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四川赛区）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四川省教育厅

二、执行单位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

康湃思（北京）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四、承办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五、独家商务运营合作伙伴 

    阿里体育有限公司

六、参赛单位：

   全省各普通高校

七、比赛时间及地点：
①男子一级联赛：  1月  2 日报到， 3 日至  7 日比赛。地点：电子科技大学 

②男子二级联赛：  12月  21 日报到，  22日至  23 日比赛。地点：成都理工大学

③男子三级联赛：  12月 21  日报到，  22日至  26 日比赛。地点：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④女子一级联赛：  12月  27 日报到， 28日至  30 日比赛。地点：四川师范大学

⑤女子二级联赛：  12月  27 日报到， 28日至  30日比赛。地点：四川师范大学

⑥女子三级联赛：  12月 21 日报到，  22日至  26 日比赛。地点：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八、

运动员参赛资格的要求：

一级联赛：

（一）基本条件

1．凡报名参加一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

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

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含高等院校

体育教育专业），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2．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网学籍证明的港

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

3．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并经医院证明身体健康

者方可参加一级联赛。

4．运动员参赛年龄不得大于 25 周岁（1997 年 1 月 1 日界定）。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5．每个运动员可报名参加一级联赛 5 届，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参加基层赛（第 

N 届）开始计算至第（N+4）联赛为止，不能参加第（N+5）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

届联赛。报名参赛以当届基层赛报名表为准。

6．凡属进修班、干训班（干修班）、培训班、专修班、代培班和电视大学、函

授大学、远程教育、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等所有属于成人高等院校的学

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7．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者；或虽

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

队正式的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中国篮球协会注册的，以及曾参加

全国 U19、U21 联赛、俱乐部青年联赛、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的运

动员，不得参加比赛（以上秩序册为准，经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同意或选派并

采用备案制者不受此限）。

8．参加一级联赛满一届后，如入选国家青年队、国奥队、国家队，代表国家参

加世界比赛的运动员，经事先上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批准同意后，可报名参加

一级联赛，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凡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其身

份及资格均符合（一）中各项规定，必须事前上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批准同意

后，方可报名参加一级联赛，否则不得参加联赛。

（三）凡属教育部确定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可组队参加比赛，但所有队员的

身份及资格必须符合（一）中各项规定，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四）凡一级联赛中符合参加二级、三级联赛的学生，在同一赛季内不得再报名

参加二级、三级联赛。

二级联赛：

1. 凡报名参加二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

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

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并有正式学

籍的在校在读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注：1.联赛不接受专科生报名。2.专科

生入学后升（插）入本科生者不得报名参赛。3.研究生提供本科入学时相关资料

进行资格核查。）

2.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正常录取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政策

（包括并不限于：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体育类单独招生考试；教育部核准的

各院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或以高考二本录取线 65%录取的考生）的学生。体

育院校、各类院校的体育院系学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3.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网学籍证明的港

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通过体育特长生、体育特招等招生政策就读的港澳台学生

不得参加）。

4. 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并经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二级联

赛。

5. 运动员参赛年龄不得大于 25 周岁（1997 年 1 月 1 日界定）。

6. 每个运动员可报名参加二级联赛 5 届，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参赛（第 N 届）

基层赛开始计算至第（N+4）届为止，不能参加第（N+5）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

联赛。

7. 凡报名参加二级联赛的运动员，在同一赛季内不得再报名参加中国大学生篮

球一级联赛。

三级联赛：

1. 凡报名参加三级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

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

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职业教育高等院校，并



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在读的全日制学生，未享受高水平招生政策和其他体育加分政

策的职业教育本科、专科院校的学生（普通教育本科院校内的专科学院、短期职

业大学和成人高校不能参加）。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队不受此条限制。

2. 职业教育本科、专科院校的体育单考单招、体育类院校和各类院校的体育类

专业学生均不能参加比赛。

3.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政策并提供学信网学籍证明的港

澳台学生可参加比赛（通过体育特长生、体育特招等招生政策就读的港澳台学生

不得参加）。

4. 运动员参赛年龄不得大于 25 周岁（1997 年 1 月 1 日界定）。

5. 每个运动员可按其在读学制年限报名参加三级联赛（五年制的前两年除外），

均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参加基层赛（第 N 届）开始计算，职业本科可参加届数

至第（N+3）联赛为止，不能参加第（N+4）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联赛；职业专

科可参加届数至第（N+2）联赛为止，不能参加第（N+3）届联赛及以后的任一届

联赛。均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公布的赛事秩序册为准，报名参赛以当届基层预

选赛报名表为准。参赛运动员必须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

合格，并经医院体检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三级联赛。

6. 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者。或虽

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

队正式的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中国篮球协会注册的，以及曾参加

全国 U19、U21 联赛、俱乐部青年联赛、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的运

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7. 参赛运动员在赛前资格审查时需提供运动员本人在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

