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

2019-2020 年度啦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锦标赛

竞赛规程的函

各设区市教育局、义乌市教育局：

为了积极备战 2020 年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选拔优秀选手

完成组队任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和学校体育

工作的开展，促进各学校之间的交流，提高我省学校体育竞技水平，

根据浙教办体〔2019〕13 号《2019 年省级学生体育竞赛计划》的精

神，现将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 2019-2020 年度

啦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各

市积极组队，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共同办好本次比赛。

附件：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 2019-2020 年度啦

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2019 年 9月 4日



附件：

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2019-2020年度

啦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体育局

二、执行单位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

三、承办单位

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

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

四、协办单位

宁波市教育局 宁波市体育局 宁波市体育总会

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中小学健美操分会

浙江省体操、蹦床、技巧协会

五、分组及竞赛项目

（一）组别：设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小学 4-6 年级）、

普及推广乙组（小学 1-3 年级）、幼儿园（学龄前）

（二）竞赛项目（健美操、啦啦操）

1、健美操：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小学 4-6 年级）

单项赛：男单、女单、混双、三人、五人（共五项，普及推广甲

组采用预备组规则可以是规定或自编，初中组采用国际年龄一组



规则可以是规定或自编，高中组采用国际年龄二组规则可以是规

定或自编）

团体赛：由男单、女单、混双其中一项的预赛成绩和三人、五人

其中一项的预赛成绩相加（共两项）决定，设高中组、初中组、

普及推广甲组团体。

2、啦啦操：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小学 4-6 年级）

单项赛

（1）自编花球啦啦操（12-16 人）

（2）自编街舞啦啦操（12-16 人）

（3）自编爵士舞蹈啦啦操（12-16 人）

团体赛：高中组、初中组团体赛由花球啦啦操、街舞啦啦操、自

由舞蹈啦啦操等组成，将与第十三届 ZSBL 篮球联赛省级赛相结

合，以篮球宝贝的形式进行比赛，分别在高中男子超级组比赛、

初中男子超级组比赛共两站比赛中穿插进行（比赛形式及规程另

行通知）。普及推广甲组（小学 4-6 年级）团体赛由三个单项中

成绩最好的两项预赛成绩相加（共两项）决定。

3、啦啦操：普及推广乙组（小学 1-3 年级）、幼儿园组（学龄前）

单项赛

（1）规定花球啦啦操（12-16 人）

（2）规定街舞啦啦操（12-16 人）

（3）自编花球啦啦操（12-16 人）

（4）自编街舞啦啦操（12-16 人）

（5）自编爵士舞蹈啦啦操（12-16 人）

六、参赛单位



健美操以地市（各设区市及义乌市）为单位组队参赛，啦啦

操的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小学 4-6 年级）以学校为

单位组队，各设区市及义乌市每组别可派出各两所学校参赛（获

上一年度总决赛各组别前四名的代表队可直接参赛，不占用各地

市名额）

普及推广乙组（小学 1-3 年级）、幼儿园组以学校为单位组

队，各设区市及义乌市参赛队伍不限。

七、竞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啦啦操普及推广乙组、幼儿园组（12 月 11 日-13 日）、健

美操与啦啦操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12 月 13 日-15

日）

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堇山小学

八、参赛办法

（一）赛前组委会将于 2019 年 10 月 11-13 日在宁波鄞州区

堇山小学安排健美操、啦啦操项目教练员及省学校体育协会健美

操、啦啦操裁判员培训班，请各设区市教育局、义乌市教育局推

荐啦啦操教练员 8 名，健美操、啦啦操裁判员 4名，共 12 人参

加本次培训班。（参加省学校体协健美操、啦啦操培训班的裁判

员经考核合格并报省学校体协审核将安排执法本年度省学校体

协赛事），不接受超编人员参加本次培训（除省学校体协指定上

一年度赛事执法达标裁判以外），具体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详

见补充通知。

（二）参培教师本着自愿申请原则，可按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有关规定申报《啦啦操国家二级教练员资格证书》

《啦啦操国家二级裁判员资格证书》



（三）健美操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最新审定的《2017 年—

2020 年技术等级规定动作（预备组、国际年龄一组和二组）各

单项的成套动作，竞技自编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FIG）《2017

—2020 年竞技健美操规则》。

（四）规定花球啦啦操：普及推广甲、乙组规定动作为 2016

年版少年丙组规定啦啦操、幼儿园组规定动作为 2016 年版丁组

规定啦啦操

（五）自编啦啦操：不可出现规定套路一个八拍以上的操化

动作

（六）啦啦操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啦

啦操竞赛规程 2016 版

（七）各地市参赛教练请加相关赛事 QQ 群（浙江中体协健

美操、啦啦操教练员群：512675614）

九、参赛资格

（一）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甲组、乙组参赛学生必须

是 2001 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并符合学段正常年龄，在 2019 年 9

月 1 日以前拥有本省户籍和所代表学校/地市的学籍。即就读于

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运动训练专业、艺术类中专学校除外)

