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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江 西 省 体 育 局

赣教体艺字〔2022〕6 号

关于组织开展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学校部）暨 2022 年江西省大中小学

阳光体育竞赛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体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各普通高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共江西省委办

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江西省体育局印发的《江西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等文件精神，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全省学校体育工作质量与水平，培

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和技能特长，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和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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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经江西省教育

厅、江西省体育局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学校部）暨 2022 年江西省大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项目设置

（一）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暨 2022 年江西省

大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设中小学组、高校组、教职工组。

1.中小学组项目：校园足球、篮球、排球、排舞、跳绳、

广播体操、啦啦操。

2.高校组项目：田径、校园足球（十一人制）、篮球、排球、

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体育舞蹈、排舞、健

美操、啦啦操、跆拳道、武术（套路、散打）、舞龙舞狮、定向

越野、跳绳。

3.教职工组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排舞、

气排球。

（二）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项目：田径、

校园足球（十一人制）、篮球、排球。

二、竞赛组织管理要求

（一）所有赛事均委托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负责组织管理，

各单项竞赛规程由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制定印发。纳入省第十

六届运动会的项目，按省体育局下发的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有关竞赛规程执行。

（二）请各地各校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参赛工作计划，



认真组织各项赛事,鼓励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参加比赛。同时要

加大运动员资格审查力度,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以

大充小、打架罢赛等破坏赛风、违反赛纪的恶劣行为,如发现

此类现象,决不姑息,严 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竞赛疫情防控要求

比赛具体安排视疫情防控情况而定,所有赛事活动均要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和措施,坚持
“
防控为先、属地管理、

科学施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
”

的工作原则,做到疫情防控
“
一赛事一方案

”,确保各项赛事顺利安全进行。

附件:1。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学校部高校组 )暨 2022

年江西省大学阳光体育竞赛总规程

2.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 )暨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 J总 规程

3.参赛队疫情防控责任人信
`惑

4.疫情防控承诺书

5.参赛承诺书

6.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烙 彳

(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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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高校组）
暨 2022 年江西省大学阳光体育竞赛总规程

一、主办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三、协办单位

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大学生工作委员会、江西省学生体育

协会各有关单项分会、各有关学校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参赛单位

全省各普通高等院校

六、竞赛项目及分组

（一）项目：

1.高校组（设 18 个大项）：田径、校园足球（十一人制）、

篮球、排球、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体育舞

蹈、排舞、健美操、啦啦操、跆拳道、武术（套路、散打）、舞

龙舞狮、定向越野、跳绳。



— 5 —

2.教职工组（设 6 个大项）：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

排舞、气排球。

（二）分组：

1.普通本科院校：男女分设甲组、乙组、丙组

2.高职（专科）院校：男女分设甲组、乙组

3.教职工：除排舞外，其他各项目分设男、女组

七、参赛办法

（一）运动队参赛人数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二）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部别里一

个年龄组的比赛。在符合各部别参赛资格的前提下，且青少年

部青少年组和学校部高校组均设置了的项目，高校招收的我省

高水平运动员可跨部别参赛，也可同时参加青少年部和学校部

高校组比赛。

（三）参加两个部别比赛的运动员需在报名表中备注，以

便赛程编排。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程、有关补充

规定。

（二）执行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印发的各单项竞赛规程。

（三）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四）校园足球女子项目报名不足 2 队、其它项目报名不

足 3 人或 3 队，则该项目比赛不举行（丙组除外）。属于个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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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目的，运动员可在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换项通知后 1 个工

作日内换项。

（五）根据教育部有关专项比赛规程规定，篮球本科甲组

比赛暂不接受专升本学生及保送研究生参赛，研究生参加本科

乙组、丙组比赛需分别提供本科及研究生两个学历阶段录取简

表。篮球本科丙组比赛必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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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考生所在地的省级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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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所有运动员参赛检录时都必须提交本人二代身份证

由裁判员核验。

（七）弘扬文明赛风，禁止参赛运动员纹身、花染头发、

穿奇装异服或佩戴饰物比赛，男运动员不得蓄意剃光头、蓄长

发、剪怪异发型，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八）各项目如遇特殊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主办单位

决定。

九、参赛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并

按照教育部有关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

（以及相关的特殊招生政策）正式录取在校在读，并在省教育

厅备案的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学生或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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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甲组由全国统一普通高考招生正常录取的学生

