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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质监校〔2020〕63号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关于举办学校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的通知

各科室：

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文件精神，全面推动学校阳光体育活

动的广泛开展，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营造健康向上、积极

拼搏、团结奋进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定于 2020年 10月 28日-30日

举办以“运动健康 快乐有我”为主题的学校第 28届体育运动会。

现将运动会的各项工作安排印发你们。

请各科室按照文件要求广泛动员，积极参与，做好备赛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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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等各项工作，严守赛场规则，充分体现学校优良作风，大力弘

扬校园特色文化，确保运动会顺利召开。

附件：1.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组织机构与工作分工

2.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竞赛规程

3.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精神文明奖评定办法

4.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期间学生管理办法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2020年 9月 27日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办公室 2020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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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组织机构与工作分工

一、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周志明

副主任：贾生满、张百军、张智翔

委 员：林 娟、何 勇、罗红波、周国光、夏 宁、高建明、

彭宏斌、邓鹏飚、田维敏、周 群

组委会办公室设于教务科，全面负责体育运动会的组织、指

挥与协调工作。

二、第 28届体育运动会仲裁委员会名单

成 员：蒋蔚梅、费 宏、陈叔康、陈志强

三、第 28届体育运动会裁判委员会名单

主 任：蒋蔚梅

委 员：费 宏、陈叔康、陈志强、陈浩月、童 涛

四、第 28届体育运动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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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工作职责与任务 负责人

教务科

1．运动会各类文件、表格的印制与发放；负责奖品方案及购置、发放。
2．与校财务科共同做好经费预算、管理；负责会后成绩、档案的汇总

和存档工作。
3．与学校办公室、学工部共同做好参加开、闭幕式会务工作的策划，

负责开、闭幕式主持工作。
4．专人负责裁判组工作指导；裁判员选拔与培训工作。
5. 负责颁奖设计及颁奖工作。
6．负责前期场地、器材的检查、准备和布置，完成参赛报名工作，编

制竞赛秩序册。
7．明确专人负责，成立仲裁、检录和成绩公布等工作小组；全面完成

各项比赛项目。
8．牵头入场式设计、彩排。

林娟

邓鹏飚

学工部

1．负责运动会升旗仪式的组织工作。

2. 负责运动会期间全校班级安排、指挥与管理，保证运动会安全有序

的开展。

3．根据运动会团体精神文明奖评选办法，全程督查运动会期间各班级

管理情况，负责班级精神文明奖评选。

4．根据运动会筹备与举办需要，领导学生会做好相关工作的配合协助。

5. 围绕本次运动会主题，利用广播、海报等宣传工具营造氛围。

6．负责协助做好颁奖引导、服务等工作。

7. 负责编排开幕式入场方队解说词，负责运动会期间各班级广播宣传

稿件审核，负责运动会期间广播音响系统的运行，协助运动会检录组工作。

8. 组织和执行校园及各赛场的安全防范工作。

何勇

田维敏

学校办

公室

1.运动会期间学校教职工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2.运动会摄影录像资料的采集归档。

3.运动会微信推广、宣传等工作。

周群

工会 负责学校教工运动项目的安排与组织工作。 罗红波

教学

部门

1．做好教工队的报名以及运动会筹备等工作；

2．突出专业特色文化，负责运动会期间科室宣传；

周国光
夏宁

后勤服

务科

1．做好比赛场地准备修复工作，保障比赛正常进行。

2．负责主席台布置与美化、桌椅摆放，提供饮用水。负责运动会比赛

期间的应急车辆的安排，做到及时护送。

3．牵头成立运动会救护组，制定运动会意外伤害救护预案，负责运动

会期间救护组人员和工作安排。

高建明

财务科 协助做好运动会预决算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彭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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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体育运动会组织委

员会

二、承办单位：教务科、学工部、校工会。

三、运动会主题：运动健康，快乐有我。

四、比赛时间、地点：2020年 10月 28-30日，学校运动场。

五、运动会项目：

项目 男子 女子

田径

项目

径赛：100 米、200 米

800 米、1500 米、

4×300 米接力

径赛：100 米、200 米

800 米、4×300 米接力

田赛：跳远、跳高、铅球、

实心球（双手头上投掷）

田赛：跳远、跳高、铅球、

实心球（双手头上投掷）

集体

项目

12 人×50 米迎面接力、

8 人协同跑

8 人跳绳

5 人跳远

12 人×50 米迎面接力、

8 人协同跑

8 人跳绳

5 人跳远

六、报名方法：

（一）本届运动会参赛队分为学生男子组、女子组。

本届运动会学校教工比赛项目及报名办法，由校工会另文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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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队员每人限报 2个个人项目，另可兼报接力、集