的学生，同时必须办理第二代有效身份证。凡拥有双重户籍、学

籍及非浙江省户籍（港澳台籍除外）的均不得参加比赛（注：允

许已在本省／校正式连续就读两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

生参赛，报名时主动注明并提交相关学籍证明）。

（二）幼儿园组为学龄儿童，报名时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参赛时必须为原件。



（三）凡目前属于或曾经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或浙江省体育局

正式在编、现役、试训的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

（四）高中组和初中组参赛学生必须办理网上注册手续，

通过后才可参加比赛。

（五）运动员必须作风正派，文化课考试成绩合格，并经县

级及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身体健康者。

十、报名及注册：

（一）健美操各地市代表队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3 名、队

员 24 人（高中组、初中组、普及推广组，每组别各限报 8人），

每人可报两项，所有单项每个代表队限报 1 人（队）。啦啦操每

队限报领队 1 名、教练员 2 名、工作人员 1 名、队员 20 人（幼

儿园组可增加 2 名工作人员）。

（二）各地市需在 2019 年 11 月 18 日前将《报名表》（附件

一）及所有人员（包括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运动员）的照

片（要求近期二寸白底彩照）的电子版发送至

qinxuefeng790517@sohu.com；联系人：秦学峰，电话：

13566565951

（三）参加健美操、啦啦操项目教练员及省学校体协健美操、

啦啦操裁判员培训班的学员请于 2019 年 9月 30 日前把报名表

（附件二）电子版发送至：76323960@qq.com

（四）参加比赛将采用电子注册和报名，相关要求和方法请

各相关单位留意登陆浙江学生阳光体育网

（http://old.zjsss.com/manage/Login.aspx）。

十一、奖励办法

mailto:的电子版发送至qinxuefeng790517@sohu.com
mailto:的电子版发送至qinxuefeng790517@sohu.com
mailto:76323960@qq.com


（一）健美操各组别单项分别根据比赛成绩录取前八名（报

名不足 8 人（队）按实际减一录取，单项报名不足 3人（队）时，

作为表演），前三名获得个人奖牌及证书，四至八名获得个人证

书。啦啦操各组别单项分别根据比赛成绩录取一、二、三等奖，

1-4 名一等奖、5-8 名二等奖、9-16 名三等奖，全体队员获得个

人证书。

（二）高中组、初中组花球啦啦操、街舞啦啦操排名前八名

的队伍将获得参加团体赛（第十三届 ZSBL 篮球联赛篮球宝贝比

赛）的资格。（注：普及推广甲组、乙组、幼儿园组将不参加第

十三届 ZSBL 篮球联赛啦啦队比赛）

（三）健美操各组别团体录取前八名，不足 8 名按实录取。

啦啦操团体赛各组别前三名将获得一等奖奖牌，四至六名将获得

二等奖奖牌；第七名及以后名次将获得三等奖奖牌，全体队员获

得个人证书。

（四）评选各组别最佳编排奖各一名。

（五）本次比赛将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办法另定。

（六）评选优秀教练员、裁判员（办法另定）。

（七）健美操、啦啦操总决赛各项前八名按田径单项相应名

次得分的 2 倍计入省第十五届中运会各地市的团体总分（同地市

单位可重复记取）。

十二、资格审查

（一）赛事将成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及纪律监察委员会”（以

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将严格按照比赛规程，对所有参赛运动

员的资格问题进行审查；对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予以处理。



（二）凡对参赛人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

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及所举报内容的证据，同时缴纳申诉费人民

币 1000 元。申诉报告须经领队签字方可受理，申诉经审查属实，

申诉费如数退还；经查申诉不符，申诉费将上交浙江省学校体育

协会。

十三、经费

参赛单位自行承担交通、食宿、体检、保险等费用，组赛费

用由主办单位承担，具体标准参见补充通知。

十四、其他规定

（一）所有参赛队参赛保险统一由各参赛队自行购买。

（二）为加强对参加参赛队伍的管理力度，确保比赛顺利进

行，各参赛队在比赛期间需交纳保证金。具体规定如下：

l.参加比赛的各个代表队，报到时需一次性向大会交纳保证

金人民币 3000 元。各队所交纳的保证金，用于对该队及所属人

员在比赛期间违反赛会纪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违反运动员参

赛资格规定等问题的经济赔偿和处罚。

2.在比赛期间，委员会将负责对运动队（员）违反纪律的行

为进行处罚。对于在比赛期间未发生违纪行为的运动队，所交纳

的保证金将在比赛结束后如数退还。

十五、其他事宜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附件一

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2019-2020年度

啦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比赛报名表

学校： （盖公章）项目：健美操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工作人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籍号 男单 女单 混双 三人 五人

注：运动员在参赛项目栏内打“√”，领队、教练请注明性别，

此 表 请 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前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

qinxuefeng790517@sohu.com



浙江省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及2019-2020年度

啦啦操比赛暨浙江省青少年啦啦操比赛报名表

学校： （盖公章） 项目：啦啦操 组别：

领队： 教练员： 工作人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学籍号

规定

花球

啦啦

操

规定

街舞

啦啦

操

自编

花球

啦啦

操

自编

街舞

啦啦

操

自编自

由舞蹈

啦啦操

注：运动员在参赛项目栏内打“√”，领队、教练请注明性别，

此 表 请 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前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

qinxuefeng790517@sohu.com



附件二：

健美操、啦啦操项目教练员及省学校体协健美操、啦啦操

裁判员培训班报名表

地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1、参加本次培训必须来自各地市的中、小学（由各设区市

教育局、义乌市教育局推荐）。健美操、啦啦操项目教练员培训

班 8 人，学校体协健美操、啦啦操裁判员培训班 4 人，总共 12

人，不得超编。

2、此表请于 9月 30 日前发送电子邮件至 76323960@qq.com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所在学校 联系方式 备注

1 裁判员

2 裁判员

3 裁判员

4 裁判员

5 教练员

6 教练员

7 教练员

8 教练员

9 教练员

10 教练员

11 教练员

12 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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