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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珠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1 年）》，

顺利开展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以下简称市民运动会），

特制定本工作方案，请各组织单位和参赛选手遵照执行。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总工会

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

珠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中共珠海市体育行业委员会

珠海市体育总会

协办单位：珠海市委政法委

珠海市委老干部局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各区（功能区）体育、教育行政部门

各区（功能区）残疾人联合会、总工会

各区体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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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传媒集团

珠海市体育中心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珠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承办单位：珠海市各相关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珠海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其它致力于全民健身的社会组织。

二、活动日期

2021年3—12月

三、活动内容与形式

（一）组别及项目设置

1.市民公开组（市体育总会、各区体育行政部门牵头举办） 。

（1）市级品牌项目

“大桥杯”篮球公开赛、“容国团杯”乒乓球公开赛（香洲区

承办）、足球（11 人制）、羽毛球、游泳、网球、健身气功、广场

舞、百里爱心徒步、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展示大赛、龙舟赛

（斗门区承办）、业余公路自行车赛（金湾区承办）、OP 帆船、珠

港澳全民健身活动、与内地城市全民健身交流项目、流动体验馆

公益培训、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赛等。

（2）区级品牌项目

（包括：1、区品牌市区联办项目；2、区自有主办赛事:各区

主办的“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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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区：广场舞、八人足球赛；斗门区：农民篮球、舞龙舞

狮、拔河；金湾区：踏青徒步、自行车集结赛、皮划艇挑战赛、

男子篮球赛、越野嘉年华、迷你马拉松、钓鱼、太极拳；横琴新

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草地掷球、中国象棋公开赛、外伶

仃岛健身健美大赛、东澳岛马拉松赛；高新区：羽毛球、趣味运

动会、篮球、七人足球、国际象棋。

（3）社会品牌项目（各相关单项体育协会或企业主办）

排球、太极拳、钓鱼、武术、啦啦操、自行车、风筝、体育

（国标）舞蹈、保龄球、跆拳道、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

七人制足球、气排球、健身操（舞）、瑜伽、定向越野、拔河、高

尔夫、桥牌、轮滑、攀岩、登山、车辆模型、棒垒球、草地掷球、

沙滩排球、绿道半程马拉松、山海之约山地马拉松、高校网球、

家庭帆船赛、大桥杯篮球精英赛、青少年羽毛球、幼儿足球、冰

雪嘉年华、拳击、体育模特、匹克球、平衡车、舞龙舞狮、扑克、

魔方等，以及其它社会组织发起举办，经市体育总会体育专业委

员会评估认可的，有一定规模、群众喜爱的体育赛事活动项目，

采用成熟一个项目新设一个，建立开放的比赛项目增减体系和机

制。

（4）联办项目

包括对外交流体育项目和国家、省级体育赛事珠海联办项目。

2.职工组（市总工会主办）。

登山、羽毛球、工间操、拔河、乒乓球、篮球、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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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组（团市委主办）。

举办珠澳高校青年运动会、在珠务工青年三人篮球赛

4.残疾人组（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象棋、冰壶、飞镖、定向越野、亲子风筝、康园趣味运动会。

残疾人可视自身情况参加市民公开组比赛。

5.老年人组（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

门球、中国象棋、太极拳、木兰拳、健身气功、健身秧歌、

健身球操、乒乓球、广播体操、篮球投篮、气排球、广场舞、健

身持杖操、桥牌、柔力球、健身展示大赛等项目，具体按照市老

年人体育协会发布的活动通知及竞赛规程执行。

老年人组要保留电话专线、现场报名窗口等线下报名方式;

为老年人提供纸质版秩序册、成绩册、证书; 设置较大字体、醒

目标注、简化功能和流程。

6.青少年儿童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

（1）青少年儿童体育年度锦标赛暨排名选拔赛：按照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下发的活动通知及竞赛规程执行。

（2）中、小学生体育比赛：按照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联合下发的活动通知及竞赛规程执行。

