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三届世界企业运动会参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6月 15 日 全天 代表团抵达 中国代表团官方酒店

6月 16 日 09:00-17:00 赛前训练、适应场地 各项目场馆

6月 17 日

09:00-17:00 赛前训练、适应场地 各项目场馆

09:00-20:00 各队签到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15:30-18:00 自助晚餐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19:00-20:00 进入开幕式场地 帕纳辛奈科体育场

20:00-21:30 开幕式 帕纳辛奈科体育场

6月 18 日

09:00-17:00 各项目比赛 各项目场馆

18:30-21:30 自助晚餐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20:00-24:00 赛后派对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6月 19 日

09:00-17:00 各项目比赛 各项目场馆

18:30-21:30 自助晚餐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20:00-24:00 赛后派对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6月 20 日

09:00-16:00 各项目比赛、颁奖 各项目场馆

17:30-20:00 自助晚餐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20:00-21:00 闭幕式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21:00-24:00 赛后派对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6月 21 日 全天 各代表团交流活动 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

6月 22 日 全天 各代表团离会

备注：

1、赛事组委会每日在雅典国家体育俱乐部为各参赛队提供自助晚餐和赛后派对，我

们将根据各队实际情况选择确定用餐地点。

2、高尔夫项目在科斯塔纳瓦里诺进行，组委会安排的自助晚餐、赛后派对地点在佐

伊度假村的 Natura 餐厅。高尔夫项目参赛队先随中国代表团抵达雅典，18 日前往

科斯塔纳瓦里诺，21 日返回雅典。



附件 2 第三届世界企业运动会比赛项目、组别、场馆信息

序号 大项 组别 名额 场馆

1 射箭

男子个人复合弓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个人反曲弓

女子个人复合弓

女子个人反曲弓

男子团体复合弓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4人

男子团体反曲弓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4人

女子团体复合弓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4人

女子团体反曲弓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4人

2 扳手腕

男子个人 18-30 岁组
各年龄组又分为：

60-79 公斤级

80-99 公斤级

100 公斤以上级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个人 31-40 岁组

男子个人 41-50 岁组

男子个人 51-55 岁组

女子个人 18-30 岁组
各年龄组又分为：

50-59 公斤级

60-69 公斤级

70 公斤以上级

女子个人 31-40 岁组

女子个人 41-50 岁组

女子个人 51-55 岁组

3 羽毛球
混合青年团体 每队上场 2男 1女，可报 4男 2女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混合 40+团体 每队上场 2男 2女，可报 4男 4女



4 5x5 篮球

男子青年组 每队上场 5人，可报 12 人
加拉特希奥林匹克大厅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 40+组 每队上场 5人，可报 12 人

女子组 每队上场 5人，可报 12 人

5 3x3 篮球

男子组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3-4 人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男子 40+组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3-4 人

女子组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3-4 人

6 沙滩排球

男子组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

雅典里维埃拉的瓦尔基扎

海滩

男子 40+组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

女子组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

女子 40+组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

混合组 每队上场 1男 1女，可报 1男 1女

混合 40+组 每队上场 1男 1女，可报 1男 1女

7 保龄球 团体赛
每队上场 4人，可报 4人，不分男女，

女子有 5个瓶的附加分
波拉诺斯体育公园

8 桥牌 团体赛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不分男女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9 国际象棋
男子个人 遵循“瑞士制”赛制（即积分循环赛）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女子个人 遵循“瑞士制”赛制（即积分循环赛）

10 飞镖

男子个人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女子个人

男子团体 每队上场 4人，可报 4人

女子团体 每队上场 4人，可报 4人

11 5 人制足球
男子青年组 每队上场 5人，可报 8人

韦口森林公园
男子组 40+组 每队上场 5人，可报 8人



12 7 人制足球

男子青年组 每队上场 7人，可报 12 人

足球运动中心 AFC
男子 40+组 每队上场 7人，可报 12 人

男子 50+组 每队上场 7人，可报 12 人

女子组 每队上场 7人，可报 12 人

13 11 人制足球
男子组 每队上场 11 人，可报 16 人

希腊裔美国教育基金会
女子组 每队上场 11 人，可报 16 人

14 高尔夫

男子个人（18 洞总杆数）
各企业可将报名的 3人组成一支队伍（不分男

女），根据 3名运动员在各自项目中的成绩计

算团体总分

哥斯达纳瓦里诺
女子个人（18 洞总杆数）

男子个人（史特伯福特计分法）

女子个人（史特伯福特计分法）

15 手球
男子组 每队上场 7人，可 7-16 人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女子组 每队上场 7人，可 7-16 人

16 壶铃

男子组 18-30 岁

每个年龄组可报项目：

1. 竞赛两项 （高翻&挺举）；2. 长循环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组 31-40 岁

