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上海国际女子 10 公里精英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田径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长宁区人民政府、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二、承办单位
长宁区体育局、上海东浩兰生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上海市路跑协会
四、竞赛时间、地点
2018 年 12 月 2 日 (星期日) 上午 7:30 在长宁区举行
五、竞赛项目
(一)10 公里跑

3500 人

(二)健康跑（2 公里）

500 人

六、比赛路线
(一)10 公里跑起点：中山公园（长宁路），终点：中山公园内，途经长宁路、遵义路、芙蓉江
路。
(二)健康跑起点：中山公园（长宁路），终点：中山公园内。
(三)详细路线以赛前公布的路线图为准。
七、参赛办法
(一)参赛年龄和资格
1、10 公里跑参赛者年龄限 16 周岁以上(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女性跑者。
参赛者须持身份证、军官证、护照等有效证件按照规定，进行报名。
2、健康跑参赛者须在比赛当年 12 月 31 日前满 10 周岁的女性跑者（18 周岁以下的比赛者须征
得监护人同意后方可参赛），证明身体健康，适宜参加该项比赛。
(二)参赛者须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跑步锻炼或训练的基础。
有下列情况者不宜参加比赛：
1、从未跑过 10 公里，或者坚持跑步训练少于三个月；
2、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3、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
4、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患者；
5、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者；
6、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
7、孕妇；
8、比赛日前两周以内患过感冒；
9、其它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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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
①预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29 日 16:00 至 10 月 31 日 17:00。
②公布抽签结果：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③付款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公布抽签结果后至 11 月 8 日 17:00 ，过时未付款视
为放弃报名参赛资格，且不得再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取本次赛事名额。
2、报名方式：
登陆上马网 www.shang-ma.com 或手机上马 APP 进行在线报名。
3、报名费：
(1)10 公里跑，不论国籍，报名费 100 元人民币/人。
(2)健康跑，不论国籍，报名费 50 元/人。
4、参赛装备
T 恤、存衣袋、计时芯片（仅限 10 公里跑）、号码布
八、竞赛办法
(一)本竞赛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执行。
(二)10 公里参赛者需将参赛号码布（大）固定于身前正面位置，凡未按规定佩戴号码布、折叠
或遮挡号码布，组委会有权取消其比赛成绩；未按规定佩戴芯片，导致计时点未记录成绩者，将取
消其比赛成绩。
(三)比赛检录: 2018 年 12 月 2 日上午 6:30 起在起点按竞赛项目及号码布字母分区分别进行集
结排队。
(四)起跑顺序:10 公里跑、健康跑的先后顺序排列成方阵。发令枪响后各方阵依次同时出发。
(五)名次录取方法
10 公里跑按计时芯片净成绩录取名次。
健康跑无计时芯片，不记录名次。
(六)关门距离和时间
为了保证参赛者的安全和比赛的顺利进行，比赛进行期间比赛路线各段设关门时间，限时对社
会实行交通封闭。关门时间后，相应路段恢复社会交通。参赛选手未在规定的关门时间跑完对应的
距离请立即停止比赛，原地安全退出赛道，以免发生危险。
比赛关门时间：10 公里跑 1 小时 30 分钟
健康跑 35 分钟
(七)组委会为参加 10 公里跑的参赛者提供感应芯片计时服务，参赛者必须统一佩带一次性感
应计时芯片，如因参赛者本人未能正确佩带计时芯片导致无法记录成绩，组委会概不负责。本次比
赛一枪出发，发令枪响开始计时，在起点、途中、终点设有计时感应带，选手在跑进过程中，必须
通过所有的地面计时感应带，如缺少任何一个点的成绩，将取消该参赛者的全部比赛成绩。
(八)比赛现场为 10 公里跑的参赛者提供存衣服务。存衣袋上必须插上与本人的参赛号码相一致
的小号码布，存在起点相应的存衣帐篷内，赛后凭大号码布于 10:00 前到原存衣帐篷领取。如超过
领取时间没有领取的，请在赛后 5 个工作日内到组委会指定地点领取。过时，组委会将按无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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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请勿将贵重物品（如有效证件、手机、现金、手表、各种钥匙、其他电子产品等）
、易燃易爆
和违禁物品存放在包内，如发生损坏、遗失或安全事故，责任由参赛者承担。
(九)饮水站、补给站
赛事在 2km、4km、6km、8km 设有饮水饮料站。
参赛者不得随意丢弃任何纸杯、瓶罐、果皮和包装袋等垃圾，请将其投入垃圾桶内或交给周边
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
(十) 组委会将对起点、路线和终点进行录像监控，在比赛期间出现下列问题之一，由组委会视
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参赛选手取消 2018 上海国际女子 10 公里精英赛成绩、禁赛 2 年，禁止参加上海
国际马拉松赛、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上马系列赛、上马 SpeedX 系列赛等处罚，并报请中国田径
协会追加处罚:
1、以虚假年龄或虚假身份报名；
2、一名选手同时携带 2 枚以上（包括 2 枚）芯片参加比赛；
3、以接力方式完成比赛；
4、不按规定的起跑顺序在非指定区域起跑；
5、起跑有违反规则行为；
6、关门时间到后不听劝阻、不停止比赛或退出比赛后又插入赛道；
7、没有沿规定路线跑完全程，绕近道或使用交通工具；
8、不按规定要求重复通过终点、未跑完全程私自通过终点领取完赛物品、完赛奖牌；
9、私自伪造号码布、利用其它赛事或往届赛事号码布或未佩戴号码布或使用非本次比赛芯片通
过终点领取完赛物品、完赛奖牌；
10、私自涂改、遮挡号码布参赛；
11、转让号码布及芯片；
12、蹭跑；
13、不服从赛事工作人员指挥，干扰赛事，聚众闹事、打架斗殴；
14、其他违反规则规定的行为。
利用虚假信息获取参赛资格者、报名后转让号码布给他人者和无参赛资格者，比赛发生的一切
后果责任自负。
九、奖励办法
1、10 公里跑
（1）名次奖（人民币）
名次奖的前六名按照净计时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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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奖金