在线验证报告、招生录取大表。

8. 凡报名参加三级联赛的运动员，在同一赛季内不得再报名参加中国大学生篮

球一级、二级联赛。

九、参赛办法：

    1、参赛球队每队可报运动员 15人，领队 1人，主教练 1人，助理教练 1人、

体能教练或队医 1人。全队抵达赛区不得超过 15人（运动员 12人，不足 8人不

得参赛）。

2、凡参加比赛的球队，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领队都必须在当地保险

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途中）。各队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上交保险单

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的球队，不得参加比赛。

3、各参赛队自备符合篮球规则规定的深、浅两套比赛服装。

十、竞赛规则

    1、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和规则解释；

    2、采用 4×10分钟的比赛方式,其中第 1、2节和第 3、4节中间休息 2分钟,

第 2、3节中间休息 10分钟；

    3、暂停规定：

    每队在第 4节和每一决胜期最后 2分钟各增加 1次 30秒短暂停；

    4、凡在比赛中采用伸腿、勾脚等危险伤害动作或出现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

将直接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并取消该球员下一场比赛的参赛资格。

    5、比赛用球：采用男7号，女6号比赛用球。

6、竞赛办法与分组：

 一级联赛男子组、女子组：（1）本届比赛分为甲、乙组分开进行比赛，实行升

降级制度，甲乙组分开录取名次；根据第 23届 CUBA一级联赛甲组比赛前六名和

乙组第一、二名共八队为甲组进行比赛，去年甲组第七、八名和其余队伍为乙组

进行比赛，获第 24 届乙组第一、二名下届比赛升为甲组，获第 24 届甲组第七、

八名下届比赛降为乙组，按照本次甲组比赛排名向 CUBA组委会申报参加 CUBA全



国分区赛。 

   （2）甲组比赛八支队伍分为 A、B 两组，按照蛇形编排落位先单循环比赛排

出小组名次，两小组 1、2名进行交叉淘汰决出 1-4名，3、4名交叉淘汰决出 5-8

名；乙组比赛根据报名队伍情况先进行分组循环赛，再进行交叉淘汰排出名次，

小组分组根据上届比赛有成绩队伍按蛇形排位方式确定小组位次，其余参赛队伍

抽签方式进入各小组。

二级联赛男子组：因受疫情影响，经四川省教育厅同意，将四川省第二届“贡嘎

杯”青少年校园体育竞赛 （大学组）篮球竞赛（男子校园组）小组赛成绩作为 

2021-2022 赛季中国大学生 cuba篮球联赛（二级联赛-男子组）（四川赛区）第

一阶段成绩，第二阶段由出线的八支球队决出名次，冠军球队代表四川参加下一

阶段的全国比赛。

二级联赛女子组、三级联赛男子组、女子组：比赛根据报名队伍情况先进行分组

循环赛，再进行交叉淘汰排出名次，小组分组根据上届比赛有成绩队伍按蛇形排

位方式确定小组位次，其余参赛队伍抽签方式进入各小组。

十一、资格审查：

1、为体现 CUBA联赛的育人宗旨，请各校对本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进行

严格、认真的审查，按照本规程有关规定，严格把关，杜绝违犯运动员资格的规

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不良行为。各队领队、教练要对运动员资格确认负责。

2、为了 CUBA 联赛工作的顺利进行，竞赛监督委员会负责 CUBA 参赛运动员的

资格审查工作。

3、各单位在报名时必须按规定报寄《录取招生大表》。凡在赛前未完成资格

审查的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

4、凡对参赛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竞赛监督委员会提

交《申诉报告书》，同时需交纳申诉费 1000 元。若申诉成功申诉费将原数退还。

5、竞赛监督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采取不同形式，对参赛运动

员的比赛资格进行认真核查（参赛队员随身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对违犯资格

规定的参赛队、运动员及所在院校将给予处罚。

十二、各类违纪违规的处罚：

（一）资格问题的处罚：

1、赛前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证据确凿，立即取消当事人的参赛资格，不

得更换，全队少于 8人时，按规则规定不得参赛。

2、若在比赛中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经调查、取证、核实后，视确认、核

实的时间及对联赛造成的影响大小，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⑴ 在比赛开始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立即取消该队的参赛资格和所

