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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运动成都” 

2018 成都市青少年自行车比赛 

工作方案 
 

（2018 年 3 月 27 日） 

 

为进一步加强对第五届“运动成都”2018 成都市青少年自行车比赛

的组织领导，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现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一、活动具体事项 

（一）活动名称：第五届“运动成都”2018 成都市青少年自行车比

赛 

（二）活动时间：2018 年 3月 31 日 

（三）举办地点：成都市青白江区（四川省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 

（四）活动主题：运动成都 

（五）主办单位：成都市体育局  成都市教育局 

（六）承办单位：成都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青白江区教育局  

青白江区文体广新旅游局 

（七）协办单位：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青白江区人和乡人民政府    

四川省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 

（八）活动目的：树立“健康为本”理念，培养青少年团队意识和吃

苦耐劳、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检验学校开展学生阳光体育活动成果，培

养和发现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二、具体活动安排 

（一） 赛事开幕式 

时间： 

1、赛前准备：2018 年 3 月 31日 8:30——9:30； 

2、开幕式：2018年 3 月 31 日 9: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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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四川省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主广场 

参与人员：①成都市体育局、教育局领导；②青白江区领导及干部群

众；③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四川老车迷自行车俱乐部；④市、区新闻

媒体记者；⑤各参赛单位及选手； 

（三）正式比赛及颁奖仪式 

时间：2018 年 3 月 31 日 10:00——15:30 

地点: 四川省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相关比赛场地 

参与人员：全体运动员、裁判员、礼仪及颁奖嘉宾。 

三、具体责任分工 

（一）综合协调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赛事的组织协调工作；及时协调赛事各工作组之间的关系；有

效协调解决赛事相关问题。 

责任人：  

成员：  

2.负责审定各工作组细化方案。（责任时限：3 月 30 日前） 

责任人：  

3.跟踪检查各工作组工作进展情况；负责落实赛事日常工作。（责任

时限：3 月 30 日前） 

责任人：  

4.邀请并确定参会领导和嘉宾，并 “一对一”对接联系。（责任时限：

3 月 30 日前） 

责任人：  

6.负责确定开幕式议程；负责起草赛事基础材料和领导讲话材料。（责

任时限：3月 30 日前）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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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赛场实时信息的收集和通知，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责任人：  

（二）专题活动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对接区相关部门和市自协，落实 3 月 31 日的暖场节目。（责任

时限：3 月 29 日前） 

责任人：  

2.负责对接市自协落实暖场节目主持人。（责任时限：3月 29日前） 

责任人：  

3.负责赛场总体氛围营造；负责跟进督促赛事 VI 设计审定和确认。

（责任时限：3 月 28 日前） 

责任人:  

4.负责协助执行方搭建赛事（包括：主会场及起终点）场地；跟踪协

调落实赛事现场的音响、电源等。（责任时限：3 月 30 日前） 

责任人：  

5.负责以赛场为中心的环境整治工作，并动态保洁。（责任时限：3

月 30日前） 

责任人：  

成员：  

6.负责 3 月 31 日开幕式和颁奖典礼嘉宾引领、嘉宾休息室协调、“一

对一”服务；负责赛场的志愿服务。（责任时限：3 月 31日前） 

责任人：  

成员：  

7.负责跟进执行方开幕式主席台、赛道起终点、颁奖台等场地的布置

和音响设施设备的落实。（责任时限：3 月 30日）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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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活动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各项比赛赛道起终点检查、赛道检查、竞赛物料制作及标识安

放。（责任时限：3 月 30日—3月 31 日） 

责任人：罗伟（13350844494） 

2.负责正式比赛竞赛规划制定、竞赛裁判、竞赛成绩统计及名次确定

和竞赛仲裁。（责任时限：3 月 31 日） 

责任人：罗伟（13350844494） 

3.宣传报道  

责任领导： 

责任人：  

赛事报道 

完成时间：3 月 30日--31 日 

工作内容：以传统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报道赛事。根据本次宣

传团队配置，通过现场网络直播、实况录播和通稿发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全媒体宣传和报道。在做好赛事现场报道的同时，多角度反应当代青少

年的体育健身活动。 

    赛后宣传。 

    完成时间：3 月 31日--4月 5 日 

（六）志愿服务工作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开幕式、颁奖典礼的现场布置工作。（责任时限：3 月 30-31

日）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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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确定赛事颁奖嘉宾名单。（责任时限：3 月 31 日） 

责任人：  

3.负责志愿服务工作组相关协调工作；协助执行方组织获奖选手到颁

奖区域等待，核对证书、奖杯等颁奖物资。（责任时限：3 月 31日） 

责任人：  

4.负责颁奖典礼嘉宾引领工作。 

责任人：  

成员：   

（七）交通保畅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对 3 月 31 日自行车赛道（环湖公路）沿途的安全隐患排查清

理工作和警力、治保、村社干部的定岗工作。（责任时限:3 月 30日）。 

责任人：  

2.负责 3 月 31 日比赛期间，对赛道的交通管制和对外围沿途交叉路

口的安全值守和道路安全保障工作，确保赛事正常进行。 

责任人：   

3.负责 3 月 31 日比赛期间入场车辆的停放安排。 

责任人：  

 

（九）卫生医疗救护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协调落实比赛期间的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注：3 月 31 日：