男子组 41-50 岁

男子组 51-55 岁

女子组 18-30 岁

女子组 31-40 岁

女子组 41-50 岁

女子组 51-55 岁

17 妈妈排球 女子团体 每队上场 6人，可报 14 人（任意年龄的母亲） 和平友谊体育场



18 定向越野

男子组 18-30 岁

各企业可将报名的 3人组成一支队伍（不分男

女），根据 3名运动员在各自项目中的成绩计

算团体总分

韦口森林公园

男子组 31-40 岁

男子组 41-50 岁

男子组 51-55 岁

女子组 18-30 岁

女子组 31-40 岁

女子组 41-50 岁

女子组 51-55 岁

19 小金属地掷球
双人组 每队上场 2人，可报 2人，不分男女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三人组 每队上场 3人，可报 3人，不分男女

20 7 人制橄榄球
男子团体 每队上场 7人，可 7-15 人

韦口森林公园
女子团体 每队上场 7人，可 7-15 人

21 射击

男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
各企业可将报名的 3人组成一支队伍（不分男

女），根据 3名运动员在各自项目中的成绩计

算团体总分

拜伦射击场
男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

女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

女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

22 壁球

男子青年团体 上场 3人，可报 6人

雅典草地网球俱乐部

男子 40+团体 上场 3人，可报 6人

女子团体 上场 3人，可报 6人

混合青年团体 上场 3人（2男 1女）可报 6人（4男 2女）

混合 40+团体 上场 3人（2男 1女）可报 6人（4男 2女）



23
游泳

（25 米泳池）

男子组 18-30 岁

自由泳：50 米、100 米、200 米、4x100 米

仰泳：50 米、100 米

蛙泳：50 米、100 米

蝶泳：50 米

混合泳姿：100 米

男子混合泳姿接力：4x50 米

女子混合泳姿接力：4x50 米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组 31-40 岁

男子组 41-50 岁

男子组 51-55 岁

女子组 18-30 岁

女子组 31-40 岁

女子组 41-50 岁

女子组 51-55 岁

24 乒乓球

男子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韦口森林公园

男子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女子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女子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混合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一盘男单、一盘女单、一盘混双

混合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一盘男单、一盘女单、一盘混双

25 网球

男子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女子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女子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两盘单打、一盘双打

混合青年团体 可报 2-4 人，一盘男单、一盘女单、一盘混双

混合 40+团体 可报 2-4 人，一盘男单、一盘女单、一盘混双



26 田径

男子组 18-30 岁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

5公里、4x100 米

跳远、跳高、铅球、标枪

各企业可将报名的 3人组成一支队伍（必须要

有两种性别）参加团体赛，且必须参加 100 米、

1500 米、跳远、铅球 4 项比赛。根据 3名运

动员在各自项目中的成绩计算团体总分

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中心

男子组 31-40 岁

男子组 41-50 岁

男子组 51-55 岁

女子组 18-30 岁

女子组 31-40 岁

女子组 41-50 岁

女子组 51-55 岁

混合团体组（3人)

27 排球

男子青年组 每队上场 6人，可报 6-12 人

希腊裔美国教育基金会
男子 40+组 每队上场 6人，可报 6-12 人

混合青年组 每队上场 3男 3女，可报 6-12 人

混合 40+组 每队上场 3男 3女，可报 6-12 人

28
雅典跑

（5/10 公里）

男子个人 5公里

所有运动员、随行人员均可参加
出发地：雅典奥林匹克运动

中心

男子个人 10 公里

女子个人 5公里

女子个人 10 公里



附件 3 自愿参赛承诺书

本人已经自愿报名参与第三届世界企业运动会中的一项或多项

比赛。本人已经被明确告知、且本人清楚地知晓：本人所报名参与

的比赛项目包含高度危险及激烈对抗的竞技体育特性，参加此项比

赛有可能伤及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伤；或者因比赛用品、场地缺

陷等导致意外伤害；或者因参赛者、观众的不当行为造成意外伤害；

更可能因为自身潜在的生理和心理疾患导致意外伤害。有鉴于此，

即便组织者已经采取尽可能周全的安全保障措施，仍有可能无法防

止发生风险。为此，经慎重考虑，本人仍然决定自愿参赛，并对自

身的风险以及豁免组织者任何因本人的风险所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

做出如下承诺和声明：

一、本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健康状况良好，已知不存在

任何生理上和心理上不适于剧烈、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的现状或既

往病史，并自愿承担任何潜在的疾病或意外因素导致的不利后果，

包括无法抢救生命的意外后果。

二、本人承诺，在运动会举办期间，关注个人健康状况，如遇

身体不适，本人将及时停止所有活动，积极寻求治疗；同时，本人

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组织者或组织者授权方为本人提供现场急救性

质的医务治疗，如需送医院救治，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本人自行承

担。



三、本人愿意完全服从组织者的安排、自觉遵守所有运动会规

则或纪律规定、尊重裁判判罚、妥善处理各方矛盾，因本人原因造

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本人愿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本人同

意组织者有权根据相关规则实施处罚。

特此声明与承诺，并同意豁免组织者因本人的上述风险所可能

承担的任何民事责任！

项目/代表队名称：

参赛者姓名（签字）：

参赛者身份证号码：

20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