有比赛成绩，并处罚该队停止参加本届和下一届一级联赛。

⑵ 在联赛结束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取消该队的所有比赛成绩和名

次，并通报全省，处罚该队停止参加下两届一级联赛。

3、凡在比赛中被认定违反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的参赛队，均没收抵押保证金。

（二）赛风赛纪问题的处罚及特殊规定：

为了维护比赛的正常秩序和严肃赛风赛纪，凡在比赛中出现赛风赛纪问题的

参赛队按以下规定处罚：

    1、各参赛队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经裁判警告无效

时，判罚该队教练员技术犯规一次。

    2、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辱骂裁判员，不得辱骂队员，经警告无效时，判

教练员技术犯规。若重犯，则立即取消该教练员该场比赛的临场指挥资格。

    3、凡在比赛场内、场外打架或动手打人的运动员、教练员将被给予严厉的

处罚，即取消当场及之后（本届联赛）比赛资格及临场的指挥资格，并取消该运

动员或教练员下一届 CUBA联赛的参赛资格。



    4、凡在比赛中闹事、罢赛及经认定打假球的队一律处以通报批评并取消该

队或队员下一届 CUBA联赛的参赛资格，同时没收该队抵押保证金。

   （三）连续违纪违规的处罚：

若一个队连续出现“队员资格”违反规定或违纪受处分屡教不止，将根据情

况对该队的领队和教练员予以停赛 1—2届的处罚。

    （四）处罚停赛队复议的程序：

    1、凡在联赛中被处罚的队或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其处分被解除前，必

须提前半年向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提出正式书面复议申请。

    2、联赛竞赛监督委员会根据该队承认错误和改正措施的具体表现，报告和

提交联赛组委会讨论。

    3、大会组委会依据竞赛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及该队的复议申请，决定是

否恢复该队参赛资格或酌减处罚。

十三、录取名次与奖励：

  1、各组别取前八名进行奖励，给运动员发放成绩证书。

  2、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参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体育道德风尚 奖评选

办法》执行。

3、各赛区评选最佳教练员，最佳运动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优秀裁

判员、优秀记录台、优秀志愿者。

  4、获得一级联赛甲组冠军队、二级联赛冠军队、三级联赛冠军队代表四川省

参加第 24 届 CUBA 全国分区赛，获得各组第二、三名可向 CUBA 全国组委会提出

书面报告，申请增补名额。

十四、报名与报到：

  1、报名：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到以下邮箱： 

①男子一级联赛：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赵章志 陈泽军 电话：13881836006 

13689001009  邮箱：31693382@qq.com

②男子二级联赛：成都理工大学   联系人：郑业刚    电话：13008102355

邮箱：79642129@qq.com。

③男子三级联赛：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联系人：向阳    电话：18349123374

邮箱：68492165@qq.com 。

④女子一级联赛：四川师范大学   联系人：候松辰  电话：17729848403 

邮箱：546999897@qq.com。

⑤女子二级联赛：四川师范大学   联系人：候松辰  电话：17729848403 

邮箱：546999897@qq.com。

⑥女子三级联赛：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联系人：向阳    电话：18349123374

邮箱：68492165@qq.com 。

2、以下材料报到时提交：

（1）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

（2）运动员学生证复印件；

（3）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

（4）运动员招生录取表复印件（加盖学校招办公章）；

（5）校医院或医院的体检证明（加盖校医院或医院公章）；

（6）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途中）。

（7）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8）运动队疫情防控承诺书。 

（9）运动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注：资料不齐全的队，不可参加比赛。

  3、领队、教练联席会议时间、报到时间、报到地点各组别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五、经费：

1、凡报名参赛的代表队，每队交参赛费人民币 3000 元、参赛保证金人民

币 1000元（保证金收取现金，如比赛没有出现违规则全额退回保证金）。

2、本次比赛缴费通过转账形式完成。请各参赛队在 2021 年 12 月 12 日前,

将经费缴清。

3、二级联赛男子组决出前八名后，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前,将经费缴清。

收款户名：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海峡科技园支行

收款账号：4402252509100123963

 4、转账时请备注好 CUBA+组别(例:一级联赛甲组男队)+学校名称，提供学校

的开票信息，以便开发票。

 5、交通、差旅、食宿费自理。

 6、联系人：宋羽婷 电话：15828234700

十六、防疫要求

本次比赛所有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学生体协、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参赛

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严格按防控要求措施执行，

不得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接触人员情况。各参赛队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观赛人员管理，本次比赛观赛人员管理按照教育部学生体协疫情防疫

要求进行。为保障本次比赛健康安全、平稳顺利，请广大参赛人员严格执行如

下疫情防控要求：

1.本次比赛所有工作严格按照赛区属地防疫工作相关要求进行开展。

2.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密

接接触且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或观察人员，或 14天内有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或从境外返回未满 28天的人员不得参赛。

