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四川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 

竞赛规程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体育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四川省学

生（青少年）体育竞赛及工作计划》的通知（川教涵〔2022〕77 号）、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关于有序恢复举办 2022 年四川省大学生体育

竞赛（活动）的通知精神（川大体协〔2022〕8 号），现将 2022 年四

川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的竞赛规程通知如下。请各高校认真准备，积

极参赛。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教育厅 

二、执行单位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三、承办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 

四、比赛时间及地点 

比赛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4 日； 

比赛地点：西南科技大学体育馆 

联席会时间：2022年 12 月 1 日下午 16:00 点在体育馆会

议室召开赛前组委会；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联席会，会议重要请

准时参加。 

五、参赛单位 

四川省各普通高等学校 

六、竞赛分组 



高水平组：乒乓球项目单招学生（运动训练专业）、高水平运动

员 

专业组：体育类专业院系（非运动训练专业）学生 

校园组：所有本科院校非体育专业学生 

高职高专组：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 

七、竞赛项目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共 7 个项目 

八、参赛资格 

（一）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

试、录取的相关规定，审核录取进入普通高等院校的，有正式学籍

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政治思想进步，遵守学校各项有关规

定，文化课考试合格，并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 

九、资格审查 

（一）为了端正赛风，体现育人宗旨，各校要对本单位参加比

赛的运动员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

违反规定的行为。所有参赛运动员均须凭身份证、学生证双证上场

比赛。 

（二）本次比赛执行教育部制定的《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

罚规定》，对比赛期间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 

（三）本次比赛由资格审查小组及纪律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

执行对参赛运动队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工作。 

（四）凡对本次比赛参赛运动队（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提出

申诉者，须向“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书》，



并同时交纳人民币 500 元申诉费。经“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员

会”受理，如胜诉，退还其交纳的申诉费。“资格审查及纪律监督委

员会”的决定、处罚是最终决定。 

（五）凡严重违反竞赛纪律和运动员参赛资格规定的运动队，

按《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执行，并取消该运动队

所取得的名次，同时取消该单位“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 

十、报名要求 

（一）全省所有高等院校均可报名相应组别参加比赛。 

（二）因考虑疫情防控需要，本次赛事必须控制总体参赛人数

规模不超标。各单位可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1-2 名，每个学校限报

男、女团体各一个，男、女运动员各 3-4 名。各队在填写报名表的

时候，请按照男、女运动员实力水平（队内技术号）依次填写。最

终各单位最后参赛人数和运动员人选，以后续下发补充通知为准。 

（三）参加团体赛运动员可兼报不超过 2 项单项比赛，没有报

名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不可报名参加单项比赛。 

（四）参赛的每一位运动员必须上报照片，否则不允许参赛。 

十一、竞赛办法 

（一）团体比赛 

1.团体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

二阶段采用单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 1-8 名。 

2.团体比赛均采用斯韦思林杯五场三胜制，顺序如下： 

第一场：A—X 

第二场：B—Y 

第三场：C—Z 

第四场：A—Y 



第五场：B—X 

3.团体比赛如上场队员不满 3 人不能参加比赛。 

（二）单打比赛 

单打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第二阶段单淘汰赛和附加赛

决出 1 至 8 名。 

（三）双打比赛 

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决出 1-8 名。 

（四）所有比赛均三局二胜 11分制。 

十二、其他 

（一）服装： 

1.各队应准备至少两套比赛服装，在比赛中（团体或单项赛）

本方服装主体颜色均应与对方明显区别，主体颜色不能为白色； 

2.团体赛与双打比赛中本队服装必须保持一致。 

（二）球拍： 

比赛不设立球拍检测中心，参赛球拍应符合除粘合剂以外规则

对于球拍的各项规定。 

（三）比赛用球：比赛选用红双喜白色赛顶 3 星 40＋比赛用

球。 

（四）比赛规则：采用中国乒协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

则》。 

（五）比赛时必须带学生证和身份证原件方能上场比赛。 

十三、名次录取与奖励 

（一）团体赛： 

1.奖牌颁发原则：按名次发奖牌和奖状 

2.如报名队伍不足 8 队，全部录取 N-1名次；超过 8 队（含 8



队），取前 8名，按组别颁发奖牌； 

（二）单项赛：各组别录取前 8 名，颁发荣誉证书（不足 8 名

取 N-1 名） 

（三）其他奖项设置 

按照报名参赛院校和人数按比例分别评选优秀教练员、优秀裁

判员、优秀组织奖、优秀运动员。 

十四、技术代表与裁判 

裁判长、仲裁、技术代表、裁判员、竞赛官员均由主办单位、

执行单位负责选派。大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由承办单位负责选

派，费用均用大会负责。 

十五、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各参赛单位点击“下载报名表”或扫描右

方小程序下载报名表，填报完成后发送邮件至

58469954@qq.com。报名截止 2022 年 11 月 21

日 17:0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联系人：徐辉，

联系电话：13628109988。本次比赛不接受第二

次报名，请各参赛队认真填写报名表，特殊情况请电话联系，报名

表邮件标题以“学校名称”命名。 

（二）报到 

1.报到地点：西南科技大学体育馆 

2.报到时需交资料： 

（1）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报到时交组委会审查）； 

（2）运动员学生证复印件； 

（3）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 

https://pan.baidu.com/s/1VnRTpdhugLoJ1YqDePDPdw?pwd=1234


（4）运动员招生录取表复印件； 

（5）各学校校医院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加盖医

院公章）； 

（6）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在学校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含比赛期间及往返比赛途中）。未办理者，不得参加比赛。