10000

8000

5000

4000

3000

2000

注：所有获奖运动员的成绩在赛事官方网站公示 10 日后，并确认无兴奋剂问题后再行发放。
（3）上述所有奖金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征收 20%个人所得税。
（4）在 1 小时 30 分钟内完赛者发给赛事完赛奖牌，成绩证书将于赛后 10 个工作日在赛事官方
网站提供自助下载，成绩证书下载时效为 60 天。
（5）前 500 名运动员可获得 2019 上海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参赛名额。
（6）完赛选手将获得 300 分上马积分。
（7）女子组中国籍第第一名的选手将有机会与 New Balance 品牌合作一起征服 2019 名古屋女
子马拉松（备注：包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名额，上海到名古屋往返飞机以及比赛期间名古屋当地住
宿），如因选手个人原因（例如选手拒绝签署合作文件、主动放弃、身体健康原因或无法获取签证等
情形）导致无法成行，New Balance 有权将该奖励顺延授予后面名次的选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New
Balance 保留对该奖励条款的解释权）
2、 健康跑：
（1）35 分钟内完赛者发给赛事完赛奖牌；
十、参赛保险与医疗救护
(一)组委会为所有参赛者和工作人员购买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若由于参赛者报名信
息填写不全或不真实造成无法购买保险或者保险无效，责任由参赛者自负。
(二)赛事组委会在起、终点及沿途设有固定医疗点，医疗点前 50 米有明显的标志提示；沿参赛
选手的跑进路线，有急救车跟随；赛事组委会将在固定医疗点、饮水站安排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协助
医疗救护并维护比赛秩序，参赛者可以随时向其求助。
特别说明：
1、组委会购买的保险为人身意外伤害险。但由于自身疾病、身体原因所引起的不良后果，不属
于意外伤害的保险范围，例如，中暑、昏厥等情况不在组委会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范围内。因
此，请跑友谨慎报名参赛。
2、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提供免费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选手先行自理结算，后经组委会确认
的参赛者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保险公司核保后保险人在保单责任范围及限额内赔偿。。
3、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因服用兴奋剂或其它违禁药品，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责任由参赛
选手自负。
4、为了保障参赛选手的生命安全，经组委会授权的赛事裁判和工作人员对明显不能继续进行比
赛的参赛选手，有终止其比赛的权力。
十一、组委会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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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咨询热线： 021-965365
2、 邮箱：general@shmarathon.com
3、 网址：www.shang-ma.com；
十二、如遇不可抗力情况，组委会有权取消比赛。
十三、未尽事项，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组委会。

上海国际女子 10 公里精英赛组委会
2018 年 10 月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