救护车 1+1 台、医护人员 6人）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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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对接落实医疗救护点位；并根据区医院医护人员到位情况，及

时调整确认医疗救护点位，优化医护人员定位。（责任时限：3 月 31 日） 

责任人：  

3.负责比赛期间随队救护和医疗急救保障工作，包括担架、外伤药品

等急救物品的准备。（责任时限：3 月 31 日）。 

责任人：  

4.负责落实比赛期间上级对口医院及青白江区人民医院医疗急救绿

色通道。 

责任人：  

（十）后勤保障组 

责任领导：  

具体责任人：  

具体分工： 

1.负责协调落实嘉宾、媒体、志愿者等的接送车辆。 

责任人：  

2.负责落实媒体签到工作； 

责任人：  

3.负责落实 3 月 31日赛事嘉宾、媒体、组委会人员、选手及家属等

的午餐问题。 

责任人：  

成员：  

4.负责赛事期间的水电保障工作（注：做好应急发电准备工作）。 

责任人：  

成员：  

四、具体工作要求 

1 各成员单位及工作组要充分认识开展赛事活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统一思想、沟通协调、查漏补缺、综合演练、抓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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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赛事期间，请各工作组负责人和具体成员确保个人通讯畅通。 

附件一：比赛细则 

一、计时项目 

1、 1000m 计时赛、500 米计时赛 

1.1、同组四名选手在起点原地集体出发，以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排

定名次。 

1.2、比赛采用电子计时，电子芯片已提前固定在车辆相同位置，每

组选手按照编号选择对应的车辆上道进行比赛。 

1.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1.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 秒、15 秒、10 秒、5、4、3、2、1、

跑。 

1.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 

二、技巧项目 

1、泥地赛 

1.1、场地为泥地竞速初级训练场，赛道全长 130 米。 

1.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以完成规定路

线的骑行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排定名次。 

1.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1.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 秒、10 秒、5、4、3、2、1、

跑。 

1.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不

按规定路线骑行，抄近道等犯规行为，直接取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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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独木桥赛 

2.1、场地为平整泥地，初中组赛道长 15 米，宽 2 米；其中独木桥

宽 20cm，长 6 米；小学组赛道长 10 米，宽 2 米；其中独木桥宽 20cm，

长 6 米。 

2.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沿规定路线骑

行，车辆前轮和后轮必须完整通过独木桥，以完成骑行到达终点的

先后顺序排定名次。 

2.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2.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 秒、10 秒、5、4、3、2、2、

跑。 

2.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骑

行中，身体任意部位着地、未能完整通过独木桥，则本项成绩无效。 

3、绕杆赛 

3.1、场地为平整泥地，赛道长 25米，宽 2 米；杆与杆间距 1.8 米，

全程共 11 个杆。 

3.2、比赛形式为单发计时赛，选手在起点原地出发，沿规定路线骑

行，车辆交替从杆的左（右）侧通过，以完成骑行到达终点的先后

顺序排定名次。 

3.3、同组别所有选手比赛完成后，进行最终排名。 

3.4、出发口令：1分钟准备、30秒、15 秒、10 秒、5、4、3、2、1、

跑。 

3.5、处罚：出发时，出现抢跑，以运动员抢跑的时间加倍处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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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车辆任意部位接触杆罚时 3 秒，累计处罚；骑行中身体任意部

位着地、漏杆，则本项成绩无效。 

注：每人限报一项计时赛和一项技巧（三选一）项目 

附件二：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备注 

 

 

 

 

 

 

 

 

 

 

 

 

 

 

3 月 31日 

 

 

 

 

9:00-9:30 参赛单位签到  

9:30 开幕仪式  

9:50-10:10 车辆熟悉、赛前指导 会场 

10:10-10:30 初中组计时赛检录 检录区 

10:15-10:50 初中组计时赛比赛 环湖赛道 

10:35-10:55 小学生组计时赛检录 检录区 

11:00-11:40 小学生组计时赛比赛 环湖赛道 

10:10-11:40 技巧项目练习 各分赛场 

11:40-13:00 休场、午餐  

13:30-13:50 中学生组过独木桥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00 中学生组过独木桥赛比赛 会场区 

13:30-13:50 中学生组绕杆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00 中学生组绕杆赛比赛 会场区 

13:30-13:50 中学生组泥地赛检录 检录区 

13:40-14:10 中学生组泥地赛比赛 泥地赛道 

14:00-14:20 小学生组过独木桥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30 小学生组过独木桥赛比赛 会场 

14:00-14:20 小学生组绕杆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30 小学生组绕杆赛比赛 会场 

14:00-14:20 小学生组泥地赛检录 检录区 

14:10-14:40 小学生组泥地赛比赛 泥地赛道 

15:00 颁奖仪式  

16:00 代表队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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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赛事主背景 

 

 

 

 

 

 

 

 

 

 

 

 

 

 

 

 

 

 

 

 

 

 

 

 

 

 

 



 - 11 - 

附件四：联系人名单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市体育局 陈静   

市教育局    

区教育局    

区文广新局    

市自协 罗伟 13350844494  

人和乡    

老车迷俱乐部 李沫 15982384535  

三元村 严三举   

省基地 张金 18981023739  

 

大赛组委会 

2018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