（含研究生）组成；乙组由体育院系学生组成；丙组由高水平

运动员、运动训练专业学生组成；专科甲组由全国统一普通高

考招生正常录取的专科在校学生组成；专科乙组由体育院系学

生组成。

（三）运动员学历及专业以在读学历和专业为准，不得跨

学历、跨组别报名参赛。如有特殊规定，另行通知。

（四）由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训练专业招生入本科学习的

学生，考取或保送研究生均只能参加丙组比赛（含其它专业考

入或保送运动训练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五）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和有关反兴奋剂的管理

规定。

（六）提供赛前 30 日内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报告单（心电图及常规体检项目），并办理专为参加本次比赛的

“人身意外伤害险”（含领队、教练员往返赛区途中和比赛期

间），不得使用学校办理的学生平安保险参赛。

（七）教职员工运动员必须是本校正式在职在编或缴纳社

保满一年者。

（八）其他相关要求见各项目竞赛规程。

十、资格审查

（一）各参赛学校须认真审核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资格。

组委会资格审查机构将在报名和报到时进行运动员资格赛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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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得补报或替换运动员及教练员。报名后

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

不得补报或更换运动员、教练员；赛中、赛后接受书面材料举

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

和获得名次（或所在队名次），并在全省通报，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

（二）凡对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需向组委

会资格审查机构提交由本队领队或教练签字的申诉报告，并缴

纳申诉费 1000 元方可受理。胜诉者退还申诉费，败诉者不退还。

十一、报名、报到

（一）报名办法

1.竞赛项目报名时间以各单项竞赛规程要求为准。

2.实行书面报名。各队须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的书面报

名的时限及要求，如实提交相关信息，未按时、按要求报名的

单位，视为自动放弃参赛。

（二）报到事项

1.各项目参赛报到时间、地点及报到手续按单项竞赛规程

和有关补充通知要求执行。

2.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组委会竞赛处交验的材料：

（1）运动员二代身份证。

（2）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新生录取简表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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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动员赛前 30 日内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

康报告单（含心电图及常规体检等项目，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

参加所报项目比赛）。

（4）全队人员（含领队、教练员）专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

（5）领队填写并加盖学校公章的“疫情防控责任人信息表”

（见附件 3）。

（6）参赛队所有人员本人签署的“疫情防控承诺书”（见

附件 4）。

（7）领队、教练员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参赛承诺书”

（见附件 5）。

3.参赛运动员本人须到项目组竞委会竞赛处报到，核对上

述材料，信息不符者不得参赛。一律不接受以户口本和临时身

份证办理报到手续。

4.已完成报名工作因故不能按时参赛的单位，需在报名截

止后 5 日内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材料至江西省学生体育协

会，如未报告将取消该单位两届参加该项目比赛资格。

十二、疫情防控管理

（一）各参赛队需严格遵守国家、承办单位所在地政府及

赛会组委会对当前疫情的防控要求，确保比赛安全有序进行。

（二）全体参赛人员赴赛区途中，必须全程佩戴符合防疫

要求的口罩。同时各参赛队需为参赛人员配备足够的口罩、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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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液、温度计等防疫用品。

（三）各参赛队须填写参赛队疫情防控责任人信息表（见

附件3）和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见附件4）。所填承诺书及信息

表由运动队报到时交组委会存档。

（四）参赛队须自觉遵守赛区相关管理的规定。竞赛期间，

所有参赛人员将以集中全封闭的方式进行管理，只在驻地酒店

和比赛区域活动。未经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不得擅自

离开上述区域。

（五）如出现不戴口罩、不在指定区域活动、擅自外出、

接待访友等现象，将根据疫情防控制度和措施的相关规定，取

消违规者及全队本届比赛参赛资格。

十三、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田径

1.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运动员成绩证

书，其他名次只颁发运动员成绩证书。依录取名次按 9、7、6、

5、4、3、2、1 分别计团体总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破省大学

生田径比赛纪录者，每项加 9 分；破全国学生运动会大学组田

径项目纪录者加 18 分；1 人多次破同一项目纪录只加一次分。

2.按各组别运动员得分之和排列，取各组别团体总分前八

名和单位总团体总分前八名，分别颁发奖杯。如遇总分相同，

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以获第二名多者名次列

前，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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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篮球、排球、校园足球、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网球、游泳、跆拳道、武术、体育舞蹈、排舞、健美操、啦啦

