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漯河杯”全国青少年U系列英式 7人制

橄榄球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橄榄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漯河市人民政府

漯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

四、竞赛日期

10月27日 专业体校组报到（14:00至 20:00）

10 月 29 日 其他组别报到（14:00 至 20:00）

10 月 28 日至 29 日 测试、训练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 比赛

11 月 2 日 离会（14:00 前）

五、竞赛项目

男子英式 7 人制橄榄球

女子英式 7 人制橄榄球

六、竞赛地点



河南省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七、参赛单位

在国家体育总局 2020 年度注册或协会备案的单位包括

但不限于各省市自治区、体校、学校、俱乐部等可报名参加。

（每个地级市限 2 个队报名，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

市限 3 个队报名，须当地橄榄球协会、体育局、体育总会或

教育局盖章）。

每个单位、学校或俱乐部仅限在相应组别报名一支参赛

队伍。此项赛事分为专业体校组、学校组和社会俱乐部组，

其中专业体校组为最高水平组别。主办单位可根据实际报名

情况调整相应组别。

八、运动员参赛资格

（一）必须为国家体育总局 2020 年度注册或协会备案

的运动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

公民（须持有有效的学习或者工作签证）。

（三）经正规县级（含）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

康。

（四）须由参赛单位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意外

身故伤残不低于 50 万，意外医疗不低于 5 万，保障责任中

还需包括住院津贴、猝死责任及交通意外），各参赛队须携

保单原件赴赛区，报到时查验。



（五）符合中国橄榄球协会有关规定。

（六）符合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七）年龄规定：所有参赛运动员须为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出生，其中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出生的运动员限报 3 人，学校组和社会俱乐部组

20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运动员限报名3人；

所有运动员须其监护人和所在单位签字盖章同意。

（八）特殊规定

中国橄榄球协会将对运动员注册和备案等参赛资格进

行严格审查，在每场比赛召集检录时每位运动员需自带个人

身份证或护照（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

件及签证复印件）以备检查。凡经查实有违反规定者，除取

消运动员参赛资格外，还将依据中国橄榄球协会的相关规定

对运动员及相关单位进行处罚。

九、参加办法

（一）队伍辅助人员报名人数：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

练员 3 人，队医 1 人，理疗师 1 人，随队裁判 1 人。同一名

队伍辅助人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队伍辅助人员不能同

时兼运动员上场比赛。一名参赛人员在赛事过程中只能有一

个身份，严禁多重身份参赛。

（二）运动员报名人数：各参赛单位可报 15 名运动员，

赛前技术会上确认正式比赛的 12 名运动员和 1 名伤替运动



员的球衣号码，一经确认不可更改；比赛过程中如有队员受

伤须经组委会医务监督认定，伤替运动员可替换上场。

（三）各参赛队伍须报 1 名随队裁判员和 1 名队医。随

队裁判员须经中国橄榄球协会初级裁判员培训或世界橄榄

球协会第一级别裁判员培训，队医须为经过中国橄榄球协会

培训考试合格或持有专业医疗合法证件者。随队裁判员及队

医相关费用由参赛单位承担。随队裁判员的管理权归中国橄

榄球协会及赛事组委会。

未报随队裁判员的队伍不得参加比赛；不能派出随队裁

判员的报名队伍须由中国橄榄球协会指派后方可参赛，相关

费用由报名单位承担。

十、竞赛办法

（一）分组及比赛办法

1.根据 2019 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英式 7 人制橄榄球冠

军赛确定种子队伍，再进行蛇形排列分组，未参加的队伍将

进行抽签确定分组。

2.比赛办法根据报名情况决定。

（二）比赛规则

1.采用世界橄榄球协会最新的橄榄球比赛规则。

2.比赛时间为 14 分钟，上下半场各 7 分钟，中场休息 2

分钟。

3.每队可以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提出换人，换人采取 5 人



次方式，换下的队员可以重新上场（不包括因出血、脑震荡

而进行的临时换人）。

4．橄榄球比赛风雨无阻，各队须按时参加比赛。

（三）服装

1．各队应准备不同颜色印有号码的比赛服至少两套，

并在报名表上注明服装颜色和队员号码。号码数字须为 1 至

15 号且清晰可见，不得涂改、遮挡。

2．运动员需穿着符合中国橄榄球协会认定的服装和护

具。

3．所有上场运动员必须佩戴头盔、护齿和护肩。

4．服装上不准使用金属纽扣和金属饰物；运动员不得

戴首饰。

十一、决定名次办法

（一）小组循环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在循环赛中各队每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2 分，负一

场得 1 分，弃权得 0 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弃权需在该场

比赛前 1 小时由领队进行书面确认，经赛事组委会认可后，

本场比赛比分为 0:50。

（二）其他组别各小组同名次队伍成绩的比较办法

若各小组队伍数量相等，则积分高者成绩列前；

若各小组队伍数量不同，则统计的小组赛场次数以小组

队数少的小组场次数为准。队数多的小组中进行统计的队伍



与该小组最后一名的比赛场次不计入统计范畴。在同等场次

数量的基础上，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若有小组同名次的队积分相等，则如所有小组队数相

