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体馆协〔2022〕20号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关于举办“‘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

职工运动会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
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及高校体育场馆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全民健身和四川体育“123456”

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川渝体育融合发展，丰富活跃川渝两地体育

场馆干部职工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搭建交流平台，共享体

育场馆运营管理经验，提升体育场馆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经研

究，我协会决定拟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在江安县体育中心

举办“‘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暨

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希望各单位积极备战并按竞

赛规程总则和各单项比赛规则要求报名参赛。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竞赛规程

2.“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竞赛项目规程

3.“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酒店推荐

4.“中国体育彩票杯”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报名表

大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谢梦瑶 173 1865 2765

钟 焱 180 4030 8561

陈晓璐 173 6004 3705

王姝鸥 199 8121 5258

胡尊惠 173 8196 9396（财务）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2022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1

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规程

一、指导单位

四川省体育总会

重庆市体育总会

二、主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重庆市体育场馆协会

三、承办单位

江安县教育和体育局

四、大会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积极推动川渝融合发

展，丰富活跃川渝两地体育场馆干部职工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

搭建交流平台，共享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经验，提升体育场馆管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

五、大会主题

赛风采促友谊 共谋场馆新发展

六、竞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2 年 11 月 28 至 12 月 1 日（拟）



地点：江安县体育中心

七、参赛单位及资格要求

1．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下属会员单位，合作单位或机构可组队

参赛，参赛运动员可兼项；

2．重庆市体育场馆协会下属会员单位，合作单位或机构可组队

参赛，参赛运动员可兼项；

3．资格要求：参加活动人员必须是本单位职工（须提供在本单

位缴纳社保凭证一年以上证明）。

八、竞赛项目

本次竞赛共设置天府龙牌、3 人制篮球、羽毛球（混双、男双）、

气排球、两分钟集体跳绳、第九套广播体操以及竹岛健康跑七大项

目。

九、参赛办法

各参赛单位可根据项目设置报名，运动员均可兼项。

十、竞赛办法

1.天府龙牌按照团体积分赛进行，比赛参照常用的成都麻将血

战到底玩法，详情参阅“天府龙牌竞赛规则”；

2.3V3 篮球鼓励女选手参赛，形式：3+0、2+1、1+2、0+3；女

选手以及 50 岁以上男选手参赛人员每次投篮命中按 2 分累计；

3.羽毛球设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每局 15 分，3局 2胜；

4.气排球比赛采用混合组队，网高 2.00 米；

5.两分钟集体跳绳采用 6 人绕 8 字绳；



6.竹岛健康跑，形式：跑围绕长江竹岛跑一圈（3.3 公里），以

团队（运动员至少 3 人）平均时间进行排名，鼓励女选手参赛；

7.第九套广播体操以 2011 年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第九套广播

体操》为规范动作标准。

十一、运动员资格和规模

1.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与重庆市体育场馆协会会员单位的正式

职员或长聘人员；

2.非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与重庆市体育场馆协会会员单位的场

馆正式职员或长聘人员；

3.各参赛单位的人员，不得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该单位

比赛成绩、录取名次，并在协会内进行通报；如若该人员发生意外，

不享受大会保险权益，一切责任后果由其单位自行承担；

4.运动员年龄以身份证为准，女：18—55 周岁，男：18—60 周

岁；

5.本次运动会规模拟近 300 人次。

十二、录取名次及计分方法

1.天府龙牌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2.篮球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3.羽毛球混双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4.羽毛球男双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5.气排球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6.两分钟集体跳绳比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7.竹岛健康跑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8.第九套广播体操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其余三等奖。

十三、奖励办法

1.所有项目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给予奖励，分别颁发运

动员成绩荣誉证书和奖品；

2.设立“最佳组织奖”、“团队精神奖”等奖项若干名，分别

颁发荣誉奖牌。

十四、收费

报名费 500 元/人（参赛费 300 元/人，服装费 200 元/人）。

十五、团（队）旗、服装

1.各参赛单位自备团（队）旗，颜色自定，旗上可有本代表团

（队）的徽记，团（队）旗规格为长 2 米宽 1 米；

2.各参赛队统一服装。

十六、参赛安全责任

1.各参赛单位应高度重视本单位参赛队员的人身安全，报名前

必须进行严格体检，报到时须向大会提交参赛人员的健康证明（县

级以上医院出具）。不适宜从事的运动项目，坚决不能参赛，避免出

现危及生命的突发事件；

2.在任何比赛中，如果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发现运动员有异常反

应或身体异常现象，有提前终止其继续比赛的权利；

3.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单位报到时应按照属地要求出示

健康绿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运动会期间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十七、参赛保险