操、舞龙舞狮、定向越野、跳绳：各组别均取前八名，颁发奖

杯和运动员成绩证书。

（三）各单项竞赛均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按 5:1 评

选，运动员每队按 10:1 评选；优秀裁判员按 10:1 评选；优秀

教练员按获得各组别团体名次前八名（每队 1 名教练员）评选。

十四、技术官员

（一）根据各单项竞赛规则要求设置的主要技术官员（含

技术代表、比赛监督、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和骨

干裁判员等）由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负责按择优、就近、中立

的原则抽选本项目一级以上裁判担任，其往返赛区的旅差费和

比赛期间的食宿费及裁判员费用均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二）各单项竞赛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单项规程中明确：

各参赛单位均可以选派本单位的一名本项目一级以上裁判员归

组委会裁判组统一领导参与比赛执裁工作，其往返赛区的交通

旅差费和比赛期间组委会安排的集中住宿费由派出单位承担，

比赛期间的伙食费和裁判员费用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三）其他裁判员由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与承办单位协商，

选调承办单位或所在地区的二级以上裁判员补充，其比赛期间

的工作餐费和裁判员费用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四）不符合裁判等级要求者一律不得担任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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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关于代表团团旗

在主赛区开幕式期间举行的项目，各代表团自备团旗 2 面，

颜色自定，规格为 2×3 米。团旗除标明规程规定参赛单位名称

外，不得出现其他标志。

十六、兴奋剂检查

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

委员会、组委会兴奋剂监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七、经费

（一）各单项竞赛经费主要由主办单位负责。

（二）各参赛单位人员的旅差费、食宿费自理。

（三）规定的申诉费由参赛队领队或教练员预交，以示责

任担当和严肃性。

十八、其他

（一）未尽事宜参照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及 2022 年江西省大学阳光体育竞赛各单项规程执行。如本规程

与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项目有关规定有相悖之处，以江

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有关规定为准。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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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
暨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总规程

一、主办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各有关设区市、县（区、市）教育

（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中小学生工作委员会、江西省学生体

育协会各有关单项分会、各有关学校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参赛单位

（一）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由南昌

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

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组团参赛，与青少年部共同

成立代表团。

（二）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全省各有关中小学。

六、竞赛项目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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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

1.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分设普通学

校组、特教学校组和教职工组（中小学幼儿园）

（1）普通学校组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小学组项目：排舞、跳绳、广播体操、啦啦操

初中组项目：排舞、跳绳、广播体操、啦啦操

高中组项目：校园足球、篮球、排球、排舞、跳绳、广播

体操、啦啦操

（2）特教学校组项目：排舞、跳绳

（3）教职工组（中小学幼儿园）项目：排舞

2.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项目：田径、校

园足球（十一人制）、篮球、排球

（二）分组：

各项目均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具体分组以单项竞赛规程

为准）

七、参赛办法

（一）运动队参赛人数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一）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部别里一

个年龄组的比赛。在符合各部别参赛资格的前提下，青少年部

青少年组和学校部中小学组可跨组别参加足球、篮球项目比赛。

（三）参加两个部别比赛的运动员需在报名表中备注，以

便秩序册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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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各项目均以

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独立分校需自行组队参赛），具体的报名

和报到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五）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由各设

区市教育局（教体局）统一选拔组队，并填报参赛项目汇总表

（见附表 2）。

（六）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特教学校）

由各设区市教育局（教体局）统一选拔组队，并填报参赛项目

汇总表（见附表 3）。

（七）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篮球、排球、

校园足球项目按分配名额（见附表 1）由各设区市教育局（教体

局）统一选派参赛单位，并填报参赛单位汇总表（见附表 4），

参赛报名工作由各参赛单位完成。

（八）参加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篮球、

排球、校园足球项目并已获得 2021 年江西省中学生阳光体育竞

赛篮球、排球、校园足球三项各组别前八名的单位（见附表 5），

不占设区市名额指标，可自行报名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程、有关补充

规定。

（二）执行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印发的各单项竞赛规程。

（三）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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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足球女子项目报名不足 2 队、其它项目报名不

足 3 人或 3 队，则该项目比赛不举行。属于个人比赛项目的，

运动员可在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换项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换项。

