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市 中 小 学 体 育 运 动 协 会 
 

关于举办 2022 年京津冀中小学生 

花样游泳邀请赛的通知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各中小学、花样游泳俱乐部：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的通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精神，根据北京市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京体办字[2020]146 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 年）》的要求，丰富京津冀地区中小学生健身赛事活动，促进中小

学生广泛开展花样游泳运动，全面调动学生参与花样游泳运动的积极性，

让更多的学生体验并掌握花样游泳技能，本协会将于 2022 年 12月举办

京津冀中小学生花样游泳邀请赛。 

现将该竞赛规程下发各省、市中小学，请各学校按照竞赛规程要求，

认真组织好报名组队及参赛等各项工作。各校要以本届比赛为契机，营

造良好的花样游泳运动氛围，推动花样游泳运动在学校中的普及，促进

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不断强化学校体育工作，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

和关心学校体育工作的良好环境。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 

2022 年 10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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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水上推广中心 

三、协办单位 

北京晰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支持单位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英东游泳馆 

五、比赛时间 

2022 年 12 月 16日至 12 月 18日（周五-周日） 

六、比赛地点 

奥体中心英东游泳馆（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 号） 

七、项目及组别 

（一）小学组乙组：单人、双人、混双、集体、团体操、单人即兴创编 

U9岁（2013年 1月 1日后出生）； 

（二）小学组甲组：单人、双人、混双、集体、组合、团体操、单人即兴创编 

10-12 岁（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 月 31日出生）。 

（三）初中组：单人、双人、混双、集体、组合、单人即兴创编 

         13-15 岁（2007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12月 31日出生）。 

（四）高中组：单人、双人、混双、集体、组合、单人即兴创编 

16-18 岁（2004年 1月 1日至 2006年 12 月 31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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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赛项目时长（所示时长±15秒） 

年龄组 

      项目 / 时长 

自由自选  

单人 双人 混双 集体 团体操 组合 单人即兴编排 

小学乙组 U9 岁 1’30” 2’00” 2’00” 2’30” 2’30”  1’00” 

小学甲组 10-12 岁 2’00” 2’30” 2’30” 3’00” 2’30” 3’00” 1’00” 

初中组 13-15 岁 2’15” 2’45” 2’45” 3’30”  3’30” 1’00” 

高中组 16-18 岁 2’30” 3’00” 3’00” 3’00”  4’00’ 1’00” 

九、项目规则 

（一）竞赛规则，参考执行《国际泳联 2017 至 2021 年花样游泳竞赛规则》，以下称为“《规

则》”。 

（二）所有项目均为一次性决赛。 

1、同成年组陆上动作要求，《规则》中： 

AS 14.1.8 在自选比赛中，选手从指定地点上场至完成静止造型的时间不能超过 30秒，计

时从第一个选手从指定地点出发至最后一个选手完成静止造型。 

  AS 18.3.3 陆上进场动作超过 30 秒，将从自选得分当中被扣 1分。 

  AS 18.2.8 陆上动作出现堆叠、高塔和组搭金字塔造型，将从自选得分当中被扣 2分。 

  2、陆上时间不少于 20 秒，不超过 30秒。 

3、队形至少完成一次：圆，直线，位置放置任意，顺序任意。 

（三）团体操规则 

评判分组同自由自选，但各组比例不同：完成分 40% ， 艺术印象分 40% ，难度分 20%。 

1、小学甲组 10-12 岁： 

平面图形至少五种不同类型：水面的平面图形，不是托举。必须由所有选手参与。 

依次动作一次：手腿不限，位置放置任意，但必须由所有选手完成一次相同的动作。依次

动作可在任何队形上完成。 

2、小学乙组 U9岁： 

  所有内容同上，除平面图形至少四种不同类型。 

（四）即兴编排规则 

1、比赛音乐在技术会市抽签决定； 

2、比赛从水中开始，音乐提示音扣开始表演； 

3、编排内容包括手部与躯干运动，腿部倒立动作和芭蕾腿类动作各允许出现一次。动作中

超出要求次数，每次扣 0.5 分； 

4、水域要求为直线，表演中不允许触碰池壁及池底，违反要求将取消成绩； 

5、裁判只评判运动员的艺术印象分； 

6、比赛服装由大会统一要求。 

十、裁判员及仲裁 

1、裁判长及裁判员由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水上推广中心裁判委员会选派； 

2、仲裁由竞赛组委会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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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参赛资格 