各组别项目比赛涉及的场地、经费、竞赛、安全组织等工作

按照“谁主办，谁负责”原则执行，参赛资格及名次录取详见各

组别主办单位下发的规程总则或单项规程。

（二）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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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市区联动，政府指导，社会力量参与办体育的形式，积

极发挥各方优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适合不同人群参与的全民健身活动。

（三）开、闭幕式

本届市民运动会的开幕式拟定于 8 月 8 日全国“全民健身日”

举行，闭幕式时间将根据项目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四、全民健身项目公益推广活动

举办全民健身流动体验馆公益体育培训项目推广活动。

五、竞赛组织办法

（一）各大组别项目的具体竞赛规则和参加办法等要求，按

各大组别单项竞赛规程和要求执行。

（二）裁判员及仲裁委员由各大组别组委会统一选派。

（三）市体育总会成立各项目专业委员会，负责各项目的专

业评估和技术指导。

六、有关要求

（一）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及各主办单位要围绕“2021 年珠海

市民健身运动会”的总体方案，积极开展区、街道、乡镇和社区、

村居以及本行业、本系统的各级全民健身活动，并将体育活动计

划表于年初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各社会体育组

织将本组织活动计划表于年初报市体育总会。

（二）赛事活动举办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全民健身活动，倡导科学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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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群众身体素质，提振防疫抗疫信心。

（三）各组别主办单位，请在比赛结束一周内，将市民运动

会各级比赛完成情况总结及比赛照片、秩序册、成绩等资料报市

体育总会，以便成绩集中发布及印制纪念册。

（四）公开组七人制足球、篮球两项比赛，以各区（功能区）、

市直机关、国资系统为单位组队参赛，请各单位按《规程总则》

要求提前制定方案、做好选拔，参赛经费由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和

参赛单位负责。

（五）严肃市民健身运动会工作纪律，确保廉洁高效办赛、

安全办赛、文明办赛。严禁违规索要收取加班费、实物等。一经

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联系人及电话：冯玉宇，2602733；黄

浩胜，2602203。

七、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比赛名次录取和奖励办法，按各组别规程执行。

（二）为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肃赛风赛纪，

倡导文明健康参赛，严禁使用兴奋剂，各大组别可设置“体育道

德风尚奖”，具体评选办法按各组别竞赛规程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评选办法”执行。

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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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规程总则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珠海市体育总会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协办单位：珠海市委政法委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珠海市体育中心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珠海传媒集团

珠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

香洲区体育总会

金湾区体育总会

斗门区体育总会

支持单位：珠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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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珠海市各相关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其它

致力于全民健身的社会组织

二、活动日期

2021年3—12月

三、活动内容与形式

（一）项目设置

1.市级品牌项目。

“大桥杯”篮球公开赛、“容国团杯”乒乓球公开赛（香洲区

承办）、足球（11 人制）、羽毛球、游泳、网球、健身气功、广场

舞、百里爱心徒步、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展示大赛、龙舟赛

（斗门区承办）、业余公路自行车赛（金湾区承办）、OP 帆船、迎

新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珠港澳全民健身活动、与内地城市全民

健身交流项目、流动体验馆公益培训、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

试赛等。

2.区级品牌项目。

（包括：1.区品牌市区联办项目；2.区自有主办赛事:各区主

办的“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香洲区：广场舞、八人足球赛；斗门区：农民篮球、舞龙舞

狮、拔河；金湾区：踏青徒步、自行车集结赛、皮划艇挑战赛、

男子篮球赛、越野嘉年华、迷你马拉松、钓鱼、太极拳；横琴新

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草地掷球、中国象棋公开赛、外伶

仃岛健身健美大赛、东澳岛马拉松赛；高新区：羽毛球、趣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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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篮球、七人足球、国际象棋等。

