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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乐 山 市 委 
乐 山 市 教 育 局 
乐山市旅游和体育发展委员会 

乐青联〔2018〕3 号 

 
关于开展“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乐山市姚基金篮球赛”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团委、教育（教体）局、文体（旅体）局，

各参赛学校： 

为进一步推广小学体育启蒙事业，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根据 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活动安排，团市

委、市旅游体育委、市教育局决定开展“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

希望小学篮球季—乐山市姚基金篮球赛”。现将比赛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 

2018 年 7 月 9 日-7 月 11 日。 

二、比赛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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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旅游学校（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乐峨路

西段 988 号） 

三、参加人员 

（一）各参赛县（区）团委工作人员 1名。 

（二）参加“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四川

站乐山片区赛”的 11 所希望小学参赛队。（附件 1）。 

（三）裁判组。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共青团乐山市委、乐山市教育局、乐山市旅游和

体育发展委员会 

协办单位：乐山市旅游学校 

五、比赛办法 

（一）执行 2018 年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赛制规则（附件

4）。 

（二）参加“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四川

站乐山片区赛”的 11 支队伍通过抽签分为 A、B、C、D四组，进

行分组循环比赛，A、B、C、D 四组分别决出第一名再交叉进行

比赛决出冠军，冠军队将代表四川参加 7月底全国集训及联赛。 

（三）裁判组对各项裁决有最终解释权。 

（四）未尽事宜，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 

六、比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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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队报运动员 10 人（其中女生不少于 2 人），领

队、教练 3 人（其中参赛学校男、女老师各 1 名，支教志愿者

1名）。 

（二）参赛队员要求年龄不超过 13 周岁[确认为公历 2005

年 9 月 1 日（含 1日）之后出生的同学]；参赛队员非本校就读

学生不得参加姚基金篮球季的比赛。 

（三）参赛学生需携带以下证明材料: 

1.身份证明原件： 

A、二代身份证原件； 

B、临时身份证原件； 

C、由学校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带有本人照片的，并盖有

该公安机关印章的身份证明原件（需在本人照片处盖章，且印章

不能遮挡五官）；上述证明，三者具备其一即可。 

2.带有照片并盖有学校公章的学籍卡原件或打印、复印件

（需有本人照片，且盖就读学校公章，且印章不能遮挡五官）；

进行年龄、身份审核，证件不全者一律不得参加比赛。资格审查

由主办单位在报到时对两份材料进行审核。 

（四）各参赛队伍要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引导参

赛学生以良好的心态，积极向上的比赛精神参与比赛。各学校要

以篮球季活动为契机激发全校学生参与篮球项目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学习和训练提高学生篮球技术的整体水平。 

七、比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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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参赛队伍往返车费统一由学校先垫付。赛后，主办

单位按实际垫付金额（由学校提供正式发票）进行拨付。 

（二）比赛期间统一安排食宿，食宿费由主办单位负责。未

按要求统一就餐、住宿的，费用自行承担。 

（三）赛前培训等工作经费由参赛学校自理。 

（四）参赛队员服装由姚基金统一提供。 

八、相关要求 

（一）请各参赛县（区）团委指导做好本辖区内参赛队伍的

组织工作，团委要安排专人担任总领队，并于6月15日前将“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参赛篮球队带队工作人员及参赛队员名

单反馈至共青团乐山市委学少部。 

（二）各参赛队伍请于 7月 9日 10:30 前，自行前往比赛地

（乐山市旅游学校）报到。 

（三）比赛期间，各学校参赛工作及参赛队员安全工作由领

队具体负责，确保往返路途安全。按照各参赛队实际情况制定赛

事方案和安全预案，做到措施落实、责任到人。务必向参赛队员

强调训练和比赛安全注意事项，预防意外情况发生，确保参赛安

全。 

（四）各参赛队伍必须准时参加比赛不得迟到，比赛迟到

15 分钟视为自动放弃本场比赛，两次弃权视为全部比赛弃权。 

活动组委会联系人：唐 佳  黄 攀 

联系电话：18090386793  131183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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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箱：lsgqtt@163.com 

 

附件：1.“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乐山市

姚基金篮球赛”参赛学校名单； 

2.“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参赛学校篮球队

组队人员名单； 

3.“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乐山市

姚基金篮球赛”竞赛规程； 

4.“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活动规范（摘要）。 

 

 

共青团乐山市委                   乐山市教育局 

 

乐山市旅游和体育发展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29 日 

盖章单位：sfw-lsslyju
盖章时间：2018-06-01 11:13:07

盖章单位：SFW-lssjyuj
盖章时间：2018-6-1 12:15:18

盖章单位：sfw-lstsw
盖章时间：2018-06-01 14: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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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乐山市姚基金篮球赛”参赛学校名单 
（共 11 所） 

 

承办区县 学校名单 

 