（一）基本条件 

1、具有北京市各区、河北省各市区，天津市各区学籍的小学、初中及高中阶段全日制在

校、在读学生； 

2、参赛学生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在赛前进行信息核查。比赛期间，证件一律不许外借，违反

者经组委会查实，取消本人参赛资格。 

（二）报名人数 

以学校及俱乐部为单位报名，各队均不限各项报名人数。各队限领队 1 名，教练员及随队

工作人员人数按该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 1:8比例。同一运动员不可跨年龄组报名。低年龄组可

报高年龄组集体、组合、团体操项目，不可同时报不同年龄组单项或集体项目。 

（三）名次录取 

前三名运动员获奖牌及获奖证书，四至八名给予获奖证书（学校及俱乐部各一张证书）。 

十二、报名方法及费用 

1、报名截至日期：2022 年 11月 14日； 

2、报名费用：每人￥800.00，含参赛运动员赛期保险； 

3、承办方将统一为参赛运动员购买保险； 

4、住宿、餐饮及交通各队自理； 

5、音乐文件接收截止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日； 

6、音乐文件名备注要求：单位_年龄组_项目_姓名（单双人）； 

7、报名咨询：王老师 电话 13466734407、吴老师 电话 13611396923。 

8、付款方式： 

户 名 ： 北京晰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账 号 ： 0 2 0 0 0 0 3 8 0 9 0 2 0 1 7 5 0 5 0 

开 户 行 ： 工 商 银 行 八 里 庄 支 行 

 

十三、观赛 

观赛信息，待定。 

 

十四、推荐酒店： 

北京五洲大酒店（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 

汉庭酒店北京亚运村鸟巢店（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 23-2 号） 

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 14 号） 

 

十五、防疫要求 

见附件。外省人员进京参赛，按国家疫情防控规定执行（见赛场疫情防控指南）。 

十六、 

本规程解释权、修改权、补充权归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协会所有。如遇未尽事宜，另

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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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附件 

1、个人健康承诺书 

2、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 

3、比赛场地示意图 

4、场馆及酒店位置 

5、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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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疫健康承诺书 
 

本人是 2022年京津冀中小学生花样游泳邀请赛（运动员□ / 领队□ / 教练员□） 

 

姓名： 身份证号： 

队名： 电话： 

        

            

现郑重承诺： 

一、充分理解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二、承诺如实填写以下内容： 

（一）赛前 14 日内，是否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

状。 
是 否✓ 

（二）赛前 14 日内，是否从境外返回。 是 否✓ 

（三）赛前 14 日内，是否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返回。 是 否✓ 

（四）赛前 14 日内，是否接触过境外返回人员、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新

冠病例、疑似病例、已知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五）共同居住人或家庭成员是否有 2-4 条所述情况。 是 否✓ 

（六）赛前 14 日内，本人及共同居住人或家庭成员“健康”是否出现过红或

黄。 
是 否✓ 

 

 

三、比赛期间按照属地防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四、本人及领队承诺以上内容真实可信，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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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 

一、我完全了解被监护人的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

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

脉病、严重心律不齐、血糖过高或过低及其它不适合游泳运动的疾病）。因此，我

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比赛。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比赛有潜在的危险，以及可能由此而导

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被监护人的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参赛。 

三、我代表被监护人愿意遵守本次比赛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被监护人在

参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将立刻终止参赛或告之赛会官员。 

四、我代表被监护人以及我的继承人、代理人、个人或亲属将放弃追究所有导

致伤残、损失或死亡的权利。 

五、我代表被监护人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

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六、我代表被监护人及本人同意因本次比赛商业开发及宣传等需要，将被监护人

的名字及照片或视频形象用于相关商业开发及宣传活动。  

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本人自愿签署此责任书。 

 

参赛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联系电话： 

 

2022年   月   日 

 

以下为参赛人员信息及监护人签字（见下页）： 

 

 

 

 



2022年京津冀中小学生花样游泳邀请赛 

自愿参加比赛责任书签字页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                       监护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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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疫责任书 