每名参赛者（包括领队、教练员）购买保险的发票（仅查验）。 

（7）运动队疫情防控承诺书； 

（8）运动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9）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10）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表； 

（11）所有人员 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 

3.报到须知： 

(1)根据相关要求，各参赛队需提前在学校所在地保险机构为全

体人员办理阶段性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各单位报到

时，须向赛会交验保险单据，未办理者，不能参赛。 

(2)参赛运动员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招生录取表复印件、保

险单、体检表、报名表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证件携带

不全者将不允许参加比赛。 

(3)各参赛院校请携带学校校旗（2号旗一面）。 

十六、疫情防控 

（一）报到时需提供 48小时核酸阴性纸质报告、行程卡、天府

健康通健康码。 

（二）需要本次比赛采取两点一线从住宿地点到比赛场馆。 



十七、费用 

1、各参赛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自理。 

2、报到时各参赛队现场交比赛违规保证金 1000 元，比赛无违

规者，赛后退还。 

十八、联系人 

技术咨询：杜力平 1368403435 

会务联系人：黄俊 15882776121 

十九、各队要加强安全教育，所有参赛队必须在各领队带领下

统一往返赛场、住地。 

二十、本规程解释权属赛会组委会。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2022 年 10 月 21日 

 

 

 

 

 

 

 

 

 

 



附件 1 

 

承办单位为各高校参赛队提供食宿信息服务 

 

一、运动员、教练员就餐服务安排： 

1、午餐、晚餐就餐地点：西南科技大学科大苑 

2、餐食标准：两荤两素、当季水果 1个、酸奶 1 杯。餐量不够

可以添加，杜绝浪费！ 

3、收费标准:30 元/人（报到当天在报到处购买餐票） 

4、就餐时间：12月 1 日晚餐；12 月 2 日午餐、晚餐；12 月 3

日午餐、晚餐；12月 4 日午餐。午餐（11:00-13:30）、晚餐

（17:00-19:00） 

二、酒店推荐服务： 

1、龙辉.上格酒店：青义镇青羊中街 57 号，175 元起，距离学

校直线 435m，酒店电话 0816-8977888 

2、绵阳四驿酒店：涪城区科大路 298号，114元起,距离学校

直线 223m，酒店电话 0816-2320666 

3、里屋酒店：涪城区青羊中街 30 号，128 元起，距离学校直

线 469m,酒店电话 0816-2736999 

4、绵阳君悦酒店：涪城区青义镇青义北街 198号，105 元起，

距离学校直线 680m，酒店电话 0816-2508999 

5、城市便捷酒店：涪城区飞龙路 1号，162 元起，距离学校直

线 1.9 公里，酒店电话 0816-2629888 

6、绵阳微客静享酒店：跃进路北段 321 号，260 元起，距离学

校直线 3.7 公里，酒店电话 0816-2759666  



附件 2： 

2022 年四川省大学生体育竞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承办单位应成立学校关于竞赛（活动）的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明确比赛期间交通、住宿、

餐饮、赛场等场所（场地）疫情防控工作具体负责人，制定

比赛期间的疫情防控方案，落实主体责任，统筹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二）各参赛学校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共同作为各自参赛

队伍的疫情防控责任人，领队为第一责任人，负责代表队参

赛期间往返赛区及赛区驻地往返场馆路途中的疫情防控工

作责任，参赛代表队抵达赛区后，必须严格执行赛区领导小

组制定的疫情防控规定，如有违反，组委会将根据情节严重

取消相关球队参赛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报四川省教育

厅备案。 

（二）有下列情况者建议不参与活动： 

1.活动前 10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或相关接触史者。 

2.活动前 7 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或相关接触史者，

处于静态管理或临时管控区者，以及四川省和成都市要求抵

蓉后需要集中、居家隔离的地区（可通过“健康四川官微”

发布的“四川疾控健康提示”及《四川省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提示表》查询）。 

3.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出舱/出院后尚在居家健康监测

期间者。 

4. 本人或共同生活人员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尚在住院治疗、集中

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期等情况者。 

5 活动前 7 天内尚有发热（＞37.3℃）、干咳、乏力、

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且未排除涉疫病因者。 

6.收到密接、次密排查等风险疫情防控提示短信，或健

康码异常（显示为黄码、红码）者。 

（三）参与联赛的全体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四川省

相关疫情防控政策。参赛队伍报到时须提供 48 小时内新冠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天府健康通绿码、个人体检报告、

