，方能进行交接，整个行进过程队员不得离开

器材， 后器材头部过线，计时结束。注：规定一边男生一边女生。 

6. 20×30 米“风火轮”接力赛（10 男 10 女） 

开始前，10 名上场队员都站在器械里，器械在起跑线后。在滚动过程中，

队员不得离开器械，如果有人离开，须退回离开地，全部队员站好，才能继续

向前。完成 30 米，且尾部通过线后，方能进行交接， 后冲刺，器材头部过

线，计时结束。 

7．拔河 

学生组： 

（1）参赛人数规定为 20 人（男女各 10 名），每个学院限报 1队，实行三

局两胜制。 



（2）为了学生的安全，禁止运动员穿钉鞋参加比赛。 

教职工组： 

以二级分工会为单位报名参赛，每队报男女运动员共 22 名（16 男 6 女），

上场队员为 20 名（15 男 5 女），其余 1男 1女为替补。另外，各单位根据人数

可报 2个队，如果人数不够可与其他单位组队参赛。 

8.引体向上团体赛 

（1）各学院限报 1队，每队由 15 名男子运动员组成。 

（2）引体向上必须采用正握的手法，即手心向前。 

（3）参赛队员上杠，身体静止不动后裁判鸣哨开始比赛，一个标准动作的

完成是以下颌超过杠为准。重复下一个动作之前手臂必须完全伸展（即大臂和

小臂成 180°），否则不计为有效个数；如果中途停留时间超过 10 秒，判该运

动员已完成比赛。 

（4）15 名运动员的有效个数之和为该队的 终成绩，按成绩排名取前 8

名。如果成绩相同，各队自己选择 1名运动员进行加赛 

9.仰卧起坐团体赛 

（1）各学院限报 1队，每队由 15 名女子运动员组成。 

（2）比赛时间为 1分钟。 

（3）运动员在垫上仰卧，腿弯曲，两脚放在垫上,两手抱在头后，用力收

腹，上体抬起成屈腿坐，肘触膝，即“全身仰卧屈腿分，手放在后脑枕，起坐

双肘触双膝，动作连贯。”各学院自己寻找志愿者按住运动员的脚面或者踝关

节。 

（4）运动员身体仰卧静止不动后，裁判鸣哨开始比赛，肩部不着垫不计

数；两手没抱在头后或者手任何时候离开头不计数；肘关节没碰到膝关节不计

数（头碰到可以）。 

（5）1分钟后裁判吹哨，所有选手停止比赛，哨声后不再计入成绩。 

（6）15 名运动员的有效个数之和为该队的 终成绩，按成绩排名取前 8

名。如果成绩相同，各队自己选择 1名运动员进行加赛。 

注意：请比赛结束后每个队派一名代表在等候区等通知，如成绩相等，还

要进行加时赛。 

10.阳光彩虹跑 



（1）各学院按照不超过在籍学生总人数的 10%比例参加活动，在比赛前将

参加名单提交给组委会，并在活动结束后，各学院组织所有完成彩虹跑的学生

进行照相， 后提交体育学院群体教研室。 

（2）路线：光华体育馆正门前出发，经通博楼、格致楼、腾骧楼、朝晖运

动场、三拱门、学生活动中心，终点为光华体育馆正门前，全程约 3000 米。 

（3）阳光彩虹跑不计名次，但要记录各单位完成活动的总人数。整个过程

运动员可以选择任意健康向上的方式跑或者快走完整段路程。 

（4）在跑行过程中，工作人员将设立 4个彩色粉末抛洒点，集够所有颜色

的运动员视为完成彩虹跑。 

七、录取名次、计分和奖励 

1.田径单项比赛以成绩录取前 8名，按 9、7、6、5、4、3、2、1计分,单

项报名人数不足 8人，则依次减少一名名次进行录取。 

2.田径接力项目、女子 3000 米、男子 5000 米、趣味运动项目，以比赛成

绩录取前 8名，按 18、14、12、10、8、6、4、2 计分。 

3.团体操按一二三等奖计分，其中一等奖（2 名）计 18 分，二等奖（4

名）计 14 分，三等奖（6 名）计 10 分，优胜奖计 4 分; 自选体育艺术集体项

目，一二三等奖计分，其中一等奖计 15 分，二等奖计 10 分，三等奖计 8 分，

优胜奖计 5 分;开闭幕式方队表演按一二三等奖计分，其中一等奖（2 名）计

16 分，二等奖（3 名）计 12 分，三等奖（3 名）计 8 分，优胜奖计 4 分，特别

奖（2 名），计 6 分。 

4.乒乓球、网球、定向越野、羽毛球和台球等团体赛，以及“光华杯”健

康活力大赛、游泳、足球、排球、男子篮球赛和女子篮球，以比赛成绩分别录

取前 8名，按 27、21、18、15、12、9、6、3 计分。 

4.本届秋季运动会设田径男女团体总分、秋季运动会团体总分和 2021 年度

“光华杯”系列体育竞赛团体总分奖。 

（1）田径比赛破一项校纪录加 10 分；破一项成都市大学生田径纪录加 20

分。如团体总分相等，以破纪录多者列前，如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

依此类推。通识学院参加田径单项比赛获得前 8名的运动员，进行双向积分：

通识学院计入相应积分，运动员所在院系也同时计入相应的积分。 



（2） 秋季运动会团体总分由田径男女团体总分、趣味项目、团体操、开

闭幕式方队得分、乒乓球、网球、定向越野、羽毛球和台球得分组成。 

5．凡获得单项、集体项目和秋季运动会团体总分前 8名者，均给予奖励。 

6．对获得开幕式、闭幕式方队评比前 8名的学院给予奖励（评分标准，在

领队会议上宣布）并设特别奖 2 名。 

7．本届秋季运动会评选 佳组织奖 4名， 佳宣传奖 4名，体育道德风尚

奖 4名（各奖项计入秋季运动会团体总分 5分）。 

8．对 2021 年度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杯”系列体育竞赛团体积分之和前 8

名的给予奖励。 

八、报名时间及方法： 

学生组：本届运动会参赛学院采用网上报名，网址：

http://www.ydh800.cn/sign/，网上报名密码在 10 月 12 日的领队会上发放。 

教工组：各二级工会报名请用电子文档形式将报名表（单位、参赛项目、

运动员姓名、性别、联系方式）发至：gonghui@swufe.edu.cn 

1．202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3：30 报名截止，学生组和教工组报名截止后

不得补报、更改。 

2．用报名软件直接打印出报名表报名，领队签字后交体育学院办公室； 

3．若网上报名不能正常提交报名表，请将电子报名表文件（文件名类似：

学生组_保险学院.OST）发至：caixinglin2002@163.com。 

九、领队会议时间 

10 月 12 日下午 1：00 在柳林校区游泳池 201 会议室召开运动会教工组领队

会议，4：00 在柳林校区游泳池 201 会议室召开运动会学生组各学院领队会议。

通报本次运动会有关事宜，并进行拔河、网球、羽毛球、台球、乒乓球分组及开

幕式入场顺序等抽签。 

十、本规程未尽事宜，由体育学院和校工会另行通知。 

 

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工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