1.大会组委会考虑到赛会期间参赛人员的意外风险，由四川省

体育场馆协会为每位参赛人员办理了“运动员意外伤害险”，保险

有效期：从运动会开始时生效，至运动会结束时终止；

2.保险有效期的保障，以上报身份证号规定时间为准。

十八、比赛场地、器材

1.运动会比赛场地由大会组委会指定；

2.比赛用篮球、气排球、羽毛球、跳绳、天府龙牌由大会组委

会提供；

3.羽毛球参赛选手用拍均自备。

十九、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解释权归本次大会组委会。



附件 2

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竞赛项目规程

一、3V3 混合篮球比赛竞赛规则

1.场地和用球

比赛应在拥有一个球篮的 3x3 篮球场地上进行。标准的 3x3 篮

球场地面积应为 15 米（宽）×11 米（长）。场地应提供一个标准篮

球场尺寸的区域，包括一条罚球线（5.80 米）、一条两分球线（6.75

米）、以及球篮正下方的一个“无撞人半圆区”。可使用传统篮球场

的半场。所有级别比赛统一使用 6 号球。

2.球队

每支球队应包括 4 名队员，其中 3 名为场上队员，1 名为替补队

员。（4名队员不限制男女）

3.比赛裁判

比赛裁判应由 1 或 2 名裁判员和计时员/记录员组成。

4.比赛开始

4.1 比赛开始前，双方球队应同时进行热身。

4.2 双方球队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第 1 个球权。获胜一方可以

选择拥有比赛开始时的球权或拥有可能进行的决胜期开始时的球权。

4.3 每支球队必须有 3 名队员在场上才能开始比赛。



5.得分

5.1 在圆弧线以内投篮中篮得 1 分。

5.2 在圆弧线以外投篮中篮得 2 分。

5.3 罚球中篮得 1 分。

（注：女队员及 50 岁以上男选手在圆弧线以内投篮中篮得 2分，

在圆弧线以外投篮中篮得 4 分，罚球中篮得 2 分。）

6.比赛时间/胜者

6.1 规定的比赛时间如下：1 节 10 分钟。在死球状态下和罚球

期间应停止计时钟。在进攻队和防守队完成一次传递球后，一旦进

攻队接到回传球应重新开动计时钟。

6.2 在规定的比赛时间结束之前，率先得到 21 分或以上的球

队获胜。该规则仅适用于规定的比赛时间（而不适用于可能发生的

决胜期）。

6.3 如果比赛时间结束时比分相等，则应进行决胜期。决胜期

开始前应有 1 分钟的休息时间。决胜期中率先得到 2 分的队获胜。

6.4 如果在预定的比赛开始时间球队不到场，或不能使 3 名队

员入场准备比赛，则判该队由于弃权使比赛告负。如果比赛因弃权

而告负，比赛得分应记录为 W-0 或 0-W（“W”代表胜）。

6.5 如果某队在比赛结束前离开比赛场地，或该队所有的队员

都受伤了或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则判该队因缺少队员使比赛告负。

如果发生因缺少队员使比赛告负的情况，胜队可以选择保留该队的

得分或使比赛因弃权而告负的得分，在任何情况下因缺少队员使比



赛告负的队得分应登记为 0。

6.6 某队因缺少队员告负或以不正当的方式弃权而告负，将取

消该队在整个联赛中的比赛资格。

7.犯规/罚球

7.1 在某队犯规达到 6 次后，该队处于全队犯规处罚状态。在

某队犯规达到 9 次后，随后的任何犯规都被认为是技术犯规。为避

免疑义，依据规则第 15 条，基于侵人犯规的次数，队员不被逐出

场外。

7.2 对在圆弧线以内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应判给 1 次罚球；

对在圆弧线以外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应判给 2 次罚球。

7.3 对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球中篮，得分有效，追加 1

次罚球。

7.4 某队全队犯规的第 7，第 8 和第 9 次总是判给对方 2 次

罚球。第 10 次和随后的全队犯规以及技术犯规和违反体育道德犯规

总是判给对方 2 次罚球和球权。这条也应用于对一个正在做投篮动

作队员的犯规，但不按照 7.2 和 7.3 判罚。

7.5 由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或技术犯规得到的最后一次罚球之

后，球权保留，比赛将在场地顶端的圆弧线外，以进攻队与防守队

队员之间的传递球方式继续比赛。

二、羽毛球（混双、男双）比赛竞赛规则

1.比赛采用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2.裁判长讲解统一执行规则；



3.3 局 2 胜每局 15 分金球制，其他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不变。

三、天府龙牌比赛竞赛规则

1.竞赛规则

1.1 比赛参照“成都麻将”血战到底游戏规则。

1.2 定缺：庄家出牌前其他三家均扣一张牌于桌面以决定必缺

花色。

1.3 大小雨、及时雨、呼叫转移：明杠时，点杠家输 2 分，剩

余家各输 1 分。摸到未上手的牌才能补杠，补杠各输 1 分。暗杠

各输 2 分。若本盘牌结束时，杠家无叫，杠牌不计分。杠牌后打出

去的牌点炮，杠牌所得的分转移到和牌家。

1.4 过水不胡：若下家打出的牌不胡，之后在下一轮摸牌前所

有同翻牌均不能胡。

1.5 必须胡牌：最后四张必须胡牌。

1.6 同时和牌与禁止和牌：当两家以上同时和牌，但第一家决

定不和牌而伸出手摸牌时，后面的可以和牌，此时第一家反悔和牌

无效。

1.7 荒牌查叫查大：牌打完时还未胡牌的进行查叫，有叫方按

点炮和牌分别与无叫方结算分，若有多个叫时，以大叫得分结算。

1.8 多张、少张：手上牌数多于或少于规定数量时不得和牌，

处理为相公并机械出牌。

1.9 诈和：不符合规定条件而宣布和牌。此种情况应“罚分”

