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举办大学生”CUBA”江苏省预赛的通知

各参赛学校：
根据教育部大体协第 19 届“CUBA”全国大学生篮球联
赛总规程要求，江苏省大学生“CUBA”预赛定于 2017.01.13~19 举
行，由南京财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共同承办。比赛规程与参赛队
及运动员资格按第十九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竞赛规程执
行。
1、 比赛报到时间为 2017.01.13 日。
2、南京以外的参赛高校报到地点：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仙林培
训楼（南京市栖霞区文澜 28 号）。
3、各参赛队于 12 月 20 日前报名，各参赛运动队的运动员报
名表为 12 月 26 日前报送篮球分会或承办学校。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望各支参赛队伍认真做好参赛准备工
作并及时在教育部中国学生体育竞赛管理系统进行学校运动员注册
（总规程中有注册说明）。

特此通知！
联系人：尹树来: 13815865333，分会办：025-85866360
房

辉：13951914182， 梅茂荣：13952098998

江苏省学生体协大学生篮球分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附 1：第十九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规程
附 2：第十九届“CUBA”篮球联赛（江苏预赛）相关竞赛规定
附 3：第十九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名表

附件 1：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协办单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
三、承办单位：承办各阶段比赛的高等院校
四、独家商务运营合作伙伴：非凡中国体育控股有限公司
五、赞助合作伙伴：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六、分区及参赛单位：
东南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
西南区：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西藏、澳门；
西北区：山西、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
东北区：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香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所在的高等院校以校为单位组织男女队参赛。
七、比赛日期、地点：（ 每年 9 月至翌年 6 月）
（一）基层赛：
每年 9 月－12 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所在地各高校，以学校为单位
组队参加比赛，具体时间、地点及比赛办法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教
育厅（教委）体卫处、大学生体育协会确定。
（二）分区赛：（省略）
.九、参加比赛办法：
（一）基层赛：
以校为单位组队（男、女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分别举行基层赛，
产生男、女冠军队，分别代表各地区参加 CUBA 联赛分区赛。
（二）分区赛：
1、参赛球队每队可报运动员 15 人，领队 1 人，主教练 1 人，助理教练 1 人、队医或
工作人员 1 人。全队抵达赛区不得超过 16 人（运动员 12 人，不足 8 人不得参赛）。
2、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参加分区赛，必须是经过预赛并取得冠军
的男、女队，方有权报名参赛；
（1）每一分区参赛队总数为：男队 16 支，女队 10-12 支。
（2）各分区报名空额和增加的参赛名额统称为机动名额。机动名额的递补原则按照优
先次序，依次为：第一，承办院校；第二，基层预赛参赛队伍多、规模大、竞技水平高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第三，在近三届 CUBA 联赛中成绩突出的高校代表队所
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由 CUBA 联赛组委会根据以上原则确认获得递补和
机动名额的院校参赛。
（3）参赛队员须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进行注册方可参赛。
3、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学生证，以备大会验证。
（三）二十四强赛和四强赛：
四个分区赛男、女组各取前 6 名，男、女各 24 支球队定为 CUBA 联赛二十四强。男、
女二十四强分 A 组、B 组、C 组、D 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各小组第一名定为 CUBA 联赛四
强。
十、运动员参赛条件规定：
（一）基本条件：
1．凡报名参加 CUBA 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
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审核录取后进入
普通高等院校（含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并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
研究生。
2．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并经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
参加 CUBA 联赛。
3．运动员参赛年龄不得大于 25 周岁（按 1 月 1 日界定）；运动员入所代表参赛的大
学时年龄不大于 20 周岁。
4．每个运动员可参加 CUBA 联赛 5 届，以运动员第一次报名参赛（第 N 届）开始计算
至第（N+4）届为止，不能参加第（N+5）届及以后的联赛。报名参赛以当届基层预选赛报
名表为准。
5．凡属进修班、干训班（干修班）、培训班、专修班、代培班和电视大学、函授大学、
远程教育、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等所有属于成人高等院校的
学生均不得参加比赛。
6、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者；或虽经正规
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的在编运
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注册的，以及曾参加全国青年联赛、俱乐
部青年联赛、WCBA 联赛、NBL 联赛、CBA 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
7、参加 CUBA 联赛满一届后，如能入选国家青年队、国奥队、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
世界比赛的运动员，经事先上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批准同意后，可报名参加 CUBA 联赛，
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凡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参加全国运动会和全国青年运动会的运
动员，其身份及资格均符合（一）中 7 条规定，并且事前必须上报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批
准同意后，方可报名参加 CUBA 联赛，否则不得参加 CUBA 联赛。
（三）凡属教育部确定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可组队参加比赛，但所有队员的身份
及资格必须符合（一）中 7 条规定，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十一、报名参赛规定及报名日期：