 

以下是关于“2022年京津冀花样游泳邀请赛”活动（以下

简称活动）的法律责任，请仔细阅读。鉴于 16岁以下的少年

儿童属于高危人群，无监护人陪同的青少年儿童如有隐性病症

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动的任何疾病，不能报

名参加。 

一、我校/俱乐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愿参加

“2022 年京津冀花样游泳邀请赛”活动。该活动由北京市中小

学体育运动协会主办、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水上推广中

心承办。 

二、我校/俱乐部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所制订的各

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措施，并严格遵守各项要求，

服从比赛裁判员的管理。 

三、我校/俱乐部知道参加本次活动可能带来风险，因不可

抗力或不可预料的事件可能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如发生以上情

况，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及其相关人员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和

经济损失，不参与具体理赔事宜，但有义务为法定监护人提供

有关方面的资料和联络等辅助服务。 

四、我校/俱乐部提供的关于本校/俱乐部学生的一切材料

属实，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保证参加学

生无隐性病症或原发性病症及任何不适宜参与此次活动的疾病。

活动过程中发生由自身隐性病症和原发性病症及其他本人和参

加人未明确告知的疾病所引起身体不适或出现急症等事件时，

主承办单位除积极送医、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外不承担其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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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责任，由此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由学校及学生监护人自

行承担。 

五、我校/俱乐部知道因本次活动留念及宣传等需要，活动

过程中会摄影或录像。并同意我校/俱乐部学生的名字或有学生

的照片或录像用于相关宣传活动。  

六、基于对本次活动的明确理解，在此郑重声明，我校/俱

乐部学生如因参加本次活动而发生突发性疾病、意外事件包括

伤残和伤亡，同意并永久放弃任何追究本次活动的发起者、组

织者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七、我校/俱乐部已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 

1.我校/俱乐部所有参赛人员在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

未曾去过境外和疫情重点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亦没有与来自

境外或疫情重点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2.严格服从活动防疫安全要求，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

挥。 

3.进入比赛区域主动出示“北京健康宝”并通过体温检测，

拒绝接受扫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处于隔离期等可疑人员，

谢绝入场。 

4.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并全程佩戴；运动员处于比赛

期间可不戴口罩，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 

5.在签到处、仪式区、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应保持 1 米

以上间隔，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在观看比赛时，需保持安全

距离。 

6.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带病参与赛事

活动，应第一时间远离人群并告知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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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校/俱乐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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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俱乐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参赛学校/俱乐部负责人或法人代表签署本参赛和防疫

责任书。 

特此声明。 

 

领队签字：                   学校/俱乐部（盖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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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疫情防控指南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部署，根据《科学有序恢复体育赛事和活动推动体育

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要求，做好三级应急响应期间疫情防

控，做好 2022年京津冀花样游泳邀请赛活动组织服务工作，

为参赛运动员创造安全、有序参与赛事活动，保障参与群众的

健康，特制定本赛场防控指南。 

一、赛事规模 

北京市要求低风险地区在严格落实本市疫情防控部署要

求的前提下，允许举办 500 人（含组织服务保障人员和观众）

以下规模的体育赛事活动，本次赛事预先设定报名限制条件，

做到符合北京市举办赛事活动要求，为期 2天的赛程分为 3个

场次，累计参赛运动员 200 人，每场次参赛人数不多于 100

人。 

二、基本要求 

（一）坚持疫情防控为先。把参与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科学研判疫情防控风险，健全应

急机制，审慎有序恢复体育赛事活动，并根据疾控部门最新指

导意见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办赛过程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落实“三防”、“四早”、“九严格”，做到要求不降、

工作不松、力度不减，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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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属地防控管理。结合各区疫情风险等级和防控工作

要求，本次比赛为邀请地区运动员参赛，建立赛事相关风险研

判、方案审核、应急响应等工作机制，加强赛事活动监管和防控

工作指导。 

⚫ 进京前 7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人员

严格限制进返京； 

⚫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 北京健康宝绿码; 

⚫ 返京后居家健康监测 3 天; 

⚫ 抵京后开展 3 天 2检; 