处理为相公并机械出牌。



2.竞赛办法

2.1 比赛采用 U 型分组对抗，两圈（每圈 8 盘，轮庄）一局，

共赛 6 局，最终以累计团队总分排出名次。

2.2 记分方法：

2.2.1 比赛分

素胡（缺一门）：基础分 1 分

对对胡 ：基础分 2 分

大单吊： 基础分 4 分

清一色 ：基础分 4 分

暗七对： 基础分 4 分

幺九牌 ：基础分 4 分

将对：基础分 8 分

清对 ：基础分 8 分

龙七对：基础分 8 分

清七对：基础分 16 分

清幺九：基础分 16 分

清龙七对：基础分 32 分

天胡：基础分 32 分

地胡：基础分 32 分

龙牌：牌型 111234567899 基础分 64 分

带 1 根： 基础分×2

带 2 根： 基础分×4



带 3 根： 基础分×8

抢杠：基础分×2

杠上炮：基础分×2

杠上花：基础分×4

2.2.2 自摸不加分。

2.3 比赛开盘由北家开始，第二盘由东家，第三盘由南家，第

四盘由西家，第二圈开始以此类推。一盘结束后由庄家负责记分，

赢家记正分，输家记负分，记分结束，其他三家负责核分，涂改处

需招请裁判签字确认。本轮结束后，最后一位庄家进行结分，正确

无误后由四位选手签字确认后交每组当值裁判。

2.4 罚分

因运动员违反《规则》而被判罚减去的分数。罚分可以判给明

显亏损方（翻开下一张牌确认是否下家自摸和牌），或处理成盘外的

死分，不再计算为盘内分。罚分限定为 1-5 分，尺度由裁判员现场

掌握决定。

2.5 标准分

标准分，根据每局比赛每队参赛队员的得分之和由高到低转换

为 3 分 2 分 1 分 0 分，此分带入到下一局比赛。

2.6 每局比赛分不带入下轮比赛，只在平分情况下计算小分。

2.7 各队根据报名顺序取得队号，根据参赛队数按四的倍数进

行分组编排。

2.8 第一局 ：对应进入各组牌桌，并按队号顺序分别坐于东南



西北方位，即 1 号队队员全部坐东，2 号队队员坐南，以此类推。

2.9 第二局及以后各局 ：每组按标准分排位：附第一轮座次表。

2.10 分组情况

2.11 竞赛轮次时间表

2.12 竞赛规定

2.12.1 语言规范：打牌过程只能使用碰、杠、胡等词语，禁止

报牌，不能出现挑衅、诱导等语言。

2.12.2 打牌规范：依座次的逆时针方向进行，上家打出牌后，

下家才能抓牌。每张牌限时 10 秒打出。胡牌无论自摸还是点炮需

亮牌。

2.12.3 打牌中的处罚，包括：

（1）偷牌、藏牌：作弊行为，裁判员必须处以停赛处罚并给予

通报。

（2）错碰、错杠和空碰、空杠、以及违规摸牌：第一次处罚为

各家 1 分，第二次处罚为各家 2 分，直接取消比赛。

（4）错和与诈和：错和处罚为向各家支付 2 分，诈和向各家

支付 4 分，该盘继续比赛，错胡和诈胡者均不得再胡牌，别人和牌

后，按规定付分。

（5）暴露张的处理：暴露的牌张作为罚张，在下一次轮到自己

出牌时，必须将打出。若是将别人的牌碰翻暴露，视情节轻重判罚 1

或 2 分给被干扰者，并由裁判员裁决其本盘是否继续比赛。

（6）其他违规：裁判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口头警告或罚 1-5 分。



2.13 比赛用时

本次比赛采用两圈一局，即比赛中，每局规定限时一小时，每

局结束后休息 10 分钟。每局结束前 5 分钟，由裁判长报时提醒各

位运动员。满足规定时间后的最后一次成牌或荒牌，比赛结束。

2.14 申诉

运动员对裁判在比赛现场所做的任何裁决，有提出申诉的权利。

申诉必须在本局比赛结束后 30 分钟内，以书面材料由领队签字提

出生效。

四、跳绳比赛竞赛规则

1. 两分钟集体跳绳参赛办法

1.1．两分钟 6 人“8”字长绳：每个单位限报 1 队，男女不限。

参赛人员必须经当地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能报名参加比

赛。

1.2. 竞赛规则

1.3．两分钟 6 人“8”字长绳：比赛时间为 2 分钟，参赛人

数：2 名摇绳队员，4 名跳绳队员；比赛从静止开始，2 名摇绳队员

相距 3.6 米，裁判发出“运动员准备、裁判员、预备、跳”的口令

后比赛计时开始，4 名队员逐个成鱼贯式按“8”字形依次从摇绳甲

左侧跑入绳中，完成一次跳跃后，斜向跑出绕行到摇绳乙右侧等候，

待第 4 个队员跳完后，继续依次轮流进行，ABCD 4 名跳绳队员在穿

越跳绳时，A 队员出现失误未能顺利穿越，不应计数，B 队员继续穿

