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

赛事

名称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

赛事

类别
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创立于 2009 年，由 5 个分站赛和 1 个总决赛组成。分站
赛接受全国体育舞蹈爱好者报名参赛，总决赛由在 5 站分站赛中获得积分最高的
24 对或 12 对选手参加。该赛从每年 4月开始，贯穿全年，分为五个赛区，该赛事
是我国体育舞蹈的重要品牌赛事，每年体育舞蹈公开赛在不同地域举办，参与人群
多达万人以上，间接参与人数更是多达数十万，对推动各地体育舞蹈的普及与提高，
促进各地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20 年 4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20 年 5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20 年 6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20 年 9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五站 2020 年 10 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20 年 12 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冠

名条

件

总冠名费 面商

总冠名回报条件

1.总冠名方为本年度公开赛各分站赛及总决赛的独家冠名单位。本年度

公开赛的整体宣传方案由总冠名方设计后提交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审核确定；

2.统一设计带有总冠名方 LOGO 的比赛现场背景；

3.在比赛场地可放置 24 块围栏广告的情况下，为总冠名方安排 14 块、

尺寸为 200 厘米×60厘米的围栏广告；

4.在比赛场馆安放带有总冠名方 LOGO 的采访区背景版（需安装采访灯

光）；

5.为总冠名方安排秩序册封面、封底以及封壹对开广告 1页；

6.在工作人员胸卡及运动员号码布上印制总冠名方广告；

7.在裁判台、主持台及麦克风上安排总冠名方广告；

8.在门票及 VIP 台面上印制总冠名方广告；

9.在获奖证书以及颁奖台底座上印制乙方广告；

10.在比赛场馆内所有与比赛有关的指示牌、引导牌及成绩公布栏上安排

乙方广告；

11.在符合当地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在比赛场馆外安排广告一副；

12.在《中国体育报》上的新闻报道；

13.在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上制作专题；

14.在不少于 5 家体育舞蹈相关网络上进行专题报道；

15.在中央电视台五频道对总发布新闻进行报道；

16.在各承办地召开新闻发布会；

17.协调在各承办地电视及平面媒体上进行宣传。

承办

条件
赛事保障

1.确保总冠名回报条件实现，当地广告权益不得与总冠名回报条件冲突；

2、1个功能设施齐全、3000-6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3.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4.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5.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

的全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6.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

由承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7.须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整体赛事部署；

8.原则上每个地理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

每年只安排一站比赛。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申请单位填写申请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
舞蹈联合会常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
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总冠名单位和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
蹈联合会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名称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类别
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是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高、也最具权威性的体育舞

蹈赛事，已连续举办 29 届，每年参与人群多达 7000-8000 人次，是全民参与性得到最好

诠释的体育舞蹈赛事。

时间

安排
2020 年 11 月（竞赛时间 4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赛事保障

1.1 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40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常

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名称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类别
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主要面向青少年体育舞蹈爱好者，为规范青少年体育舞

蹈教学、引导青少年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青少年体育舞

蹈锦标赛每年举办一届，迄今已连续举办了 17 届，成为了我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舞

蹈重要品牌赛事之一。

时间

安排
2020 年 7 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赛事保障

1.1 个功能设施齐全、4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常

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

赛事

名称
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

赛事

类别
锦标赛/公开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是我国一年一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群

众性舞蹈赛事，已连续举办 16 届，每年参与人群多达 3000-4000 人次，是全民参与性得

到最好诠释的体育舞蹈赛事。

时间

安排

2020 年 1-6 月（东部赛区）

2020 年 7-12 月（西部赛区）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赛事保障

1.1 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常

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

赛事

名称
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

赛事

类别
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创办于 2015 年，主要面向青少年体育舞蹈爱好者，特
别是参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技术等级考核的人群，对推动基层体育舞蹈的规范化发展、
促进体育舞蹈的人才梯队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参与人群估计约为 3000 人次，是全民参与
性得到最好诠释的又一个 体育舞蹈赛事。

时间

安排
设立三站，时间待定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赛事保障

1.1 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20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常
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中国街舞联赛

赛事

名称
中国街舞联赛

赛事

类别
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国街舞联赛创立于 2019 年，由 5 个分站赛和 1 个总决赛组成。分站赛接受全
国街舞爱好者报名参赛，总决赛由在 5站分站赛中获得积分最高的前 32 强选手参加。
该赛从每年 4 月开始，贯穿全年，是我国街舞的重要品牌赛事，每年街舞联赛在不同
地域举办，参与人群多达万人以上，间接参与人数更是多达数十万，对推动各地街舞
的普及与提高，促进各地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20 年 4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20 年 5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20 年 6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20 年 9 月 (竞赛时间 2天)

第五站 2020 年 10 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20 年 12 月（竞赛时间 2天）

总运营费 面商

总运营条件

1.赛事经费筹措；
2.与赛事承办协调所有与赛事筹备、组织相关事宜，确保赛事成功落地；
3.负责赛事形象设计及赛事相关宣传；
4.受主办方授权，负责联系和招募业内相关人员。

承办条件

1.紧密配合运营单位，负责当地的政府资源协调；
2.1 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3.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4.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5.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
的全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6.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
由承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服务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申请单位填写申请意向书，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评审组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
会常委会确认。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总运营单位和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
官方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 215 室
联 系 人 祝昊乐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764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