（五）特教学校组项目报名不足 2 人或 2 队，则该项目比

赛不举行。属于个人比赛项目的，运动员可在江西省学生体育

协会换项通知后 1 个工作日内换项。

（六）所有运动员参赛检录时都必须提交本人二代身份证

由裁判员核验。

（七）弘扬文明赛风，禁止参赛运动员纹身、花染头发、

穿奇装异服或佩戴饰物比赛，男运动员不得蓄意剃光头、蓄长

发、剪怪异发型，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八）各项目如遇特殊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主办单位

决定。

九、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同

时具有本校正式学籍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可查的在校在

读学生。

（二）高中组参赛年龄限制为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后（含）

出生者。

（三）复读生不得报名参赛。

（四）参赛运动员报名时需满江西省两年学籍（自入籍日

期开始计算），学籍证明件须加盖学校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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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运动员在各学段参加江西省学校阳光体育单项

比赛届数不得超过各学段规定的正常学制年限，以江西省学生

体育协会公布的赛事秩序册为准。

（六）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和有关反兴奋剂的管理

规定。

（七）提供赛前 30 日内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报告单（心电图及常规体检项目），并办理专为参加本次比赛的

“人身意外伤害险”（含领队、教练员往返赛区途中和比赛期

间），不得使用学校办理的学生平安保险参赛。

（八）教职员工运动员必须是本校正式在职在编或缴纳社

保满一年者。

（九）特教学校参赛运动员须为在校学生，年龄段不限。

运动员凭残疾人证和身份证参赛，残疾证件的残疾类别须与报

项一致。

（十）其他相关要求见各项目竞赛规程。

十、资格审查

（一）各参赛学校和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须认真审核参赛

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资格。组委会资格审查机构将在报名和报到

时进行运动员资格赛前复核。报名时间截止后不得补报或替换

运动员及教练员。报名后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

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运动员、教练员；赛

中、赛后接受书面材料举报，如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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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获得名次（或所在队名次），并在全

省通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凡对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需向赛会

资格审查机构提交由本队领队或教练签字的申诉报告，并缴纳

申诉费 1000 元方可受理。胜诉者退还申诉费，败诉者不退。

十一、报名、报到

（一）报名办法

1.竞赛项目报名时间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要求进行。

2.实行书面报名。各队须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书面报名

的时限及要求，如实提交相关信息，未按时、按要求报名的单

位，视为自动放弃参赛。

3.总规程发布后 20 天内，各设区市教育局（教体局）将江

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组）参赛单位汇总表（见附

表 2）、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特教学校）参

赛单位汇总表（见附表 3）、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

组）篮球、排球、校园足球参赛单位汇总表（见附表 4）报江西

省学生体育协会。（联系人：王婵亮，联系电话：0791-88509230，

邮箱：jxxssports@163.com。）

（二）报到事项

1.各项目参赛报到时间、地点及报到手续按单项竞赛规程

和有关补充通知的要求执行。

2.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赛会竞赛处交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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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动员二代身份证（特教学校另需提供残疾人证）。

（2）学籍表。

（3）运动员赛前 30 日内在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

康报告单（含心电图及常规体检等项目，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

参加所报项目比赛）。

（4）全队人员（含领队、教练员）专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

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

（5）领队填写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参赛队疫情防控责任人

信息表”（见附件 3）。

（6）参赛队所有人员本人签署的“疫情防控承诺书”（见

附件 4）。

（7）领队、教练员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的“参赛承诺书”

（见附件 5）。

3.参赛运动员本人须到项目组竞委会竞赛处报到，核对上

述材料，信息不符者不得参赛。一律不接受以户口本和临时身

份证办理报到手续。

4.已完成报名工作因故不能按时参赛的单位，需在报名截

止后 5 日内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材料至江西省学生体育协

会，如未报告将取消该单位两届参加该项目比赛资格。

十二、疫情防控管理

（一）各参赛队需严格遵守国家、承办单位所在地政府及

赛会组委会对当前疫情的防控要求，确保比赛安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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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体参赛人员赴赛区途中，必须全程佩戴符合防疫