3.社会品牌项目。

排球、太极拳、钓鱼、武术、啦啦操、自行车、风筝、体育

（国标）舞蹈、保龄球、跆拳道、中国象棋、围棋、国际象棋、

七人制足球、气排球、健身操（舞）、瑜伽、定向越野、拔河、高

尔夫、桥牌、轮滑、攀岩、登山、车辆模型、棒垒球、草地掷球、

沙滩排球、绿道半程马拉松、山海之约山地马拉松、高校网球、

家庭帆船赛、大桥杯篮球精英赛、青少年羽毛球、幼儿足球、冰

雪嘉年华、拳击、体育模特、匹克球、平衡车、舞龙舞狮、扑克、

魔方等，以及其它社会组织发起举办，经市体育总会体育专业委

员会评估认可的，有一定规模、群众喜爱的体育赛事活动项目，

采用成熟一个项目新设一个，建立开放的比赛项目增减体系和机

制。

4.联办项目。

包括对外交流体育项目和国家、省级体育赛事珠海联办项目。

（二）开、闭幕式

本届市民运动会的开幕式拟于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期间

举行，闭幕式时间将根据项目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四、参赛条件

（一）凡在珠海工作、生活、学习人士均可报名参加，个别

项目可根据往年参赛情况和项目特点，对参赛资格进行具体要求，

报名时按各项目竞赛规程要求执行。根据珠海、澳门体育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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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体育总会（联合会）合作协议，各社会体育组织可与对口澳

门体育组织联合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二）参赛选手必须具备参与项目的身体健康条件，详见各

单项规程。

（三）各项目的运动员分组、年龄和参赛人数等规定，按各

单项规程规定。

（四）在国家、省注册的现役运动员、教练员不得参加本人

从事的项目比赛。

五、参加办法

（一）市民公开组项目中 7 人制足球和篮球比赛只进行全市

总决赛，由各区（功能区）、市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选拔赛，

并按各单项规程要求的参赛队伍数量，统一报名。参赛经费由各

区体育行政部门和参赛单位负责。

（二）区级品牌项目比赛，主要以区内群众参加为主，其它

各区的体育爱好者也可跨区自愿按规程报名参加。

（三）社会品牌项目比赛，向全市开放，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含中央、省驻珠单位）、街道社区及个人符合条件者均可自行

按规程报名参赛，为加强与港澳地区的体育交流合作，部分项目

可邀请港澳地区人士参加。

（四）具体报名方式，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比赛规程将在

赛前进行发布，各单位和个人可根据具体要求进行报名。届时可

关注“珠海体育总会”官网或“珠海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微信公

http://www.zhtyzh.co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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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查阅。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并购买比赛（活动）期间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在报名时出具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部分

项目应按项目惯例签免责声明。

六、竞赛组织办法

（一）统一名称，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各

级比赛使用统一的名称即“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比赛，

区或镇街级比赛使用“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区（×

×）街道（镇）××比赛”的名称。如有冠名则在市民运动会后，

比赛和赛区名称前，即“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杯”

××比赛，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杯”区街道（镇）

××比赛”。

（二）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和本届市民运

动会的有关规定。各项目的具体竞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

行。

（三）本竞赛规程总则设定的竞赛项目以及各竞赛项目中的

设定小项，如报名参加该项目的单位（或个人）不足 3 个，则取

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裁判员及仲裁委员由大会统一选派。

七、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不设团体总分奖，各项目比赛原则上录取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并给予奖励，个人项目颁发证书，团

http://www.zhtyzh.com）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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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项目颁发奖杯，奥运项目、竞技类比赛前三名同时颁发金银铜

牌。

（二）为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肃赛风赛纪，

倡导文明健康参赛，严禁使用兴奋剂，本届市民运动会评选体育

道德风尚奖，按《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体育道

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具体办法各项目另定。

（三）为倡导公平竞争，激励优秀全民健身单位和个人，市

民运动会各项目优秀队伍或个人将获得外派代表珠海参加对外比

赛的资格。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项赛事于竞赛规程公布之日起开始报名，赛前十五天截