越，4 名队员按以上规则完成比赛，直到比赛时间结束，以完成的



次数计成绩。

五、气排球比赛竞赛规则

1.参加条件及办法

1.1 各代表团限报 1 队；各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运

动员 8 人（领队教练可兼运动员）。

1.2 各队统一比赛服装，上衣前后必须按照规则规定的尺寸印

制号码和队长标志。

1.3 若报名队伍不足，可视情况在赛前联席会议时沟通并做现

场报名处理。

2.竞赛办法

2.1 比赛执行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2017—2020 年气排球竞赛

规则》。

2.2 比赛规则执行

2.2.1 比赛采用 5 人制

2.2.2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前两局比赛 21 分，第三局 15 分，

且领先对方 2 分，为获胜方。

2.2.3 混合组，网高 2.0 米；场上至少有一名女队员参赛。

2.2.4 比赛用球：采用宇生富（6001）比赛球。

3.计分办法

3.1 组委会视报名队伍情况安排赛制

3.2 单循环比赛阶段按照以下计算办法决定名次：

3.2.1 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队得 2 分，负队得 1 分，弃权得 0



分。积分多者排名在前。

3.2.2 当两队或以上积分相等时，比赛总胜局数与总负局数比

值（C 值）大者排名在前。C 值=总胜局/总负局。

3.2.3 当两队或以上 C 值相等时，比赛总得分数与总失分数比

值（Z 值）大者排名在前。Z 值=总得分/总失分。

3.2.4 当两队或两队以上 Z 值仍相等时，抽签决定名次。

六、竹岛健康跑规则

1.参加条件及办法

1.1 各代表团限报 1 队；鼓励女选手参赛，每队运动员至少 3

人。

1.2 各队统一比赛服装，上衣前后必须按照规则规定的尺寸印

制号码标志。

1.3 若报名队伍不足，可视情况在赛前联席会议时沟通并做现

场报名处理。

2.竞赛办法

2.1 围绕长江竹岛跑一圈（3.3 公里），以团队平均时间进行排

名。

2.2 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时间仍相等时，抽签决定名次。

七、第九套广播体操竞赛规则

1.参加条件

1.1 每支参赛队伍的队员全部参加，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

2.竞赛办法



2.1 进退场整齐有序、精神饱满、快速流畅。

2.2 服装合体美观，符合广播体操表演要求，仪态端庄大方。

2.3 动作熟练、规范、准确；身体协调，体态优美；动作节奏与

音乐节奏配合一致；完成动作的方向、路线和姿态统一。

2.4 表达健康向上的激情与活力；体现团队协作的精神风貌。无

论表演是否完成，音乐即停，参赛队伍终止表演。

2.5 比赛满分为 10 分，评委打分保留小数点后二位数。



附件 3

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酒店推荐

酒店名称 房间价格 是否含早餐 是否免费停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恒旭酒店

单间 258 元 含早餐 免费

王成芩 17740285202

标间 258 元 含早餐 免费

南屏酒店

单间 138 元 含早餐 免费
前 台 0831-8769999

标间 148 元 含早餐 免费

因酒店房间数量有限，请参赛单位自行提前联系。



附件 4

第六届四川省体育场馆职工运动会

暨第二届川渝体育场馆职工联谊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公章）

负责人： 电话： 联络员： 电话：

参赛总人数： 参赛总项数： 项（在参赛选项栏中打∨）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三人制篮球 气排球 天府龙牌羽毛球男双 羽毛球混双 健康跑 两分钟集体跳长绳 第九套广播体操 T恤衫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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