要求的口罩。同时各参赛队需为参赛人员配备足够的口罩、洗

手液、温度计等防疫用品。

（三）各参赛队须填写疫情防控责任人信息表（见附件 3）

和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见附件 4）。所填承诺书及信息表由运

动队报到时交组委会存档。

（四）参赛队须自觉遵守赛区相关管理的规定。竞赛期间，

所有参赛人员将以集中全封闭的方式进行管理，只在住地酒店

和比赛区域活动。未经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不得擅自

离开上述区域。

（五）如出现不戴口罩、不在指定区域活动、擅自外出、

接待访友等现象，将根据疫情防控制度和措施的相关规定，取

消违规者及全队本届比赛参赛资格。

十三、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田径

1.各项目均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运动员成绩证书，

其他名次只颁发运动员成绩证书。依录取名次按 9、7、6、5、4、

3、2、1 分别计团体总分；接力项目加倍计分；破省中学生田径

比赛纪录者，每项加 9 分；破全国学生运动会中学组田径项目

纪录者加 18 分；1 人多次破同一项目纪录只加一次分。

2.团体名次按各单位运动员得分之和排列，分别取男子组、

女子组团体总分前八名和单位总团体总分前八名，分别颁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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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如遇总分相同，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以

获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二）校园足球、篮球、排球、排舞、跳绳、广播体操、

啦啦操：各组别均取前八名，颁发奖杯和运动员成绩证书。

（三）各单项竞赛均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集体按 5:1 评

选，运动员每队按 10:1 评选；优秀裁判员按 10:1 评选；优秀

教练员按获得各组别团体名次前八名（每队 1 名教练员）评选。

十四、技术官员

（一）根据各单项竞赛规则要求设置的主要技术官员（含

技术代表、比赛监督、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和骨

干裁判员等）由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负责按择优、就近、中立

的原则抽选本项目一级及以上裁判担任，其往返赛区的旅差费

和比赛期间的食宿费及裁判费用均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二）各单项竞赛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单项规程中明确：

各参赛单位均可以选派本单位的一名本项目一级及以上裁判员

归赛会裁判组统一领导参与比赛执裁工作，其往返赛区的交通

旅差费和比赛期间赛会安排的集中住宿费由派出单位承担，比

赛期间的伙食费和裁判费用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三）其他裁判员由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与承办单位协商，

选调承办单位或所在地区的二级及以上裁判员补充，其比赛期

间的工作餐费和裁判费用由组委会按规定标准承担。

（四）不符合裁判等级要求者一律不得担任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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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关于代表团团旗

在主赛区开幕式期间举行的项目，各代表团自备团旗 2 面

（名称为“××市”），颜色自定，规格为 2×3 米。团旗除标明

规程规定参赛单位名称外，不得出现其他标志。另外，高中组

还需自备 2 面队旗（名称为学校名称）。

十六、兴奋剂检查

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

委员会、组委会兴奋剂监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七、经费

（一）各项竞赛经费主要由主办单位负责。

（二）各参赛单位人员的旅差费、食宿费自理。

（三）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特教学校）

项目各参赛单位经费等相关要求按各项目单项规程规定执行。

（四）规定的申诉费可由参赛队领队或教练员预交，以示

责任担当和严肃性。

十八、其他

（一）未尽事宜参照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及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各单项规程执行。如本规

程与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项目有关规定有相悖之处，以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有关规定为准。

（二）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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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
篮球排球校园足球（十一人制）竞赛活动

各设区市名额分配表

项目

设区市
高中组篮球 高中组排球

高中组校园足球

（十一人制）

南昌市 4 4 4

九江市 4 4 4

景德镇市 2 2 3

萍乡市 2 2 3

新余市 2 2 3

鹰潭市 2 2 3

赣州市 4 4 4

宜春市 4 4 4

上饶市 4 4 4

吉安市 4 4 4

抚州市 4 4 4

注：表格中数字为男子、女子分别可报参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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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2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
参赛项目汇总表

设区市教育局（教体局）: （盖章）

项目 是否参赛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足球

篮球

排球

排舞

跳绳

广播体操

啦啦操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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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3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部中小学组
特教学校）参赛项目汇总表

设区市教育局（教体局）: （盖章）

项目

是否参赛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智力融合组 听力组

排舞

跳绳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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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
篮球排球校园足球（十一人制）竞赛活动

参赛单位汇总表

设区市教育局（教体局）: （盖章）

高中组篮球

单位 男子 女子 联系人 电话

高中组排球

单位 男子 女子 联系人 电话

高中组校园足球（十一人制）

单位 男子 女子 联系人 电话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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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5

2021 年江西省中学生阳光体育竞赛（高中组）
篮球排球校园足球（十一人制）

前八名学校名单

2021 年江西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

名次 男子组 女子组

第一名 南昌市第二中学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二名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南昌市朝阳中学

