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 

项目选拔赛补充通知 

 

一、 竞赛时间与地点 

1． 竞赛时间：2022年8月7日-8日 

2． 竞赛地点：吉林市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 

二、 报名与报到 

(一) 报名 

请各参赛院校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前提交报名信息（见

附件 1）并发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陈斯琪 15776352857 

联系邮箱：chensiqi2436@163.com 

(二) 报到 

1． 现场报到时，出示参赛队员的学生证、身份证、保

险单原件、报名表原件、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2）、自愿参

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3）、48小时内阴性核酸证明。 

2． 报到时间：各参赛队请于2022年8月6日14：00前报

到。 

3． 报到地点：吉林市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吉林省吉

林市船营区北山风景区） 

4． 报到联系人：陈斯琪15776352857 

三、 经费 



 

 

1． 交通费：各参赛队往返交通费用自理。住宿酒店往

返比赛场地交通费由承办单位承担。 

2． 食宿费：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全体参赛队伍须入住

组委会指定酒店，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由指定酒店提供服

务并收取费用，食宿费：240元/人/天，不足部分由组委会补

贴。 

四、 疫情防控要求 

1． 各参赛队须严格遵守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及赛会疫情防控方案（见附件4）有关要求，确

保比赛安全，确保师生健康。 

2． 各参赛队须填写《疫情防控承诺书》《自愿参赛责

任及风险告知书》。 

3． 各参赛队须自觉遵守赛区闭环管理的规定，比赛期

间，所有参赛队伍将以集中封闭的方式进行管理，只在固定

场地、酒店活动，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擅自离开上述场所。 

4． 如出现在非指定区域活动、擅自外出、接待访友等

现象，取消当事人及参赛队伍的比赛资格。 

5． 各参赛队须抵达报到地点后第一时间整队进行核酸

检测，未出检测结果前所有人员在房间等候，不得私自外出。 

6．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允许参加本次赛事，低风险地

区健康码为黄码、灰码，14天内所在地、州、市发生阳性确

诊病例的人员，出发前需开展“三天两检”核酸检测（末次检

测需符合抵吉48小时核酸检测要求）。 



 

 

五、 赛会联系人 

1．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联系人：安巍 

联系电话：010-66093731、18611837899 

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雪上运动分会联系人：陈斯琪 

    联系电话：15776352857 

六、 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越野滑雪项目选拔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校职务 参赛职务 手机号码 

1 张三 1967/02/28 男  领队 139…… 

2     教练  

3     队医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务 参赛项目 就读专业 入学时间及学籍 

1 李四 1998/05/02 男 运动员 短距离 中文 2018 年（大二） 

2        

3        

4        

5        

6        

7        

8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学校公章 



 

 

附件 2： 

疫情防控承诺书 

 

参赛队伍名称：                

承诺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以下情况真实可靠： 

1.本人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没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及

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2.本人从本日起之前 14 天之内，没有接触过来自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或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病症的患者。 

3.本人经常活动的区域没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4.本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没有接触史。 

5.本人所提供的每日自我健康检测结果真实可靠，从本日起

之前 14 天之内，未出现发热（≥37.3℃）、乏力、干咳、鼻塞、流

涕或腹泻等不适。 

如提供虚假信息，由本人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填写时间：2022 年  月  日 

 

 

 

 



 

 

附件 3：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一、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     年                 赛比

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

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

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四、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

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

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

形式的赔偿。 

六、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

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

负担。 

七、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

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八、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

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项目：            

(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运动员姓名：              

运动队领队签名：                           

参赛单位（盖章）:                          2022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 1份，先由运动员本人及其监护人签字，然后由

领队签字，加盖学校公章，最后将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告知书》装订成册，并在领队、教练

员会议时交给组委会。 



 

 

附件 4：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项目 

选拔赛疫情防控方案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一系列

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神，保证第 31 届世界大

学生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项目选拔赛顺利举行，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把生命安全和健康放

在首位，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防输入、防扩散、防输

出”，做到“排查管控、物资保障、宣传引导、群防群治”四

个到位。根据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直属机关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参考《关于印发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疫情

防控实际情况，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具体部署和省、

市及学院有关要求，认真做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越野滑雪项目选拔赛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 

二、全力做好比赛环节疫情防控 



 

 

活动期间，严格按照国家及吉林市有关防疫要求，按赛

事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吉林市船营区卫生健康局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执行，组织好赛事工作和突发异常情况的处置工作。 