1．参加分区赛报名日期：2017 年 1 月 25 日报名截止（以邮戳日期为准），逾期不予
补报。报名后，队员名单和资料内容不得更改。
2．参赛运动员在网上注册终审通过后方可进行网上报名（详见《中国学生体育竞赛管
理系统》首页“用户须知”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3. 比赛将实行网络一次报名：各参赛单位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前将已审核通过的网络
报名表下载、打印，由主管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及参赛队员的招生录取大表一起
以快递至：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办公室
4. 参赛学校公布后，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官网（www.cuba.edu.cn）主页
第十九届 CUBA 篮球联赛报名入口，寻找学校名字，获取本校密码，按照系统要求提供参赛
人员详细资料。
5．凡参加 CUBA 联赛的球队，必须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途
中）。各队报到时需向组委会上交保险单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的球队，不得参加比赛。
6. 注册工作：
①、自分区赛开始，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以运动员所在学校为单位在《中国学生体育
竞赛管理系统》（www.nssc.org.cn）中进行网上注册和报名。
②、参赛学校的学校管理员需登录《中国学生体育竞赛管理系统》（www.nssc.org.cn）
进行运动员和教练员网上注册和报名。参赛运动员在完成网上注册成功后进行网上报名
（详见《中国学生体育竞赛管理系统》首页的“系统使用者必看”和“IE 浏览器调整”中
的先关规定。
③、注册时，需按要求填写教练员信息、运动员信息、上传参赛运动员本人的学生证
（电子版）、第二代身份证件（电子版）、近期免冠一寸照片及队伍的全家福照片（照片
需根据网站要求调整尺寸大小）等有关材料。注册联工作系人：孙变丽、李阳，联系电话：
010-66093753、66093749（周一至周五 9:30—16:00）。
十二、竞赛办法：
（一）基层赛：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基层赛组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制
定赛制和赛程并组织竞赛,将男、女各组的比赛成绩和名次，报送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确认。
（二）分区赛：分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赛区进行。各赛区男队 16 支，女队
10-12 支。
1、比赛方法与分组：
（1）男子：分为 A、B、C、D 四个小组，上届第一至第四名分列 A、B、C、D 四个小组的
一号位；其余参赛队伍采取抽签方法确定分组位置。第二阶段由竞赛监督委员会抽签决定，
采用排列定位图（一）或排列定位图（二）进行淘汰赛，决出第 1－12 名。
（2）女子：根椐上一届比赛名次和成绩采用蛇形编排的方式，分 A、B 二个小组。第一阶
段采用分组循环赛排列小组名次，第二阶段各组取前四名进行淘汰赛，按照分区赛女子第
1－8 名决赛排列定位图，决出第 1－8 名。

2、名次排列方法：

（1） 每队胜一场得 2 分，负一场得 1 分，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最后按各队比赛
积分多少决定小组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遇两个队积分相同，按两个队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决定，胜者名次列前。
（3）如遇三个队（或三个以上的队）积分相等，其排名顺序依次为：
①同积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
②同积分球队之间的净胜分
③同积分球队之间的总得分
④同积分球队组内的净胜分
⑤同积分球队组内的总得分
⑥都决定不了，最后采用抽签的方案
3、分区赛全部结束后，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组织二十四强赛的抽签仪式。
（三）二十四强赛和四强赛（省略）
（四）竞赛规则及特殊规定：
1、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2016 篮球规则》；
2、采用 4×10 分钟的比赛方式,其中第 1、2 节和第 3、4 节中间休息 2 分钟,第 2、3
节中间休息 10 分钟；
3、暂停规定：
（1）每队在第 4 节和每一决胜期最后 2 分钟各增加 1 次 30 秒短暂停；
（2）中篮后（含最后一次罚篮和仅有的一次罚球罚中后）和第 4 节并决胜期最后 2 分
钟内拥有掷球入界球权的球队请求暂停后（前场端线发球除外），均在记录台对侧前场罚
球线延长线和中线之间掷界外球恢复比赛；
4、凡在比赛中采用伸腿、勾脚等危险伤害动作或出现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直接判
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并取消该球员下一场比赛的参赛资格；
5、比赛用球：采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审定的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提供
的7号比赛用球。
十三、报到日期、联席会议及参赛证：
（一）报到日期：
1．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于比赛前两天报到。
2．竞赛监督、裁判长（副裁判长）于比赛前三天报到。
3．裁判员于比赛前两天报到。
（二）赛前联席会议：分区赛和二十四强赛（四强赛），比赛前一天下午 4 点召开赛
前联席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有关人员、承办单位有关人员、各队领队、教练员、队长、
竞赛监督主任、裁判长等参加。