等，按各积分相等同名次队在各自小组的所有场次的比赛中

的总得分与总失分的差数和达阵总得分与达阵总失分的差

数进行比较，差数正数值大的队排名列前。

若小组队数不相同，则以队数最少的小组每队比赛的场

次数为计算标准，队数多的小组的相关队伍与该小组排名最

差的队伍的比赛数据不予计算，计算方法同上。

如仍不能决定排名，则在积分相等各队之间的比赛中总

得分多的队名次列前。

如仍不能决定名次，则积分相等各队在各自小组的所有

场次的比赛中的达阵总得分多的队名次列前。

如仍不能决定排名，则积分相同队的领队之间以抛掷硬

币的方式决定排名。

（三）第二阶段决定名次的办法

两队常规时间比分相同，则进行加时赛。裁判组织双方

队长重新抛币。加时赛每节比赛为 5 分钟，每节比赛后，若

仍为平局，则双方即刻交换场地，没有间歇。加时赛采用突

然死亡法（最先得分的队伍即为获胜队并且比赛立即结束）。

十二、报名及报到接待

（一）报名须知



1．截止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日 17:00

2．报名必须材料：

(1)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及 word 版）；

(2)健康证明表（加盖单位及医疗机构公章扫描件）；

(3)保险证明表（加盖单位及保险机构公章扫描件）；

(4)监护人知情同意书（领队签字加盖公章扫描件）；

(5)住房预定表（领队签字扫描件）；

(6)队伍服务需求说明（领队签字扫描件）；

(7)所有人员证件照（标明身份类别及姓名）；

(8)所有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9)运动员保险保单（扫描件）；

(10)反腐廉洁公平参赛责任书（首次参赛单位须交）;

(11)健康状况承诺书；

(12)行程信息表。

注：报名相关材料下载地址 http://rugby.sport.org.cn/

3．报名方式：将上述报名必须材料压缩后一次性发送

至中国橄榄球协会官方邮箱 tc@chinarugby.com.cn，并抄送

至承办方邮箱 2237684000@qq.com 需电话经中国橄榄球协会

核验确认后方为报名成功。

4．联系方式：

(1)中国橄榄球协会

联系人：郭晋菡



电话：010-67136683 1860105093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74 号天坛体育文化中心

405 室

(2)赛事承办地

联系人及电话：

a. 总务：孟浩强 13938022116

邢松茂 13623952808

b. 竞赛：杜 伟 13783955567

方 方 15939534000

c. 财务：杨海英 13903950107

黄 莉 13781728001

d. 交通：崔广华 13783956555

侯春琦 13903950119

e. 食宿：孟浩强 13938022116

邢松茂 13623952808

（二）报到

1.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14:00 至 20:00

2.地点：漯河市金都大酒店

3.地址：漯河市长江路西段

4.报到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2)健康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3)保险证明表原件（盖单位公章）；

(4)保险保单原件（查验后发还）；

(5)监护人知情同意书；

(6)反腐廉洁公平参赛责任书（首次参赛单位须交，签

字盖章原件）；

(7)健康状况承诺书；

(8)行程信息表；

(9)报到前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原件。

队伍报到同时将盖有单位公章的报名材料统一交至报

到接待处，迟交或不交不予办理报到手续。如提交材料不齐

全或存在其他问题，赛事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伍参赛资格。

（三）接待

1．接待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14:00 至 11 月 2 日

12:00。

2．接待人数：每队不超过 22 人。

3．各参赛队必须通过提交住房预定表进行确认或合理

调整房间数量及类别。

4．超出以上接待时间、接待人数或房间标准的队伍，

食宿费用及额外房间费用请与赛事承办地联系，预先确认。

5．接站标准：赛事组委会负责市内接送队伍往返至报

到指定酒店（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就近安排）及车站（含漯河

西站、漯河火车站、漯河长途汽车站），赛事组委会为参赛



队提供接站服务 1 次/队、送站服务 1 次/队，各队需提交队

伍需求服务表进行预定，需要其他机场、车站接送站服务的

费用自理。具体接站安排请与承办地联系。

超出以上接待时间、人数或房间标准（赛事组委会预先

提供给各参赛队伍 11 个标间，各参赛队伍须通过提交住房

预定表进行确认及合理调整）的队伍，食宿费用及额外房间

费用请提前与赛事承办地联系确认。

十三、参赛队伍经费

各参赛单位费用自理，食宿费按照专业体校组 280 元/

人/天、其他组别 230 元/人/天标准（超出人员按照 320 元/

人/天标准），于 10 月 23 日 17:00 前预交所有人员 2 天的食

宿费用至赛事承办地指定账户并注明缴费队伍信息。账户信

息如下：

账 号：039500020007800002109

名 称：漯河市体育运动学校

开户行：中原银行漯河黄山路支行

其余费用于报到日全额交付给赛事承办地。不得迟于报

到日抵达且不得提前离会，必须入住大会指定酒店及就餐，

不退宿，不退伙。

赛事组委会负责比赛日的现场临时医疗救护，因伤引起

的费用由各单位自理。

十四、未通过《全国 7 人制橄榄球相关比赛赛前测试管



理办法（试行）》测试的运动员不予办理运动员等级证书

十五、核酸检测

根据疫情属地管理要求，所有参赛单位报到人员均须在

赴赛区前 7天接受至少一次核酸检测，检测费用各单位自理。

十六、保险

各参赛单位对参赛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参赛期间可能

会出现的意外伤害负有全责。

各参赛单位须为所有运动员办理运动意外伤害保险，并

在报到时提交至赛事组委会审核，未为所有运动员办理运动

意外伤害保险的单位不准参赛。

十七、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成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由中

国橄榄球协会统一选派；

（二）设仲裁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和职责按照《仲裁委

员会条例》执行；

（三）赛事纪律：比赛依据《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

例》和《中国橄榄球协会纪律及处罚规定》处理违规违纪事

件。

十八、器材

比赛用球由中国橄榄球协会统一提供。

十九、赛事礼仪规定

疫情期间简化赛事礼仪，每场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互



碰拳头并向执场裁判及双方教练组致谢。

二十、对违反赛场纪律的处分办法按中国橄榄球协会有

关规定执行

二十一、兴奋剂检查、血液检查、性别检查等按照国家

体育总局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二十三、本竞赛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国橄榄球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