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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广东省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省级体育赛事名录

序号 赛事名称 主办单位 大项/分项 组别
可授予等级

（最高）

1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跳水 甲组 一级

2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水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水球 甲组 一级

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蹦床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蹦床 甲组、乙组 一级

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花样游泳 甲组 一级

5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教育厅
游泳

A、B、C、D、E、

F、G组
一级

6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体操 9-12岁各组别 一级

7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艺术体操 竞技青年组二级组 二级

8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赛艇 甲组 一级

9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皮划艇（静水）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皮划艇静水 甲组 一级

10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

赛
广东省体育局 皮划艇激流回旋 甲组 一级

11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帆船 甲组 一级

12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冲浪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冲浪 甲组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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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马术 甲组 一级

1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现代五项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现代五项 甲组 一级

15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公路）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公路自行车 甲组 一级

16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场地）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场地自行车 甲组 一级

17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小轮车）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BMX小轮车 甲组 一级

18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自行车（山地）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山地自行车 青少年组 一级

19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排球 甲组 一级

20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拳击 甲组 一级

21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柔道 甲组 一级

22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摔跤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摔跤 甲组 一级

2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跆拳道 甲组 一级

2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空手道 甲组 一级

25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击剑 甲组 一级

26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篮球 甲组、乙组 一级

27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女子篮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篮球 甲组、乙组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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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乒乓球 甲组 一级

29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棒球 甲组 一级

30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垒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垒球 甲组 一级

31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曲棍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曲棍球 甲组 一级

32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女子曲棍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曲棍球 甲组 一级

3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飞碟）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射击 甲组、乙组 一级

3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手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手球 甲组 二级

35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女子手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手球 甲组 二级

36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田径（竞走）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田径 甲组、乙组、丙组 一级

37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武术散打 甲组 二级

38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网球 甲组 二级

39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武术套路 甲组 二级

40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举重 甲组、乙组、丙组 一级

41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教育厅
田径 甲组、乙组、丙组 一级

42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羽毛球 甲组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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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射击（步手枪）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射击 甲组、乙组 一级

4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射箭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射箭 甲组、乙组 一级

45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冰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冰球 甲组 二级

46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花样滑冰 成年组、青年组 二级

47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 广东省体育局 网球 甲组 二级

48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高尔夫球 甲组 一级

49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三人篮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教育厅
三人篮球

高中组（甲组）、

初中组（乙组）
一级

50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体育局
篮球 高中组、初中组 一级

51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体育局
排球 高中组、初中组 一级

52 2021年广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体育局
田径

甲组、乙组、丙组

和丁组
一级

53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象棋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象棋
12岁组、14岁组、

16岁组
三级

54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国际象棋
甲组、乙组、丙组

和丁组
三级

55 2021年广东省武术套路（传统项目）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武术套路 甲组 二级

56 2021年广东省无线电测向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无线电测向 成年组、青年组 三级

57 2021年广东省速滑轮滑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速度轮滑
成年组、青年组、少

年甲组、少年乙组、

少年丙组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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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1年广东省单排轮滑球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轮滑 成年组、青年组 三级

59 2021年广东省航空模型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航空航天模型 专业组 三级

60 2021年广东省车辆模型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车辆模型 U18组 三级

61 2021年广东省健美操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健美操 年龄一组、预备组 三级

62 广东省第十四届攀岩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攀岩 专业组 一级

63 2021年广东省航海模型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航海模型 中学组 三级

64 2021年广东省滑板锦标赛 广东省体育局 滑板 专业组 一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