峨边县 

乐山市峨边县大堡镇官料河希望小学 

乐山市峨边县黑竹沟小学 

乐山市峨边县觉莫乡摩托罗拉希望小学

乐山市峨边县勒乌乡五粮春希望小学 

五通桥区 乐山市冠英学校 

犍为县 乐山市犍为县公平小学 

井研县 乐山市井研县研城镇来凤小学 

马边县 乐山市马边县烟峰乡安森美希望小学 

沐川县 乐山市沐川县六喜珠宝卷桥希望小学 

乐山市沐川县富和明德小学 

沙湾区 乐山市沙湾区沙湾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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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参赛学校篮球队组队人员名单 

（样表） 

 

参赛单位：              填报人：      电话： 

团委带队人员 联系电话 性别 

   

带队老师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队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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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四川省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乐山市姚基金篮球赛”竞赛规程 

 

参加学校共计 11 个，分 ABCD 四组开展活动，每个组分别

由 2 至 3 个学校组成。通过分组比赛，每个分组别产生 1 个分冠

军，最后由四组冠军进行单循环赛，产生总冠军。我市共计 1 个

总冠军篮球队参加全国比赛。具体分片、比赛规则、积分办法及

日程安排如下： 

一、分组情况 

A 组：A 组共分为 A1、A2、A3 三个小组，每组代表队由抽签

决定组别，共计 3个学校篮球队。 

B 组：B 分为共分为 B1、B2、B3 三个小组，每组代表队由抽

签决定组别，共计 3个学校篮球队。 

C 组：C 分为共分为 C1、C2、C3 三个小组，每组代表队由抽

签决定组别，共计 3个学校篮球队。 

D 组：D 分为共分为 D1、D2 两个小组，每组代表队由抽签决

定组别，共计 2个学校篮球队。 

二、比赛规则 

随机抽签后，每个小组内通过单循环赛制，按照积分办法直

接产生各组冠军篮球队。每组分出各组冠军后，进行决赛，决赛

分两轮进行。第一轮由 A组第一名对 C组第一名，B组第一名对 D

组第一名；第二轮由第一轮的两支获胜球队比赛，胜者作为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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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冠军参加全国赛。 

三、积分办法 

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 分，弃权记 0 分，积分多者名次

列前；若两队积分相同，则比较两队间胜负关系，胜者名次列前；

若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同，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场次多少确

定名次；若胜负场次再相同，则按相互间比赛的得失分率（即得

分之和除以失分之和）高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以各队在同

一个循环赛制中所有场次的得失分率计算，多者名次列前。  

四、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备注 

7月 

9日 

9:00—10:30 各学校参赛员报到 
3 号学生宿舍  

一楼 
 

11:00—11:50 开幕式彩排 运动场  

12:00-13:00 午餐 学生食堂一楼  

13:10—14:00 

领队会（参会人员：主办方成员、

各承办县（区）团委总领队、裁判

员、计分员、各学校领队和工作人

员）主要内容：                

1.赛事工作要求，赛事工作安排；

2.赛事过程及规则培训；        

3.比赛分组抽签。         

实训楼 2楼 

会议室 
队员午休 

14:00—14:30 开幕式 运动场 全体人员参加

16:00—17:00 
小组赛第一轮 篮球场 

A1-A2，C1-C2

17:00—18:00 B1-B2，D1-D2

17:30-18:30 晚餐 学生食堂一楼  

7月

10

日 

7:00-8:00 早餐 学生食堂一楼  

8:00-9:00 
小组赛第二轮 篮球场 

A2-A3,C2-C3

9：00-10：00 B2-B3 

11：30-12：30 午餐 学生食堂一楼  

12：30-14：00 休息 3 号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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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00 
小组赛第三轮 篮球场 

A1-A3,B1-B3

15：00-16：00 C1-C3 

16:00-17:00 休息 3 号学生宿舍  

17:00-18:00 晚餐 学生食堂一楼  

19:00—20:00 决赛第一轮 篮球场 A-C,B-D 

7月

11

日 

7:00-8:00 早餐 学生食堂一楼  

9:00-10:00 决赛第二轮 篮球场 AC-BD 

10：30-11:30 颁奖仪式闭幕式 篮球场  

12:00-13:00 午餐   

下午 返程 学生食堂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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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赛制规则 
（摘要）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篮球规则针对6年级以下（含6年级）、