（三）参赛证：凡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在参加 CUBA 联赛期间必须佩戴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统一制作的参赛证。
十四、资格审查：
（一）为体现 CUBA 联赛的育人宗旨，请各校对本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
认真的审查，按照本规程有关规定，严格把关，杜绝违犯运动员资格的规定、弄虚作假、
冒名顶替等不良行为。各队领队、教练要对运动员资格确实负责。
（二）为了 CUBA 联赛工作的顺利进行，竞赛监督委员会负责 CUBA 参赛运动员的资格
审查工作。
（三）各单位在报名时必须按规定报寄《运动员资格审查表》。凡在赛前未完成资格
审查的运动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
（四）凡对参赛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并提出申诉者，需向竞赛监督委员会提交
《申诉报告书》，同时需交纳申诉费 1000 元。若申诉成功，申诉费将原数退还。
（五）竞赛监督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采取不同形式，对参赛运动员的
比赛资格进行认真核查（参赛队员随身携带学生证、身份证），对违犯资格规定的参赛队、
运动员及所在院校将给予处罚。（详见第十五条）
十五、各类违纪违规的处罚：
（一）资格问题的处罚：
1．赛前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证据确凿，立即取消当事人的参赛资格，不得更换，
全队少于 8 人时，按规则规定不得参赛。
2．若在比赛中发现运动员资格有问题，经调查、取证、核实后，视确认、核实的时间
及对联赛造成的影响大小，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⑴ 在比赛开始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立即取消该队的参赛资格和所有比赛成
绩，并处罚该队停止参加本届和下一届 CUBA 联赛。
⑵ 在联赛结束后，若查出运动员资格不符，则取消该队的所有比赛成绩和名次，追回
奖品、纪念品，并通报全国，处罚该队停止参加下两届 CUBA 联赛。
3．凡在比赛中被认定违反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的参赛队，均没收抵押保证金。
（二）赛风赛纪问题的处罚及特殊规定：
为了维护比赛的正常秩序和严肃赛风赛纪，凡在比赛中出现赛风赛纪问题的参赛队按
以下规定处罚：
1．各参赛队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大声喊叫，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经裁判警告无
效时，判罚该队教练员技术犯规一次。
2．教练员临场指挥时不得辱骂裁判员，不得辱骂队员，经警告无效时，判教练员技
术犯规。若重犯，则立即取消该教练员该场比赛的临场指挥资格。
3．凡在比赛场内、场外打架或动手打人的运动员、教练员将被给予严厉的处罚，即
取消当场及之后（本届联赛）比赛资格及临场的指挥资格，并取消该运动员或教练员下一
届 CUBA 联赛的参赛资格。

4．凡在比赛中闹事、罢赛及经认定打假球的队一律处以通报批评并取消该队或队员
下一届 CUBA 联赛的参赛资格，同时没收该队抵押保证金。
（三）连续违纪违规的处罚：
若一个队连续出现“队员资格”违反规定或违纪受处分屡教不止，将根据情况对该队
的领队和教练员予以停赛 1—2 届的处罚。
（四）处罚停赛队复议的程序：
1．凡在联赛中被处罚的队或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其处分被解除前，必须提前半年
向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提出正式书面复议申请。
2．联赛竞赛监督委员会根据该队承认错误和改正措施的具体表现，报告和提交联赛组
委会讨论。
3．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依据竞赛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及该队的复议申请，决定是否
恢复该队参赛资格或酌减处罚。
十六、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分区赛男、女前 6 名，荣获 CUBA 二十四强称号；二十四强赛男、女子组前 4 名，
荣获 CUBA 四强称号；男、女四强赛第一名，荣获 CUBA 总冠军称号。
（二）CUBA 联赛将继续认真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突出育人的宗旨，教
育的特色，充分体现“团结、奋进、文明、育人”的精神，努力提高运动员的全面素质，
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体育人才。
1．各赛区进行参赛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具
体办法见附件三)。
2．对进入二十四强赛的参赛队进行分区赛和二十四强赛(四强赛)的合评。
十七、竞赛监督委员会：
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领导下，竞赛监督委员会全权负责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
对运动队的赛纪赛风、技术代表、临场裁判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等。竞赛监督委员会主
任及委员人选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聘任。
十八、临场裁判工作：
裁判长、副裁判长和裁判员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选派。
十九、经费：
（一） 分区赛、二十四强赛参赛队往返交通费自理。
（二） 联赛组委会承担四强赛各参赛队交通费用。
（三）参赛队在分区赛、二十四强赛和四强赛每人每天交纳食宿费 200 元。
（四）裁判员和竞赛监督以及组委会成员的往返交通费、食宿费由组委会负责。
二十、参赛队抵押保证金：
为加强对参赛队的管理力度，保证 CUBA 联赛顺利进行，各参赛队在比赛期间须交纳
“抵押保证金”。具体规定如下：

