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

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

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登山协会

山东省体育局

泰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山东省攀岩运动协会

泰安市体育局

运营单位：北京奥德高体育

三、比赛时间、地点

地点：泰安市体育中心攀岩场地

时间：2020 年 9 月 11 日-13 日

四、报名截止时间：

9 月 5 日 12：00

五、报名方式：

登陆攀岩中国网站 climbingchina.net 在线报名。

联系人：张浩然，15950477089/010-87182978。

六、比赛项目

男子：攀石、速度

女子：攀石、速度

体能测试：具体项目详见《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

安）基础体能测试方案》



七、参赛单位及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单位：根据防疫要求，为控制赛事规模，2020

赛季注册成功的参赛单位，各小项报名不得超过 2 人。

（二）运动员资格：

1、满足《中国攀岩联赛注册管理办法》（2020 修订）

的相关要求，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无任

何不适宜运动的先天疾病。

2、根据《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训

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体竞字〔2020〕40 号），各参

赛单位需赛前自行组织体能测试。体能测试时间、地点、项

目、标准、办法详见《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基础

体能测试方案》。

3、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暂不接受来自高风险和中

风险地区及 14 天内到达过中高风险地区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的运动队、运动员报名参赛。所有参赛运动员及随队人员均

必须持有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至赛区报到。

八、比赛规则

参照国际攀联最新比赛规则，由中国登山协会制定。

九、比赛办法

（一）攀石

将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预赛取前 20 名进入半决

赛，半决赛取前 6 名进入决赛；

（二）速度

将进行预赛和决赛，预赛取前 16 名进入决赛；

（三）体能测试

1、攀石：半决赛结束后，按成绩取前 9 名进入体能测试，

体能测试取前 6 名进入决赛。若体能测试总分出现并列，则

以半决赛成绩进行排名。

2、速度：预赛结束后，按成绩取前 24 名进行体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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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测试取前 16 名进入决赛。若体能测试所获总分出现并

列，则以预赛成绩进行排名。

十、名次录取

各小项取前 8 名。

十一、奖励办法

（一）奖牌和证书：

各小项前三名颁发金、银、铜牌；各小项前八名颁发奖

金和获奖证书。

（二） 奖金

各小项前八名奖金分别为：13000,10000,8500,6000,3500,

2500,1500,1500 元，总计 18.6 万元（税前）。

十二、报到

运动员报到时，必须提供身份证（或学生证、军官证、

护照等其它有效证件）复印件、7 天核酸检测证明及相关行

程码。未能出示有效材料的运动员，将不予参赛。

十三、食宿交通

根据防疫要求，所有参赛队和工作人员必须入驻官方指

定酒店，抵离赛区（济南遥墙机场、泰安高铁站到达酒店驻

地和比赛场地）实行专车“点到点”统一封闭式管理（不允

许参赛队及参赛运动员自发前往酒店报到）。

各参赛队（运动员、随队官员、工作人员）食宿交通费

用自理；中国登山协会指派的裁判员及工作人员食宿交通由

大会负责。参赛代表队可自由选择单人单间或双人标间入

住，标准为单人单间 490 元/人/天、双人标间 390 元/人/天（此

费用包含三餐、酒店至赛场往返交通费、接送站交通费）。

酒店地点：铭座三泰宾馆（泰山文化主题店）

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554 号

联 系 人：王春霞 15866022086

运动队报到日期：9 月 9 日 19 点前



裁判员报到时间：9 月 9 日 16 点前

为保障参赛人员有序入驻和安排车辆接送站，请各参赛

队认真填写报到信息表(见附件一），并于 9 月 7 日前将电子

版发送邮箱 386590480@qq.com。

十四、参赛服装

按照 2020 中国攀岩联赛服装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五、仲裁、裁判员及定线员

仲裁委员、裁判长、裁判员、定线员及工作人员由中国

登山协会选派。以上人员必须按时报到，逾期报到者，不予

安排工作，费用自理。

十六、主要竞赛官员

技术代表：王庆福 18601271407

裁 判 长：程 莹 13260404124

主定线员：余建新

十七、竞赛纪律

竞赛委员会须严格执行《裁判员守则》、《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试行）》、攀岩项目的有关规定及竞赛规程。

全体裁判员、运动员、领队及教练须遵守体育道德，严禁使

用兴奋剂、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如有违

犯者经查实，将由竞赛赛风赛纪委员会给予严肃处理。

参赛运动员无故弃权、检录后未到赛区者；故意延误比

赛及比赛罢赛者，将视情节给予黄牌或红牌，并处通报批评、

禁赛等处罚。

十八、竞赛日程（见附件二）

十九、保险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自行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并在

报到确认时提交保单。

二十、网络视频直播

比赛期间将提供网络直播，网络直播地址：环宇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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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疫情防控及相关工作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体育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有序恢复体育赛事活动的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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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赛单位、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及其他赛事相关人

员需严格按照《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参赛队伍防疫

管理规范》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二、本竞赛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登山协会所有，未尽

事宜，请参见《2020 中国攀岩联赛总规程》及《中国攀岩联

赛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2020 修订）。



附 1

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参赛队交通信息表

参赛单位名称：

联系人：

手机号：

来程交通信息：（日期+航班/高铁号）

返程交通信息：（日期+航班/高铁号）

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手机号 标间 单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备注：根据需要请在标间、单间栏中自由选择（√），并在备注栏中注明人员类
别（运动员、官员、工作人员）。



附 2 2020 中国攀岩联赛（山东泰安）竞赛日程

9 月 9 日 19:00 前 报到、核酸检测

9 月 10 日 - 适应训练

9 月 11 日

07:30-08:00 女子攀石预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08:30-11:30 女子攀石预赛

13:30 男子速度预赛热身区开放

14:00-15:30 男子速度练习、预赛

15:30 女子速度预赛热身区开放

16:30-17:30 女子速度练习、预赛

17:30-18:00 男子攀石预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18:30-22:00 男子攀石预赛

9 月 12 日

08:00-08:30 男/女子攀石半决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08:30-08:50 开赛仪式

09:00-12:00 男/女子攀石半决赛

16:00-18:30 体能测试

9 月 13 日

08:00 男/女子速度决赛热身区开放

09:00-10:00 男/女子速度决赛

14:00-15:00 女子攀石决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15:15-15:25 介绍运动员/观察线路

15:30-17:00 女子攀石决赛

17:00-17:30 男子攀石决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18:15-18:25 介绍运动员/观察线路

18:30-20:00 男子攀石决赛

20:20 颁奖

9 月 14 日 12:00 前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