个人疫情防控承诺书、个人安全责任承诺书、个人流行病史

筛查和症状监测表、参赛队疫情防控承诺书。除参赛队伍外，

其余联赛参与人员（技术官员、裁判员、竞赛工作人员、赛

事服务人员等联赛相关人员）到达赛区时须提供 48 小时内

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天府健康通绿码、个人疫情防

控责任书、个人流行病史筛查和症状监测表，外省籍涉赛人

员报到时须提供 5 天 3 次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所有涉赛

人员到达赛区报到后须统一做一次核酸检测。 

（四）参赛队伍在赛区比赛期间实行严控管理，除按计

划统一去赛场进行训练、比赛和球队组织的观赛外，其余时

间所有人员不得离开驻地和指定的活动区域，更不得外出参



加酗酒、聚餐等群体性聚集活动（包括比赛技术官员、工作

人员）。比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必须自备专用交通工具或

徒步整队往返体育场（馆）训练、比赛、工作，禁止与赛事

无关的其他人员近距离接触，禁止乘坐其它交通工具。 

（五）赛场设立专门通道，所有人员入场时须佩戴相关

证件并配合安保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四川天府健康通”健康

码及行程码的检查，体温低于 37.3 度或身体无其他异常状况

的，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赛场，沿专门通道进入赛场内场。

比赛结束后，参赛队须沿专门通道离开赛场。 

（六）除就餐和上场比赛期间，比赛全体参与人员须在

公共场所全程佩戴口罩。 

（七）比赛期间，如有参赛人员出现疲乏、发热、咳嗽、

腹泻等状况，尤其是体温超过 37.3 度者，参赛队安全防疫责

任人应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隔离出现症状人员，及时逐

级上报，以便采取进一步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措施。 

（八）比赛期间各队第一责任人（领队）负责队伍人员

体温每日两检，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选出各自组长进行负责

体温检测，每日 10 点、22 点前向赛区领导小组报告本球队

所有人员体温检测和健康状况，突发情况应立即向赛区领导

小组汇报。 

二、各赛区特殊要求 

      根据各赛区组委会要求，对特殊要求进行规定说明。 

三、熔断机制 

各赛区竞委会、组委会各保障组要认真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体育总局关于建立健全体

育赛事活动“熔断”机制的通知》相关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做好城市联赛期间赛事活动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建

立健全各赛区赛事活动“熔断”机制。在赛事活动举办期间各

赛区如遇以下直接或可能与之相关联的突发情形之一的，

应按照逐级上报原则，经批准同意后启动“熔断”机制： 

1.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火

情灾害等。 

2.事故灾害。包括各类安全事故、交通事故、公共体育

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传染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

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

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经济安全和涉外突发

事件。 

5.其他可能导致不再具备继续举办赛事活动条件的事

件。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2022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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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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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附件 4： 

运动队疫情防控承诺书 

 

学校： 

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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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队将严格按照各级部门、西南科技大学疫情防控方案，在赛前

对队伍参赛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参赛人员每日测量体温，并建立个人

健康档案。并按规定按时向组委会报送所有健康材料，满足参赛防疫

要求后，再参与相应比赛。 

我队在接到比赛通知后，将按规定要求制定好赴赛场途中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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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前向有关机构了解拟乘坐的航班（高铁），

确保无中转的来自境外和国内中风险地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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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查验健康码，所有参赛人员均显示合格，方前往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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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佩戴口罩，并尽可能佩

戴一次性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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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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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点前、下午 3 点前）向组委会提交所

有人员健康状况。 

我队在赛区指定区域就餐时，会按照赛区安排，在专用区域就坐，

轮流就餐、错时就餐，避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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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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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情况上报赛区组委会，以备釆取进一步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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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在送医过程中，做好必要

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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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承诺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承诺日期：2022 年  月 

  



附件 5： 

 

运动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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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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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髙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近 14天内，本人周围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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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所提供的健康码和相关材料真实可靠，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未出现发热（大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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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2022 年  月  日 

 

 



附件 6：        

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表 

运动队： 

姓  名： 

一、流行病学史，请问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及周边地

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有  ○无。 

2．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曾接触过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或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有  ○无。 

3．周围区域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有  ○无。 

4．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无接触史：○有  ○无。 

5．其他异常请描述：    

二、病史询问：请问自本日起之前近 14 天内是否存在以下

症状： 

1.○无任何不舒服 

2.○有不舒服  ○干咳  ○乏力  ○喷嚏  ○鼻涕  ○咳痰   

○咽痛  ○呼吸不畅  ○腹泻  ○结膜炎 

3.其他： 

请确认以上内容真实并签字： 

 

填写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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