止报名。

2.市民公开组项目拟通过“珠海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公众号

或相关平台开发报名系统，届时可通过该平台报名。

3.报名时需提交身份证明材料。

（二）报到

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报到。

九、参赛经费

各参赛队（或个人）参赛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

十、宣传办法

（一）严格按照珠海市体育总会 2018 年下发的《关于体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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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对外宣传发布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做好意识形态把关，

并经过市体育总会的审核批准后方能对外发布。

（二）本届市民运动会通过珠海“两报两台”及“珠海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官微进行宣传报道工作。指定珠海广播电视台进

行全民健身公益广告宣传，各单项比赛承办单位应协助开展赛事

宣传广告、科学健身、健康教育知识和“全民禁毒”宣传。新闻

宣传合作单位联系方式：1、电视台-罗潇凡，电话：13825606385；

2、特区报-郭秀玉，电话：18023068298；3、珠海电台-庄蓥，电

话：13527222733；4、珠海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微信平台-兰鹏宇，

电话：13928077521。

（三）各赛事（活动）承办单位也应积极利用本协会公众号、

各类新媒体积极对赛事（活动）进行宣传推广，并开展科学健身、

健康生活方式和“全民禁毒”宣传。

十一、有关要求

请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及各项目承办单位，将市民运动会各级

比赛完成情况总结及比赛照片、秩序册、成绩等资料，于赛后一

周内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和市体育总会汇总。

十二、本竞赛规程总则的解释权属本届运动会组委会。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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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为激励和表彰各参赛队、运动员和裁判员在 2021 年珠海市民

健身运动会上团结拼搏，公平竞赛，公正执法，赛出水平，赛出

风格，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出一届体育竞技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的全民健身盛会。特制定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

会（公开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

一、 奖项的设定和评选范围

本届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3 个奖项。

参加本届运动会的各代表队、运动员、裁判员均可参加评选。

二、 评选条件

（一）代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代表队重视加强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遵守竞赛规程、规则

和赛区的各项规章制度，队风良好，赛风端正，注意赛场卫生，

没有发生严重的违纪和重大事故，有良好的体育道德精神风貌。

（二）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

在比赛中，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裁判，尊

重对手、尊重观众、胜不骄，败不馁，体现良好的体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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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

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时模范地做到严肃、

认真、公平、公正、准确，不循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

三、有下列行为的，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1.违背体育道德，弄假比赛；

2.运动员资格弄虚作假；

3.罢赛；

4.运动员使用兴奋剂；

5.拒绝领奖；

6.无故弃权；

7.攻击裁判员，干扰裁判员执裁；

8.不服从判罚，故意拖延比赛时间；

9.对观众有不礼貌行为；

10.不服从管理、扰乱赛场秩序；

11.打架斗殴或故意伤人；

12.故意损坏比赛器材；

13.向媒体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

14.其他被认定应当取消评选资格的行为；

四、评选名额和办法

（一）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以各单项竞赛委员会为单

位，原则上按 6:1 的比例评选。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分男、女

队评选。由各竞委会组织各参赛队领队和裁判组提名推荐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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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竞委会审定。

（二）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以参赛队为单位，原则上

按 10:1 的比例进行评选，不足 10 人的队，如确有表现突出，事

迹先进的，可提出申报。由各参赛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

定。

（三）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原

则上按 10:1 的比例进行评选，各参赛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

审定。

五、奖励

（一）获奖的运动队，由大会授予牌匾。

（二）获奖的运动员、裁判员，由大会授予荣誉证书。

六、评选活动注意事项

（一）各代表队、各项目竞赛委员会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将评选活动与平时的教育管理结合起来。评选工作重点放在

