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 
网球比赛的通知 

 

各高校、区教育局、机关直属单位、中职联工会： 

 

根据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总规程，按照各项目比赛时间

安排，现将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网球比赛的规程下发给你们

（具体请见附件），请按照执行。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1.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2.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参赛单位分组 

 

 

 

 

  



附件 1 

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网球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网球协会   

上海教工网球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工会   

二、比赛时间、地点 

比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13 日、14 日（周六、周日） 

比赛地点：奉贤体育中心网球馆（奉贤区古华路 100 号） 

*比赛风雨无阻 

三、参赛单位及组团办法 

1.各高等院校由校工会组成代表团；普教由各区教育工会和

中职联工会分别组成代表团；两委机关、机关直属单位由单位工

会组成代表团。 

2.参赛单位分组 

（1）高校 A 组：教职工人数超过 800 人的高校。 

（2）高校 B 组：教职工人数少于 800 人的高校。 

（3）普教组：区教育局、中职联。 

（4）机关直属组：两委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 

3.参赛单位自由组队，每单位限报一支队伍。高校 A 组和普

教组每支参赛队需报 6 至 10 名运动员，高校 B组和机关直属组

每支参赛队伍需报 4至 7名运动员；参赛队员的年龄不作特别规



定，但必须在职在岗。每队设领队、教练员各 1 名（可兼任），

（注：领队及教练不得兼任运动员） 

4.具体参赛单位分组请参见附件 2。 

四、参赛项目： 

1.高校 A 组和普教组：男双、混双、男双三场团体对抗赛，

男、女队员均不可兼项。 

2.高校 B 组和直属组：男单、女单、男双三场团体对抗赛，

男、女队员均不可兼项。 

五、运动员参赛资格 

1.各参赛单位在职在岗（以该项比赛报名截止期为准）身体

健康的教职工且为工会会员，适宜参加网球比赛的，均可报名参

赛。 

2.各代表团必须诚信参赛，对参赛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严格把

关。一经发现弄虚作假者，除取消该运动员本项目及其他项目的

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外，同时取消该单位的优秀组织奖或体育道

德风尚奖相关的集体奖项以及评选资格。 

六、竞赛办法规则 

1.各组别比赛预赛阶段采用小组循环赛，决赛阶段采用交叉

淘汰赛。 

2.竞赛规则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3.比赛各阶段采用一盘决胜制，小组赛采用 4局无占先计分

法，局数 4:4 时抢七决胜制；淘汰赛采用 6局无占先计分法，局

数 6:6 时抢七决胜制。 

4.预赛阶段需打满三场，决出小组名次；决赛阶段三场两胜

晋级下一轮。 

5.平分时接发球方有权选择接发位置（混双比赛男发男接、



女发女接）。  

6.比赛使用球由竞赛组委会提供，品牌待定。 

七、报名办法 

1.报名流程：各代表团领队可在即日起登录上海市教育工会

宣教文体工作信息管理平台（happy.shsjygh.org.cn）中“九运

会报名”→“九运会网球比赛”下载报名表模板，严格按照报名

表模板要求填写运动员参赛信息并提交该信息平台。报名截止日

为 10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2.所有运动员须准备一张电子档 2 寸近期免冠彩色正面照

片（照片要求为胸部至头顶），并将照片命名为运动员本人的全

名，并在参赛信息上传成功后，统一将照片上传至上海市教育工

会宣教文体工作信息管理平台，经审查符合参赛条件者由大会统

一发给《参赛证》，持证参赛。 

3.运动员参赛时必须携带参赛证、身份证原件以备抽查。若

抽查不合格或者未携带以上证件原件，未参赛者不得参赛，已参

赛者取消比赛成绩。 

4.所有参赛运动员报名后原则上不得替换，若因身体原因需

要替换运动员需提供三甲医院（或同级别医院）证明文件，若因

工作原因需要替换运动员需提供所属单位工会盖章证明文件。 

5.请各参赛单位遵守承办单位有关疫情防控管理的相关规

定（具体要求比赛前另行通知），并必须为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

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八、领队会议 

1.时间：2021 年 10 月 29 日。 

2.领队会议：本次领队会议以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召开。请

各单位领队扫下方二维码进群（每个单位仅限一人）。届时腾讯



会议相关信息会在领队群中发布，敬请关注。  

 

九、赛事安全 

1.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安全责任，文明有序竞赛。 

2.按照最新防控工作要求，做好自身健康管理。 

3.原则上，仅允许填写报名表的人员进入赛区。 

4.各单位必须为参赛人员购买比赛保险。 

十、计分奖励办法 

1.本届比赛按高校 A 组、高校 B 组、普教组和直属组各取

前八名计分，依次为 36、28、24、20、16、12、8、4 计入第九

届教工运动会团体总分。 

2.各组别参赛运动队少于 10 队时，按参赛队数减一取名次

并计分。 

3.比赛前三名授予奖杯、奖状及奖牌，第四至八名授予奖状。 

十一、相关注意事项 

1.比赛装备。凡参赛运动员应穿着符合网球比赛要求的服装

和鞋上场比赛，请各队自行准备。 

2.赛风赛纪。如比赛中出现严重违纪问题，如消极比赛、罢

赛、打架、指责或攻击裁判员等，将参照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执

行追加处罚，并通报所在单位。 



3.如遇特殊情况，组委会有权对竞赛办法及赛程进行调整。 

十二、裁判员安排 

裁判员由上海市网球协会选派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的裁判，

公正公平执裁。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和修改权属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组

委会。 

十四、竞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网球协会 

地址：上海黄浦区肇嘉浜路 128 号 

联系人：薛磊 

联系电话：15502196556 

 

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网球竞赛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 2 

上海市第九届教工运动会参赛单位分组 

一、高校 A 组: 28 家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交大医学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上海开放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二、高校 B 组：30 家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商学院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上师大天华学院                上海立达学院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上外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上海民远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兴伟学院    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三、普教组（区教育局）：17 个 

黄浦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浦东新区       闵行区        嘉定区       松江区 

青浦区         金山区        奉贤区       崇明区 

中职校联合队 

四、直属组(机关直属单位)：21 个 

上海市教卫机关工会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上海市教育报刊总社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上海市电化教育馆 

上海市教育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上海市教委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     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 

上海市教委信息中心             上海市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上海市教委财务与资产管理中心   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 

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上海老年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