第三名 上饶中学 赣州市第一中学

第四名 南昌市第三中学 江西省南康中学

第五名 宜春中学 弋阳县第一中学

第六名 九江金安高级中学 宜春市第三中学

第七名 赣州中学 安远县第一中学

第八名 赣州市第三中学 南昌市新建区第一中学

2021 年江西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

名次 男子组 女子组

第一名 南昌市第三中学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第二名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赣州市第三中学

第三名 南昌市南钢学校 南昌市朝阳中学

第四名 南昌市朝阳中学 新余市第九中学

第五名 鹰潭市田家炳中学 九江市同文中学

第六名 新余市第九中学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第七名 宜春市第四中学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第八名 赣州市第三中学 江西省上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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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西省中学生校园足球锦标赛（高中组十一人制）

名次 男子组 女子组

第一名 南昌市第二中学 新钢中学

第二名 上饶中学 南昌市第三中学

第三名 景德镇市第二中学 上饶中学

第四名 玉山县第一中学 江西省西山学校

第五名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玉山县第一中学

第六名 宜春市第四中学 江西省信丰中学

第七名 新余市第四中学 余干县第二中学

第八名 鹰潭市第一中学 乐平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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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赛队疫情防控责任人信息

单位： （盖章）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领队

队伍防疫

责任人

主教练

备注：本表格与电子版报名表同时发送至：jxxssports@163.com。

http://www.jxxssport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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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疫情防控承诺书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赛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确保比赛工作安全、稳妥、有序进行，本人自愿

签署并遵守以下承诺：

1.参加本次比赛前 14 天本人没有出现体温 37.3℃及以上、

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本人身体健康、

健康码为“绿码”。

2.参加本次比赛前 21 天内本人无境外（含港澳台，下同）、

国内中高风险区（以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调整公布为主，下同）的活动轨迹。

3.参加本次比赛前 21 天内本人没有与境外、国内中高风险

区的人员有密切接触。

4.参加本次比赛前 21 天内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与本人同居的人员也没

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

5.进入赛区后，本人严格遵守各项防控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于以上承诺，本人严格遵守，如出现虚报、瞒报、漏报

的个人行为，将由本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签 字：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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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参赛承诺书

我们 队即将参加 比赛。

在此，特向主办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一、遵守教育部、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江西省教

育厅、江西省体育局，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下发的竞赛有关文

件规定和规章制度，服从组委会和相关委员会或部门的管理。

二、自觉维护公平竞赛，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搞私下交易。

教育并保证本学校参赛人员做到“三尊重”，树立自身良好的形

象。

三、自觉维护比赛的形象和荣誉，严格按照竞赛规程中“运

动员参赛资格”的规定组织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学校人员遵

守有关规定，加强赛风赛纪的教育和管理，做到认真对待每场

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和水平，不打假球，不消极比赛。

四、不向裁判员行贿。坚决服从裁判员在规则范围内的所

有判罚，支持裁判员的工作，除按规定程序反映和申诉外，不

发表不利于裁判员工作的言论。不与裁判人员发生非工作关系

接触。

五、对比赛中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和纠纷，要从维护大

局和整体利益出发，与主办单位和有关部门友好协商解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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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出现的问题，按规定程序进行申诉和处理。

六、保证不在比赛中途退出比赛或出现弃权罢赛，如有违

反，接受主办单位依据规定的处罚并赔偿损失。

七、参加比赛的学校要严格依据有关规定和协议，配合做

好赛区各项组织及宣传推广工作。

八、服从并接受主办单位根据违纪违规事实和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的警告、罚款、停赛等各类处罚。

九、本承诺自承诺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领队签名：

教练签名：

（单位盖章）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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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为做好江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组织工作，选拔和培养

优秀后备人才，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为携手书写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贡献体育力量，制定本总则。

一、部别设置

设青少年部、社会部、学校部、机关部四个部别

二、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部.设青少年组、俱乐部组、跨界跨项组

1.青少年组（设 20 个大项）：田径、游泳（游泳、跳水）、

体操、举重、拳击、国际式摔跤、跆拳道、射击、赛艇、皮划

艇、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套路、散打）、足球、篮球、

排球、攀岩、击剑、高尔夫。

2.俱乐部组（设 12 个大项）：足球（五人制）、篮球（三人

制）、跳绳、击剑、体育舞蹈、轮滑、啦啦操、航模（空模、海

模）、攀岩、高尔夫、气排球、桌式足球。

3.跨界跨项组(设 12 个大项)：田径、举重、拳击、国际式

摔跤、跆拳道、射击（步手枪、飞碟）、赛艇、皮划艇、乒乓球、

羽毛球、跳台滑雪、武术（套路、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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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部（设 20 个大项）