三、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比赛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组织领导，负责统一领导、

组织、协调部署比赛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成立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越野滑雪项目选拔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宇峰 

成  员：曲跃年、丛鹏、高杨、薛嘉春、李悦、才冬冬、

张跃、刘金凤、陈斯琪及比赛工作相关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疫情监测处置组、消毒消杀组、医疗保障

组。 

（一）疫情监测处置组 

组  长:高杨 

成  员:竞赛商务部相关工作人员 

职  责:组织开展体温监测及健康码的查验，提出防控要

求及措施。 

（二）消杀消毒组 

组  长:李悦 

成  员:竞赛商务部相关工作人员 

职  责:指导对交通工具、活动现场开展消杀消毒等卫生

学处理。指导对活动场所公共区域、公共设施和用具的消毒

处理。 



 

 

（三）医疗保障组 

组  长：才冬冬 

成  员：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 

职  责：组织开展疫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做好医疗

保障救治工作。 

四、疫情防控要求 

（一）境外来（返）吉人员、省外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一律不允许参加本次赛事。 

（二）其他地区来（返）吉人员疫情防控措施。省外其

他低风险地区来（返）吉人员及健康码为黄码、灰码，14 天

内所在地、州、市发生阳性确诊病例的来吉人员，出发前需

开展“三天两检”核酸检测（末次检测需符合抵吉 48 小时核

酸检测要求）。持 1 次阴性证明来（返）吉人员，应在抵吉后

即刻完成 1 次核酸检测，在行程码、健康码均为绿码、测温

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可有序流动。 

（三）本次比赛全程按照闭环管控，所有参赛人员及工

作人员抵吉后，不允许外出和访客。 

（四）赛事闭环期间，组委会将安排 2 次核酸检测，同

时根据需要配备抗原检测试剂盒。 

五、疫情防控措施 

在贯彻落实吉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有关

要求下，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贯彻落实有关疫情防控的决策部

署，落实疫情防控具体措施与医疗保障。对参加活动的师生、

工作人员及全国各地来我校参加比赛的相关人员主动申报



 

 

情况进行重点核查和风险研判，负责做好场地、驻地等重点

场所的消毒、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负责统筹对出现发热、

咳嗽等异常人员的转运等工作。 

1.比赛前 14 天告知所有参赛相关人员，活动前 14 天采

取自查自报的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每日对体温及乏力、咳嗽、

腹泻、呕吐、嗅觉或味减退等症状进行监测，填写“疫情防

控承诺书”。如有出现体温高于 37.3℃、咳嗽等疑似传染病症

状，应立即报告“疫情防控组”，未排除新冠肺炎或其他传染

病前，停止参加本次比赛。 

2.医疗保障组在比赛报到日负责收集所有参加活动的人

员的“疫情防控承诺书”，统一交组委会归档备查。提示参赛

人员，在参加比赛期间做好疫情防控安全防护。 

3.医疗保障组在比赛期间，在酒店和比赛场地入口处安

排专人对进入赛区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员，进行吉祥码、行程

码以及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监测健康状况，督

促佩戴口罩，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发现异常情况时，立

即上报疫情防控组，将相关人员送至定点医疗机构，或联系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或疾控中心，按相关规定进行规范处置。 

4.消杀消毒组组织开展比赛活动现场的消毒工作，对电

梯、楼梯、扶手、门把手等位置，比赛前后均需用 75%酒精

擦拭消毒；对桌椅、过道、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场所，用

500mg/L-1000mg/L 含氯消毒剂进行清洁消毒。参赛人员佩戴

口罩，统一到食堂就餐，保持安全距离。酒店和比赛场地入

口及卫生间放置“免洗洗手液（75%酒精）”；比赛场地的公



 

 

共区域有窗户的要保持开窗通风；摆放专门垃圾箱收集废弃

口罩，比赛结束后按医疗废弃物进行规范处置。 

5.酒店和比赛场地设置有独立隔离通道的临时隔离室，

用于可疑人员临时隔离观察。所有参加比赛的人员在活动期

间出现发热（体温高于 37.3℃）、干咳、乏力、鼻塞、流涕、

咽痛、腹泻等疑似传染病症状，安排专人通过独立的隔离通

道，将疑似人员引导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处置，必要时安排专

车送定点医院明确诊断和治疗。 

六、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根据实际情况，全体参会运动队及相关人员须全面配合

吉林市船营区卫生健康局，按属地突发疫情应急有关要求严

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