运动队的管理，促使各代表团的领导在抓好比赛的同时，重视抓

好运动队的精神文明建设。

（二）要加强对评选活动的领导，各项目竞委会要设立评选

工作机构，各项目竞赛委员会应有由专人负责评选工作。

（三）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要注意赛

场表现和平时表现相结合，运动技术水平和赛场作风相结合，有

利于代表团、运动队、运动员之间的团结，促进运动技术水平和

体育道德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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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单项竞委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结果，在本项

目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公布，并应及时将评选结果报组委会宣

传部，然后由宣传部汇总报大会组委会审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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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公开组）活动安排表

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时间 地点

1

市
级
品
牌
项
目

迎新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线上)
市体育总会 各体育社会组织 1-2 月 全市

2
“龙腾黄杨·悦美斗门”——龙

舟文化节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待定 5月 29日 斗门西堤公园

3
珠港澳全民健身活动、

内地城市全民健身交流项目
市体育总会 待定 6-12 月 待定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题词 69 周年全民健身主题

示范活动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

中共珠海市体育行业

委员会、市体育总会
6月 19日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

大舞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特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图片展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

中共珠海市体育行业

委员会、市体育总会

6月 22-7 月

15 日
待定

6
全民健身日暨 2021 年珠海市民

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
市体育总会 8月 8日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

大舞台

7 “大桥杯”篮球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待定

8 “容国团杯”乒乓球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
待定 市体校乒乓球馆

9 全民健身流动体验馆公益培训 市体育总会 各相关体育社会组织 8月10-29日 全市各体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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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时间 地点

10

市
级
品
牌
项
目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赛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市体育总会
待定 8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田径场

11 OP 帆船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8月28-29日 九洲港帆船赛事保障中心

12 游泳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9月18-19日 市体育中心游泳馆

13 网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6-17

日
待定

14
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展示

大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6-17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15 广场舞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7 日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大舞台

16
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

动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23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17 足球（11 人制）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12 月 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18 羽毛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23-24

日
市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19
第九届金湾航空新城杯公路自

行车公开赛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待定 11 月 21 日 金湾区航空新城

20 百里爱心徒步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28 日 情侣路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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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指导单位 主办（执行）单位 时间 地点

21

社

会

品

牌

项

目

第十七届登山健身环保行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凤凰山等

22 拔河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4日 市体育中心

23 冰雪运动嘉年华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15日
奥园广场四楼世纪星滑冰俱

乐部

24 家庭帆船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待定

25 高校网球邀请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15-16 日 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26 太极拳精英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22-23 日 市区站、西区站

27 传统龙狮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22-23 日
市体育中心东门广场-全民

健身大舞台

28 车辆模型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5月 29-30 日
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超级

跑道赛场

29 中国象棋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6月 5-6 日 待定

30 魔方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6月 5-6 日 华发商都

31 公园定向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6月 19日 待定

32 排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7月 1-4 日 市四中排球馆

33 桥牌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8-9 月 格莱利人车生活馆

34 平衡车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8月 8日 市体育中心西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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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指导单位 主办（执行）单位 时间 地点

35

社

会

品

牌

项

目

匹克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8月 8日 市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36 保龄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8月 20-22 日 扬名广场振天保龄球馆

37 慢投垒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9月 11-12 日 市体育运动学校田径场

38 速度轮滑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9月 25日 市体育中心西门健身广场

39 太极拳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9月 25日 台商活动中心三楼

40 健身操舞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9月 29-30 日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大舞台

41 沙滩排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月 15-17 日 美丽湾沙滩

42 钓鱼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7 日 前山河畔

43
第四届湾区大桥杯篮球精

英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月 16-23 日 待定

44 全民拳击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6 日 待定

45 瑜珈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17 日 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大舞台

46 高尔夫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待定

47 草地滚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23 日 横琴木香假日酒店

48 跆拳道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24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49 香山古驿道自行车骑行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24 日 体育中心东门-会同村

50 攀岩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30 日
市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蓝天攀岩馆



— 22 —

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指导单位 主办（执行）单位 时间 地点

51

社

会

品

牌

项

目

体育（国标）舞蹈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 月 30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52 扑克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月 30-31 日 横琴湾酒店