3.所有参赛人员 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旅居史、14 天内有发热和/或呼

吸道症状、14天内与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有接触

的，须出具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方可报到及比赛。

4.所有参赛人员入校前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天府健康码及行程码等健康信息，

并进行体温测量。身份无误、健康信息符合要求、体温正常方可入校。请服从

学校管理，按有关引导进行报到和进出比赛场地。

5.参赛队伍及裁判员、工作人员需自觉做到以下几点：

（1）参赛人员 需 通过官方途径关注疫情，理性判断、拒绝谣言；加强防疫

知识学习，积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防控措施。

（2）参赛人员本人及家人赛前尽量减少外出，避免走亲访友、聚餐，减

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赛前 14 天尽量避免跨省外出，严禁到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旅行。

（3）注意个人卫生，科学安排作息，加强饮食营养，保证以健康的状态、



良好的心态参加比赛。

（4）尽量减少参赛队随行人员，以避免赛场人群聚集。

（5）加强往返途中自我防护，如需乘坐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应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手卫生；途中尽量与他人保持安全间距，留意周围旅客的健康状况，避免人员

近距离接触。

（6）参   赛    队 报到和候场时保持与其他人员的距离，不扎堆、不聚集。

（7）参赛队员须严格遵守报到及比赛安排和要求。

（8）要保持维护好个人清洁卫生，养成常通风、勤洗手、及时清倒垃圾

等习惯。认真仔细做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入住酒店、就餐等基础信息记录。

（9）参赛人员在比赛期间如出现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应立即佩戴口罩，将

情况报现场医务人员，在医务人员引导下进入隔离区进行隔离。

（10）学校将严格执行国家及四川省防疫政策，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在学校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做好随时根据防疫要求调整相关工作的准备，并

及时通知参赛队员，请各位参赛队员做好自身的防疫保障工作。

十七、大会仲裁、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调。

十八、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2021年12月3日



附件 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本次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

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

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

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

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

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

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员家长（监护人）签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学校（盖章）: 2021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 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领

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领队、教练

员会议时交给组委会。



运动队疫情防控承诺书

运动队：

运动队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领队）：

身份证：

本人代表运动队，承诺严格遵守赛会疫情防控管理的以下要求：

1．我队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方案，在赛前对队伍参赛人员进行全面

排查，对所有前往赛区的参赛人员，每日测量体温，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同时，我队将按规定要求按时向组委会报送所有健康档案，经组委会审核

通过后，再到达指定赛区。

2．我队在接到比赛通知后，将按规定要求制定好赴赛区途中的疫情

防控的各项措施。同时，提前了解目的地和出发地机场、车站的疫情防控

的具体要求，包括提前向有关航空公司等机构了解拟乘坐的航班（高铁），

确保无中转的来自境外的人员。

3．我队在前往赛区比赛前，将按规定要求组织全体参赛人员在出发

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如开赛日前 7 天检测所有参赛人员均显示合格，可

前往赛区。

4．旅行途中，我队将按规定要求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场所可能被高频

触摸的物体和部位，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饮食。在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

交通工具包括在市区内乘坐交通工具时，全程佩戴口罩，并尽可能佩戴一

次性手套。

5．比赛期间，我队会加强对所有参赛人员的管理，除队伍比赛、训

练外，只在赛会指定区域活动。

6．本人作为疫情防控责任人，每天对所有参赛人员进行至少两次体



温检测，负责每天两次（上午 10 点前、晚上 23 点 30 前）向赛区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提交所有人员健康状况。                

7．我队参赛人员在乘坐电梯时全程佩戴口罩，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

离。按电梯按键时，用面巾纸或消毒纸巾隔开，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触碰

后也要及时洗手。

8．比赛期间，如参赛人员出现发热、咳嗽等状况，尤其是体温超过

37.3℃者，本人作为疫情防控责任人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隔离出现症

状人员，并将情况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以备采取进一步相关措施。

9．比赛期间，如我队参赛人员出现其它伤病、需要赴医院就医，作

为疫情防控责任人将第一时间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送医过程中，

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10．在前往赛区比赛前，我队会对所有参赛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教

育，并严格各项纪律。

承诺人：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2021 年   月   日



运动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

1．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未曾去过境外和疫情重点地区

（中高风险地区）。

2．本人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没有与来自境外或疫情重点地区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3．近 14 天内，本人周围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4．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

触。

5．本人所提供的每日自我健康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在 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未出现发热（≧37.3℃）、乏力、干咳、鼻塞、流涕或腹泻等

不适。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应信息不实，引起传播

或扩散，由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承诺日期：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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