体项目。

（三）每个个人项目每班限报 2人，最少 1人，任何人不得

顶替他人姓名参加比赛，违规者取消该项成绩并扣班团体总分 2

分。

（四）在集体项目中，仅当全班男生（或女生）总人数不够

报名人数时，可弃权不参加。

（五）班主任具体负责本班报名组队工作，要指定专人负责

运动会报名工作，并于 9 月 25 日完成报名工作。《第 28届体育

运动会班级报名表》在学校班主任群文件处下载，班主任要按报

名表的说明要求，按时完成报名工作。

本届运动会教职工比赛项目及报名办法将由学校工会另文通

知。

七、比赛规则

（一）田径项目执行国家体委最新田径比赛规则。集体项目

按学校自定规则执行，并在学校班主任群公布。

（二）运动员须带有效身份证件按《比赛秩序册》安排的时

间提前 20分钟在检录处报到参赛，未按时检录作弃权处理。

八、录取名次、计分及奖项设置办法

（一）男子、女子单项比赛各录取前 8 名，分别按 9、7、6、

5、4、3、2、1分计入该班男子、女子团体总分，破纪录加 5分，

集体项目赛加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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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比赛项目前 4名获得者，学校予以颁发奖状及奖

品。

（三）各班男、女团体总分按各项得分累加计入，对学生男、

女组团体总分前 10名，学校予以颁发奖状及奖品。（如遇积分相

等，则以同等单项第一名多者列前）。

（四）大会特设团体精神文明奖 10个。

九、学生裁判员组成

学生裁判员由体育教教师在学生中抽调，学生裁判员必须参

加培训且服从安排并不得兼项，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十、本规程由学校体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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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精神文明奖评定办法

为进一步依托学校体育运动会，带动全员健身、全员健康，

弘扬阳光体育运动精神，掀起群众性锻炼又一高潮，确保本届运

动会更加圆满、顺利、成功召开，特制定本届运动会精神文明奖

评选标准。

本届运动会精神文明评选突出“全民运动、阳光运动、文明参

赛”，由“活力清晨一刻钟”、“健康每天五圈起”等四项得分组成：

一、活力清晨一刻钟

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清晨学校安排第一项集体活动，即为

晨操，体育部每天早操出勤率*10（优：10 分、良：8 分，差不

计入评选），质量等级*10（优：10 分、良：8 分，差：不计入

评选），计算各班得分。

注: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所

得分以 20分折算。

二、健康每天五圈起

健康源于锻炼的持之以恒。体育部发起“健康每天五圈起”的

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期

间星期一至星期四跑步时间为下午 4：30-7：00，星期五跑步时

间为下午 3：10-6：00，体育部派干事到操场清点人数及审查跑

步情况，各班级提前向体育部报告本班级跑步时间，体育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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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审查干事。

参加对象：全体学生

考核方法：全员达标计 10分

90%-99%达标，计 5分

89%以下达标，不得分

累计 3天未得分该项计为 0

要求：亮出班旗，以方队形式整齐跑步 5圈以上，队形不散

不乱，呼号响亮。所得分以 25分折算。

三、集体活动我参加，班级荣誉我争光

运动员在场上激情拼搏，全体同学要积极参与、加油助威，

并通过运动会在思想上受到锻炼教育，增强学生集体意识和文明

素养，使班主任开展工作具体化、目标化，进一步推动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特从以下几方面考核：

（一）出勤率（10 分）

出勤率=实到+公假+应到*100%

（二）创新激情（15 分）

入场式：亮出班旗，统一服装，队列规范，步伐整齐、有

力，令行禁止，有统一口号。

闭幕式：全员参加，有序离场。

（三）文明观赛（20 分）

比赛期间整体有序，组委会通报有不良文明行为者，-1分

/人次，运动会期间（含全天）班级学生违纪（以学工部计）-2

分/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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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后卫生（10 分）

卫生：运动会期间由生活部按工区卫生标准进行检查（优：

15分、良：11分、差：不计入评选），所得分以 10分折算。

四、加分项

为大会提供服务学生，+0.1分/人。（由组委会提供服务人员

名单）

班级以上四项累计得分排名，由高到底取精神文明奖班级。

五、一票否决

赛事期间，发生重大违纪、违规等严重事件，经组委会认定，

直接取消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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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 28届体育运动会期间学生管理办法

为加强运动会期间学生管理，保证运动会的圆满举行，特提

出以下要求：

（一）学工部要督查班主任全程参会，认真组织好本班学生

参加运动会，切实做好对学生的考勤和管理工作。

（二）运动会期间凡学生请假，须经班主任、学工部两级批

准。

（三）每天上午 10:00和下午 4:00 各班级将出勤情况报学工

部，每天晚上 10：00清点就寝学生人数，学工部汇总后报精神文

明评定小组备案。

（四）运动会赛事期间，为加强宿舍的安全管理，无特殊原

因，任何人不能滞留在宿舍内。需要回寝室的同学需出示假条。

（五）运动会赛事期间不能在教室内放电视、影碟、音响。

（六）运动会期间要做好教室、寝室、公区及观赛区的卫生

保洁工作。各班观赛区由学工部划分。

（七）运动会期间学校要组织“校风巡逻队”，坚持校园巡逻，

及时发现、纠正校园内违纪现象。

（八）运动会期间校门开放制度及晚就寝制度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