年龄不超过 13 周岁的青少年制定，有别于成人篮球规则。篮球季

篮球理论很简单：制定有别于成人篮球规则的规则，寻找适合青

少年的篮球锻炼方法，鼓励男女生共同发展。篮球季篮球理论的

目标是，为不同水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希望学校的同学提

供参与篮球锻炼的平台。 

篮球季篮球规则更加适合青少年开展篮球锻炼。正规篮球比

赛用球较大，篮架较高，不适合青少年开展运动。在篮球季活动

篮球中，用球尺寸较小，篮筐高度降低，减少了青少年学习篮球

的困难度。 

第一部分 

队员年级、年龄规定：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篮球规则

以 FIBA 的篮球规则为基础，年龄不超过 13 周岁的青少年（确认

为公历 2005 年 9 月 1 日（含 9月 1日）后出生）而设的运动游戏。         

第二部分 

组建校队：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所有参赛学校，选出

20 名学生组建校队（联赛采用男女混合制，每场比赛中必须包含

女队员。为鼓励女队员的参与，篮球赛中女队员每投进一球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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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并积极协助参与支教志愿者开展的训练活动。 

参加比赛：参加所有 2018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学校，不

管是全国、省级、市级还是县级比赛，每校参加人员均为 13 名，

其中带队老师 3 名（其中参赛学校男女老师各 1 人，支教志愿者

1人）、队员 10 名（根据校篮球队训练结果挑选不少于 2名女队

员组建参赛队伍）。参赛选手凭二代身份证、学籍卡确认参赛资

格，证件不全者不能参与篮球季活动。赛后，组委会还将对参赛

选手资格进行抽查，如果发现学校弄虚作假，将取消学校参赛资

格以及已获得奖项，并处罚禁止参加篮球季 3 年，并且失去获得

姚基金其他资助的资格。 

第三部分 

球员及换人：每队须有 10 名队员组成，其中最少有 2名女队

员。其中包括 5 名先发球员和 5 名替补球员，比赛时上场 5名队

员，其中不少于 1 名女队员。每队需有 1 名教练（带队老师）和

1名队长。 

第六部分 

服装：双方球队须穿着不同颜色的球服，同队队员须颜色相

同，且球服正面和背面均需要有不重复的号码。 

第七部分 

教练（带队老师）：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教练（带队老师）

需提交一份具有参加比赛资格的球员出场名单及球员号码，其中

包括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开场前 50 秒鸣哨要求运动员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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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季篮球比赛过程中，教练（带队老师）可叫暂停时间为

1分钟，其中上、下半时各 2次。 

篮球季比赛中只允许采用人盯人防守。 

篮球季规则未指定罚球员的情况下，教练（带队老师）可以

指定该队队员执行罚球。 

第八部分 

比赛时间：比赛共分为上下半场，上下半场各 20 分钟，半场

休息 10 分钟。 

每次进攻时间为 30 秒，进攻方需在 10 秒内运球推进至前场，

否则视为违例。 

半场比赛时间结束停止比赛计时钟，其余时间不停表。 

第九部分 

比赛开始：每场比赛经中圈跳球开始。当篮球被任何一方球

员触摸时开始计时。 

每半场比赛开始由球员在中线延长线发球，当篮球被任何一

方球员触摸时开始计时。球权由交替拥有箭头决定。 

下半场比赛双方交换进攻方向。 

第十部分 

球中及其分值：比赛过程中投篮球中，记 2 分；如该进球为

女队员投中，记 3分。 

罚球投篮球中，全部记 1分。 

第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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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且得分相同：当比赛计时钟结束信号响，得分多的

队伍为胜者。比赛结果得分相等时，则两队各出五位球员各罚一

球进球多的球队获胜。若仍相等时，则两队球员交互罚球，先中

者为胜。罚满退场之球员不得参与罚球定胜负。  

注：若比赛结束某队仅二位球员，则在第一阶段罚球赛时，

该二球员仅只共罚二球，与对方队决胜负。但若进入第二阶段罚

球赛时，则两队仍交互罚球。 

第十二部分 

个人犯规：个人犯规是指单名运动员的犯规。 

当一名队员为了阻止对手，而非法用手，手臂，肩膀，膝盖，

脚在内的身体各个部分，阻挡，推，冲撞对手的行为，即为个人

犯规。 

当一名球员采用非法动作，从中获利时，裁判可判罚个人犯

规，记录员予以记录。 

当犯规发生时，对手没有做出投篮或者上篮动作，被犯规方

边线发球。 

当犯规发生时，对手已经做出投篮或者上篮动作，且球投中

的话，执行一次加罚。 

当犯规发生时，对手已经做出投篮或者上篮动作，球没有投

中的话，执行两次罚球，如是女队员为被犯规者，执行三次罚球。 

当单个球员犯规次数达 5次，裁判员应通知该队员退出比赛，

并在 30 秒内被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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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半场累计犯规达 5 次后，该队出现第 6 次以后犯规由对方

执行 2次罚球，若犯规对象为女生，则由女生执行 3次罚球。 

第十三部分 

违反体育道德犯规：当球员被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时，该球员

（男）执行两次、女队员执行三次罚球后，该队仍然获得球权，

边线发球。如球员被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的同时，投篮进，则执行

一次加罚，之后该队扔获得球权，边线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