⚫ 抵京后及出现涉疫风险、疑似症状时第一时间报告； 

有进返京计划的旅客，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北京健康宝”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

正常进返京。在抵京后以及出现涉疫风险、疑似症状时，都要

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主动向社区(村)、酒店或单位

报告，本人及同住人员配合做好排查管理、健康监测。为排除

途中感染风险，进返京后建议一周内尽量减少外出，不探亲访

友，推荐线上购物，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按规定进行核

酸检测，密切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不自行购药

服药，不乘坐公共交通，及时按规定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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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进京前，建议提前打电话咨询目的地社区或单位，以

电话咨询实际管控措施为准，您也可拨打以下电话进行咨询：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010-12345、北京市疾控中心 010-

12320)。 

（三）强化办赛主体责任。各办赛主体要严格落实《体育赛事

活动管理办法》中关于赛事规范的要求，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

的主体责任。按照“一赛一策”要求，加强对赛事不同风险环节

的综合评估，科学制定赛事活动的疫情防控方案和预案，把防

控责任细化到具体个人。同时，加强自查、巡查，动态调整、完

善防控方案和预案，及时排除风险隐患。 

三、防控措施 

（一）比赛场所 

1.所有参赛人员进入场馆须符合国家奥体中心疫情期间出

入管理规定。 

2.保持比赛大厅排风扇等抽气装置运转正常，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并参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室内体育健

身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防控指引》实施。 

3.赛场应设置隔离线，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赛场入口应设

置测温区、缓冲区、留观区，并在适当区域设置临时隔离点。

合理规划赛场内区域和人员流线，避免人员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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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赛事期间设置专用的采访区域，根据采访区域的大小控

制进出采访区域记者的数量。 

5.本次赛事取消观众席，并要求参赛运动员不要带家属参

赛 

6.取消三代接力、老幼爱心赛、畅游等娱乐互动项目及残

疾人赛事项目，并将参赛运动员年龄限制范围缩小。 

（二）人员管理 

1.比赛报名实行网上报名，禁止现场报名。对所有参与人

员进行风险评估和实名制管理，出入场馆须持参赛证并且查验

“北京健康宝”，禁止来自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参赛。 

2.赛前领取参赛证件时查验 14日内行程轨迹（国务院客

户端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无出京记录），健康码需显示为绿色，

14日内行程轨迹显示未出京。18岁以上参赛者必须提供疫苗

接种证明（可从“北京健康宝调出”），18岁以下参赛者必须

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 7 月 30 日（含）及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不符合上述条件者，赛事组委会有权不予发放参赛证

件。 

3.严格落实所有入场人员检测体温、信息登记措施，实行

“绿码”准入制。未戴口罩和体温 37.3 以上者谢绝入场。 

4.除运动员处于比赛、裁判员处于场上执裁期间以外，所

有人员进入比赛场馆须全程科学佩戴口罩，赛场内禁止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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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准控制人员规模，简化开闭幕式、颁奖仪式等赛事环

节。严格落实保持社交距离一米以上，在各区域安排引导员做

好现场管理。 

6.原则上实行空场比赛。在严格控制赛事规模并落实防疫

措施，不设观众席。 

7.在比赛场馆的竞赛区域、办公区域、保障区，加强人员

管理，间隔就坐。如需就餐，实行分餐制，就餐期间禁止交

谈。 

（三）防疫要求 

1.主办方为工作人员提供防疫用品，并要求参赛人员自备

防疫用品。防疫用品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消毒湿巾、免洗

手消毒液等。 

2.在赛场入口、工作区、参赛人员交通工具内等区域，配

置充足的免洗手消毒液，引导所有人员做好手卫生。 

3.严格落实公共区域（通道、电梯、卫生间、公共淋浴间

等）和公共物品（门把手、健身器材等）每日清洁消毒措施。

在场次间隙，对比赛场地和竞赛器材再次进行消毒。具体消毒

方法参照本市疾控部门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

期间预防性消毒指引》实施。 

4.运动员的比赛器材、装备、衣物、水杯、毛巾等个人物

品，禁止与他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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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及酒店位置 

由英东游泳馆一层北门进入场馆  

五洲大酒店 

长白山国际酒店 

汉庭酒店 

英东游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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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 

请联系承办方索要报名电子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