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体字〔2021〕522 号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关于 2022 年全国性跳绳 

赛事活动推介招标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跳绳项目的推广、普及与开展，办好 2022 年全

国性跳绳赛事活动，我中心现发布 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

活动推介书。欢迎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高等

院校踊跃申办相关赛事活动。 

请有意向承办 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的单位仔细

研读赛事活动推介书，并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前，将 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申办意向书和相关资料发至推介书

中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2022 年 XX 赛事活动申办+单位名

称。 

  特此公告。 

附件：1.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推介书 

2.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申办意向书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 

2021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 1： 

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推介书 

 

全国跳绳锦标赛 
赛事 

名称 
全国跳绳锦标赛 

赛事 

类别 
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跳绳锦标赛系全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跳绳赛事，竞技水平高，也是直接和国际

赛事接轨的赛事，项目设置和国际赛事保持一致，前三名的获奖运动员获得国家队的选

拔资格。 

时间 

安排 
2022年 6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场应为不低于 30米×40米的室内场地，场地内 300人以上的观众席位置，

场外有容纳 200人以上的检录区域、热身区域； 

2.场地地面为跳绳专用场地： 

（1）跳绳标准场地尺寸：15m*15m； 

（2）产品结构：XPE复合 PVC皮革； 

（3）产品厚度：25mm±3； 

（4）产品克重：2100g/平米±200g/平米； 

（5）表面硬度：55度± 发泡层硬度≥38度（邵氏硬度 C）； 

3.赛场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以及安保、电力、消防保障； 

4.驻地距赛场少于 10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赛程编排； 

5.高水平运动队邀请； 

6.裁判选调；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9.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前期预热，吸引全民关注； 

2.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3.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80-1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跳绳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位 社体中心业务三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系人 李海山、赵松鹤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18120778276/17740894060；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s@crsa.cc 

 

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 
赛事 
名称 

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 

赛事 
类别 

联赛（分站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跳绳联赛创办于 2014年，目前已连续成功举办 6届，赛事参与人数、社会影响
力逐年提高。全国跳绳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全国跳绳联赛分站
赛将按自然年举办，由各省市学校、俱乐部及协会选拔的代表队参赛，预计每站参赛人
数达到 300-800人。2022年 4月-11月全国开展分站赛，2022年 12月底在广州市花都
区进行总决赛。分站赛各组别前 3名获得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时间 
安排 

2022年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8-10站）：2022年 3月-11月 (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场应为不低于 30米×40米的室内场地，场地内 300人以上的观众席位置，
场外有容纳 200人以上的检录区域、热身区域； 
2.场地地面为跳绳专用场地： 
（1）跳绳标准场地尺寸：15m*15m； 
（2）产品结构：XPE复合 PVC皮革； 
（3）产品厚度：25mm±3； 
（4）产品克重：2100g/平米±200g/平米； 
（5）表面硬度：55度± 发泡层硬度≥38度（邵氏硬度 C）； 
3.赛场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以及安保、电力、消防保障； 
4.驻地距赛场少于 10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领导、嘉宾邀请； 
9.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10.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1.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2.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40-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跳绳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位 社体中心业务三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系人 李海山、赵松鹤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18120778276/17740894060；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s@crsa.cc 

 

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线上+线下） 
赛事 
名称 

2022年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分站赛（线上+线下） 

赛事 
类别 

少儿俱乐部杯赛（分站赛+总决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少儿俱乐部杯赛是由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于 2020年疫情期间的创新赛事，通过线
上开展，得到了广大学校、俱乐部、家长的一致好评。赛事主要针对 10 岁及以下的少
儿的跳绳赛事活动，旨在推广少儿健康理念，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运动健身习惯，
增强体质。项目设置有速度赛、规定套路比赛、亲子趣味赛。分站赛根据承办地要求分
线上、线下两种形式举行，任何符合条件的组织、运动馆、俱乐部均可申办。总决赛为
线下赛事，预计 1000组少儿家庭参赛。 

时间 
安排 

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分站赛：2022年 3月-11月 (竞赛时间 2天) 
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总决赛：2022年 4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运动馆、俱乐部 

赛事保障 

1.场应为不低于 30米×40米的室内场地，场地内 300人以上的观众席位置，
场外有容纳 200人以上的检录区域、热身区域； 
2.场地地面为跳绳专用场地： 
（1）跳绳标准场地尺寸：15m*15m； 
（2）产品结构：XPE复合 PVC皮革； 
（3）产品厚度：25mm±3； 
（4）产品克重：2100g/平米±200g/平米； 
（5）表面硬度：55度± 发泡层硬度≥38度（邵氏硬度 C）； 
3.赛场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以及安保、电力、消防保障； 
4.驻地距赛场少于 10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7.领导、嘉宾邀请； 
8.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9.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0.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1.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分站赛每站约 20-30万元；总决赛每场约 50-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跳绳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位 社体中心业务三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系人 李海山、赵松鹤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18120778276/17740894060；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s@crsa.cc 

 
 

奔跑吧·少年 2022 年全国青少年跳绳段位制挑战赛 
赛事 

名称 
奔跑吧·少年 2022年全国青少年跳绳段位制挑战赛 

赛事 

类别 
挑战赛（分站赛） 

赛事 

介绍 

为培养青少年科学跳绳意识，引导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树立科学跳绳观念，助力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结合《中国跳绳段位制（试行）》文件，设置计

时赛、计数赛及个人花样规定套路。旨在通过该赛事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

调发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以培养青少年科学跳绳意识，引导青少年加强体育锻炼，

树立科学跳绳观念，更好的落实“教会、勤练、常赛”，从而深化体教融合。 

时间 

安排 
2022年 3月-11月(4-5站，竞赛时间 1天/站)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学校、社区、俱乐部等均可 

赛事保障 

1.场应为不低于 30米×40米的室内场地，场地内 300人以上的观众席位置，

场外有容纳 200人以上的检录区域、热身区域； 

2.场地地面为跳绳专用场地： 

（1）跳绳标准场地尺寸：15m*15m； 

（2）产品结构：XPE复合 PVC皮革； 

（3）产品厚度：25mm±3； 

（4）产品克重：2100g/平米±200g/平米； 

（5）表面硬度：55度± 发泡层硬度≥38度（邵氏硬度 C）； 

3.赛场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以及安保、电力、消防保障； 

4.驻地距赛场少于 10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7.领导、嘉宾邀请； 

8.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9.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0.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1.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前期线上宣传预热； 

2.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3.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20-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22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活动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跳绳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位 社体中心业务三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系人 李海山、赵松鹤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18120778276/17740894060；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s@crsa.cc 

 

 

 

 

 

 

 

 

 

 

 

 

 

 



附件 2 

2022 年全国性跳绳赛事活动申办意向书 

申办单位  

赛事活动  

办赛时间  

经费保障 
 

 

交通保障 
 

场地保障 
 

食宿保障 
 

办赛经验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办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