足球、篮球、气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轮滑、龙

舟、围棋、象棋、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门

球、垂钓、登山、游泳、柔力球、舞龙舞狮。

（三）学校部.设中小学组、高校组

1.中小学组（设 7 个大项）：足球、篮球、排球、啦啦操、

排舞、跳绳、广播体操。

2.高校组（设 18 个大项）：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气

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体育舞蹈、排舞、健美

操、啦啦操、跆拳道、武术、舞龙舞狮、定向越野、跳绳。

（四）机关部（设 6 个大项）

健步行、拔河、跳绳、篮球、羽毛球、气排球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2022 年在九江市举行。部分项目在开幕式前完成比赛，其

他项目在开闭幕式期间进行。

四、参加单位

凡是成立代表团的单位、均须组队参加至少 2 个以上的单

项比赛。

（一）青少年部

1.参赛代表团为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

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2.俱乐部组由设区市组织各俱乐部组队参赛，参赛队伍冠



—— 35 ——

名为“××市××俱乐部”。

（二）社会部

与青少年部共同成立代表团

（三）学校部

1.中小学组：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

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组团

参赛，与青少年部共同成立代表团。

2.高校组：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我省各普通高等院校（含民

办高校）。

（四）机关部

由省直各委（办、厅、局、会）、中央驻赣单位（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企业）、省属企业（厂、矿、公司、集体）组成代表

团。

五、参赛运动员资格

江西省正式户籍（或单位工资花名册，或江西省正式户籍，

或省教育部门登记在册的学生信息），符合各项目参赛年龄规

定。具体按各部别竞赛规程分则执行。

六、参赛办法

（一）参赛各运动队人数按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二）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部别的一

个年龄组的比赛。在符合各部别参赛资格的前提下，以下情况

可跨部别、组别、单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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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和学校部高校组均设置了的项目，高校

招收的我省高水平运动员可跨部别参赛，也可同时参加青少年

部和学校部高校组比赛；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和跨界跨项组可跨

组别参赛；青少年部青少年组和学校部中小学组可跨组别参加

足球、篮球项目比赛；

（三）单项不足 3 人、团体（集体项目）不足 3 个队的项

目均不成立。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程、有关补充

规定和组委会审定下发的单项竞赛规程。

（二）按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定进行决赛，竞赛规程由组委

会审定下发。

（三）青少年部各项目除竞赛规则规定比赛名次可以并列

外，不允许并列名次，并列名次的计分办法按竞赛规则和单项

竞赛规程规定执行。金、银、铜牌并列名次的计牌计分办法按

并列名次的牌、分加上下一名次的牌、分的一半分别计入并列

单位。

其他部按各部分则执行。

（四）技术官员（含技术代表、仲裁、裁判长）、骨干裁判

员由组委会统一选派（具体办法另定）。

八、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

青少年部前三名颁发第十六届省运会金、银、铜牌，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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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颁发获奖证书。

其他各部前三名颁发第十六届省运会注明了部别的金、银、

铜牌。

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按各部别分则执行。

九、代表团团旗

（一）团旗（队旗）.各单位自备 2 面，颜色自定，规格为

2×3 米。团旗除标明规程规定参赛单位名称外，不得出现其他

标志。青少年部（青少年组、跨界跨项组）、社会部、学校部高

中组统一自备团旗（名称为“××市”），学校部高校组自备团

旗名称为学校名称，机关部自备团旗名称为单位名称；另学校

部高中组还需自备 2 面队旗（名称为学校名称），青少年部俱乐

部组需自备队旗 2 面（名称为“××市××俱乐部”）。

（二）入场方阵顺序（方阵人数另定），按照组委会大型活

动部规定执行。

（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工作人员组成另行通知。

十、兴奋剂检查

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

委员会、组委会兴奋剂监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二、运动队比赛服装按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则及其他有

关规定执行

十三、闭幕式颁奖、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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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十四、参赛经费

按财政厅下发的相关文件执行

十五、本总则修改权、解释权归第十六届省运会组委会，

具体事项见各部别分则（另发），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 年 3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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