53 亲子风筝节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6 日 香炉湾沙滩

54 幼儿趣味足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0-11 月 全市各幼儿园

55 围棋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待定

56 七人制足球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12 月 大镜山社区体育公园

57 啦啦操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月 13-14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58 国际象棋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月 13 学校体育馆

59
山海之约·森林城市山地马

拉松（城市越野跑）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13 日 城市公园绿道

60 武术套路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20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61 绿道半程马拉松欢乐跑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20 日 野狸岛绿道

62 广播体操（工间操）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21 日 市体育中心

63 气排球比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月 25-26 日 美丽湾东侧沙滩

64 体育模特大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1 月 27-28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65 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 市体育总会 待定 12 月 4-5 日 鲲鹏羽毛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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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66

区

级

品

牌

项

目

香洲区广场舞大赛 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9月 柠溪文化广场 0756-2316391

67 香洲区八人足球赛 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1月 大镜山社区公园 0756-2316391

68
“追逐梦想·不负韶华”—

—篮球公开赛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0月 斗门体育公园 0756-2782876

69
“弘扬传统·追逐梦想”—

—舞龙、舞狮、武术邀请赛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1月 斗门体育公园 0756-2782876

70
“团结致胜·实力见证”—

—拔河争霸赛
斗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1月 斗门体育馆 0756-2782876

71
“绿水青山悦走金湾”踏青

徒步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3月 三灶镇 0756-7262798

72
“绿水青山悦骑金湾”自行

车集结赛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0月 各镇 0756-7262798

73 金湾“艇”好皮划艇挑战赛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5月 红旗镇 0756-7262798

74 金湾区男子篮球赛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5月—6月 红旗镇 0756-7262798

75 第四届金湾越野嘉年华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0月 航空展览馆 0756-726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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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76

区

级

品

牌

项

目

“绿水青山悦跑金湾”迷你

马拉松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12月 三灶镇 0756-7262798

77 金湾区太极拳汇演 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8月 平沙镇 0756-7262798

78 平沙镇第十届钓鱼大赛 平沙镇文化服务中心 10月 平沙镇 0756-7753301

79
横琴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琴澳杯”篮球比赛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10月 横琴新区 0756-8841501

80
横琴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琴澳杯”乒乓球比赛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10月 横琴新区 0756-8841501

81
横琴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琴澳杯”羽毛球比赛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11月 横琴新区 0756-8841501

82
横琴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

“琴澳杯”草地滚球比赛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11月 横琴新区 0756-8841501

83 “桂山杯”中国象棋公开赛 桂山镇人民政府 待定 桂山岛 0756-8851678

84 外伶仃岛健身健美大赛 担杆镇人民政府 10月 外伶仃岛 0756-8855081

85 东澳岛马拉松赛 万山镇人民政府 10月 东澳岛 0756-8856811

86 高新区羽毛球比赛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5月 远大美域羽毛球馆（暂定） 0756-33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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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各项目的具体比赛时间、比赛地点以赛前公布的单项竞赛规程为准，详情可关注“珠海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微信公众号和珠海市体育总会网站查阅（网址：www.zhtyzh.com）。

序

号

级

别
活动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87

区

级

品

牌

项

目

高新区市民体育节开幕式

暨趣味运动会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8月

高新区市民艺术中

心
0756-3319926

88 高新区男子篮球公开赛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10月
金鼎文化广场篮球

场
0756-3319926

89 高新区男子七人足球赛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11月
高新创九社区足球

场
0756-3319926

90 高新区国际象棋年度赛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11月
高新区市民艺术中

心
0756-3319926

http://www.zhty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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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残疾人组）活动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1 象棋、飞镖、冰壶 待定 待定 黄洁 2771869