1．凡参加分区赛的队伍，报到时一次性向大会交纳“抵押保证金”人民币 3000 元。
2．各队交纳的抵押保证金，用于对该队及所属人员在比赛期间违反赛会纪律和社会治
安管理条例，损坏公共财物、设施，打架斗殴，打假球，罢赛，以及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
等问题的经济赔偿和处罚。
3．联赛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参赛队（员）在 CUBA 联赛期间的行为及参赛资格进行监
督检查。对于在比赛期间未发生上述第 2 条所列问题的参赛队，交纳的保证金将在比赛结
束后如数退还。
二十一、申办 CUBA 联赛的办法：
凡申办 CUBA 联赛各阶段比赛的学校须向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提交正式书面报告，提出
申办理由和条件，经联赛组委会研究和考察后确定并公布。
二十二、本规程未尽事宜，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负责补充、修订和解释。

关于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参赛资格的补充规定
各有关学校：
第 18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将按计划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各承办院
校举行。现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就原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简称 CUBS）参赛学校
参加 CUBA 联赛的资格做补充规定说明如下：
一、本规定适用范围：
仅适用原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参赛学校球队中、2013 年 9 月前入学、曾在中
国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注册、入学前（后）取消注册关系并在籍在校的学生；
二、资格限定：
1、该类学生参赛年龄不大于 25 周岁（按 1 月 1 日界定）；运动员入所代表参赛的大
学时年龄不大于 22 周岁(按 1 月 1 日界定)；
2、已参加 CUBS 联赛 3 届或不足 3 届的该类学生只能参加至第 18、19 届 CUBA 联赛；
已参加 CUBS 联赛满 4 届的该类学生只能参加至第 18 届 CUBA 联赛；已参加 CUBS 联赛满 5
届的该类学生不能参加 CUBA 联赛。
三、特殊规定：
该类学生在联赛（自基层赛开始）每场比赛中采用 4 节 5 人次的规定参加竞赛活动，
且第四节比赛规定为 1 人次、场上最多人数不得大于 2 人；
四、处罚规定：对于此范围内的参赛学校若违反补充规定各项条款参赛，一经查实将
取消其享有该补充规定的权益并按《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的相关条例予以追
加处罚；
五、此项补充规定自第 18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开始执行；
六、本补充规定至第 19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竞赛工作全部结束后自动废止。

附件 2：

第十九届“CUBA”篮球联赛（江苏预赛）相关竞赛规定

一、参加单位：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体育学院
二、比赛日期、地点：2016 年 1 月 13 日一 1 月 19 日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仙林校区体育馆
三、参赛办法与规定：
(一)凡参加第 19 届 CUBA(江苏省预赛)比赛运动员资格需按照 2016 年第 19 届
“CUBA”总规程规定资格要求报名。（附第 19 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竞
赛规程与参赛资格及补充规定）
（二）参赛运动队需提供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比赛。
（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运动员 16 人(赛前确认 12 人)。
（四）各代表队在赛前 20 天，必须将《运动员参赛报名表》（见附表）和电子
版，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加盖公章）复印件，寄送南京邮电
大学体育部邮箱：ysl@njupt.edu.cn ，

联系人:尹树来，13815865333.

（五）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日期报名，逾期不予受理。一经报名，一律不
得更改和补充。
（六）报到时间、地点：
1、时间：比赛仲裁委员、裁判长、裁判员于 1 月 12 日上午，代表队全天
至南京财经大学体育部(仙林校区)报到。
2、运动员报到时，须交验本人学生证、注册卡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否则
不允许参加比赛。

3、经费：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大会交纳参赛费人民币 2000 元，每个参赛
队参赛时缴纳聘请裁判费 1000 元，不足部分由承办学校负责。食宿费自理。
4、关于办理保险规定：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由参赛单位在其当地保
险公司办理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报到时须交验保险单据，否则运动
员不得参加比赛。
四、竞赛办法：
（一）竞赛办法：报名参赛队数 7 队及以下采用单循环，8 队及以上采用分
组循环。
（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最新审定的《竞赛规则》。
(三) 执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五、技术、仲裁、裁判人员的选派：
仲裁委员、裁判长及主要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不足部分由承办学校选
派。
六、资格审查:
（一）为了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全省大学生运动会育人宗旨，各学校对本单
位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要进行严格、认真地审查，按照《竞赛规程总则》的规
定，严格把关、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对违犯资格规定、比赛纪律的运动队(员)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规
定，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执行。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篮球分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附件 3：

第十九届“CUBA”中国大学生江苏预赛报名表
参赛队学校名称：
传真号码：

体育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队内职务
领

姓

邮编：
名

性 别

电子邮箱：
办公室电话

手

机

队

主教练
教练或工作人员
男（女）队 员 名 单
号 码

校医院（章）

姓

名

出生年月

学校（章）

民

族

身 高

填表人：

比赛号码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