2 定向越野 待定 待定 黄洁 2771869

3 亲子风筝 待定 待定 黄洁 2771869

4 康园趣味运动会 待定 待定 黄洁 2771869

备注：天气不佳或其它重大活动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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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职工组）活动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1 登山比赛 2 场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2 羽毛球比赛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3 工间操比赛 2场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4 篮球比赛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5 乒乓球比赛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6 拔河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7 围棋 待定 待定 汪雯 2227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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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老年人组）活动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报名咨询电话

1 门球赛 6 月 8 至 11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2 中国象棋 6月 19 日 市离退休干部中心六楼会议室
刘桂兰

13702760799

3 太极拳 6月 22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4 木兰拳 6月 25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5 健身秧歌 7月 13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舞蹈室
刘桂兰

13702760799

6 健身气功 7月 16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7 健身球操 7月 21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舞蹈室
刘桂兰

13702760799

8 乒乓球
7月 17、18、24、

25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乒乓球室

刘桂兰

13702760799

9 庆八一门球赛 7月 31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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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播体操 8月 8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11 篮球投篮比赛 8月 20 日 市原动力篮球馆
刘桂兰

13702760799

12 气排球 8 月 28、29 日 市第三中学羽毛球馆
刘桂兰

13702760799

13 广场舞 9月 8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刘桂兰

13702760799

14
市离退休干部兵乓

球赛
9月 20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二号楼

2楼乒乓球室

刘桂兰

13702760799

15 重阳节文体展演 10月 13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16 健身持杖操 10月 20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17 珠中江交流赛 10月 28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刘桂兰

13702760799

18 桥牌 11 月 13、14 日 格莱利车人生活大厦会议厅
刘桂兰

13702760799

19 柔力球 11 月 16 日 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门球场
刘桂兰

13702760799

20 健身展示大赛 12月 8 日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刘桂兰

1370276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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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少年儿童组）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电话

1 篮球 5 月-6 月 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 刘君 2638620

2 游泳 5 月-6 月 待定 刘君 2638620

3 羽毛球 5 月-6 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市

二中
刘君 2638620

4 乒乓球 5 月-6 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君 2638620

5 足球 5 月-6 月 市体育中心 刘君 2638620

6 田径 5 月-6 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君 2638620

7 跆拳道 5 月-6 月 待定 刘君 2638620

8 武术 5 月-6 月 市体育中心 刘君 2638620

9 网球 5 月-6 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君 2638620

10 棒垒球 5 月-6 月 市体育运动学校 刘君 2638620

11 花样滑冰 5 月-6 月 待定 刘君 2638620

12 定向越野 5月 待定 刘君 2638620

13 健美操啦啦操 10月 市体育中心 刘君 2638620

14 跳绳 10月 市体育中心 刘君 2638620

15 排球 11月 市四中 刘君 2638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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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学生组）活动安排表

备注：各项目的具体比赛时间、比赛地点以赛前公布的单项竞赛规程为准。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1 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10-11 月
珠海市一职校（心华校
区）、珠海市文园中学 林老师 2124800

2 中、小学生定向锦标赛 5 月下旬 待定 林老师 2124800

3 中、小学生武术锦标赛 6 月下旬 待定 林老师 2124800

4 中学生游泳锦标赛 5-6 月 待定 林老师 2124800

5 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11月中下旬 珠海市第二中学 林老师 2124800

6 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11月中旬 北师大（珠海）附中 林老师 2124800

7 中、小学生健美操啦啦操锦标赛 10月 待定 林老师 2124800

8 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10—11 月 待定 林老师 2124800

9 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11月下旬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 林老师 2124800

10 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 11月 珠海市九洲中学 林老师 2124800

11 中、小学生排球锦标赛 11月上旬 珠海市第四中学排球馆 林老师 21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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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海市民健身运动会（大学生及外来务工人员）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1 珠澳高校青年运动会 9-12 月（待定） 市体育中心 余颖欣 2682360

2 在珠务工青年三人篮球赛 5-8 月（待定）
高校、企业、社
区公园篮球场

余颖欣 2682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