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城市乒乓球协会文件 
 

宣乒协〔2022〕01 号 

 

关于上报《宣城市乒协 2021 年工作总结和 

2022 年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 

 

宣城市教育体育局： 

现将 《宣城乒协 2021年工作总结和 2022年主要工作

安排》随文上报,请审阅。 

附：宣城乒协 2021 年工作总结和 2022年主要工作安排 

 

2022 年 1月 2 日 

 

主题词：乒乓球协会  工作总结  计划  报告 

抄：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市民政局 

宣城市乒乓球协会                  2022年 1月 2日印发 

 



宣城市乒协 2021 年工作总结和 

2022 年主要工作安排 

 

2021年是“十四·五”开篇布局之年，市乒协认真学习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体育服务会员为核

心，坚持创新发展，充分做好桥梁纽带作用，在省乒协、市

教体局、市民管局的关怀和指导下，协会克服疫情影响，继

续以市乒协官方网站和博乒网宣城分站为交流平台，团结广

大会员，大力倡导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精心组织

全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在各项赛事组织安排、项目宣传

与推广、技术探讨与提高、兄弟协会交流互动等方面做了力

所能及的工作，现将全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2021 年全年主要活动 

（一）积极配合防疫抗疫 

市乒协秘书处在根据本地疫情市级情况，在本乒乓球微

信群及时发布倡导性通知，提醒市乒协全体会员重视疫情，

积极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非必要不离宣，保持勤洗手、

勤消毒、常通风等良好生活习惯。举办比赛时，规定报名截

止日前十五日内有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或有相关密

切接触史的人员，必须提供赛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呈阴

性的报告；所有参赛和进入赛场的人员必须服从主办单位的

安排，坚持按照防疫标准流程测温、扫码进场。 



（一）赛事组织工作 

大事记之主办、承办、协办比赛统计表： 

序

号 
比赛日期 赛事名称 

参赛范

围 
比赛地点 备注 

1 1月 1-2 日 宣城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宣城市 
阳光乒乓球训

练基地 
承办 

2 3月 14日 
宣城市第四届乒协杯“谁是球王”

女子争霸赛 
宣城市 贝奇乒乓球馆  

3 3月 27-28日 
宣州区 2021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乒

乓球比赛 
宣州区 

阳光乒乓球训

练基地 
 

4 4月 4日 
宣城市第四届乒协杯“谁是球王”

男子争霸赛宣州区选拔赛 
宣州区 贝奇乒乓球馆  

5 4月 26-27日 
第四届“五·一杯”宣州区职工乒

乓球比赛预选赛 
宣州区 工会乒乓球馆  

6 5月 9日 
精享裕力德杯宣城市第十三届乒乓

球团体锦标赛预选赛 
宣城市 贝奇乒乓球馆  

7 5月 15-16日 
精享裕力德杯宣城市第十三届乒乓

球团体锦标赛 
宣城市 宣城市体育馆  

8 5月 20-21日 
第四届“五·一杯”宣州区职工乒

乓球比赛正赛 
宣州区 工会乒乓球馆  

9 6月 20日 
宣城市第四届乒协杯“谁是球王”

男子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0 6月 26-27日 
宣城市、区老乒协庆“七一”精致

方圆杯乒乓球单打比赛 
宣州区 工会乒乓球馆  

11 6月 28-29 
“立大杯”宣城市第三届老年人乒

乓球比赛 
宣城市 

阳光乒乓球训

练基地 
 

12 7月 24 
宣城市 2021年乒协会员积分联赛

乙 B组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3 
7月31、8月1-2

日 

宣城市 2021年乒协会员积分联赛

乙 A组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4 9月 10-12日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1年

职工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南片） 
安徽省 盛辉乒乓球馆  

15 
9 月 12、19-21

日 

宣城市 2021年乒协会员积分联赛

甲 B组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6 10月 5-7日 
宣城市 2021年乒协会员积分联赛

甲 A组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7 10月 16-18日 宣城市第三届全健会乒乓球比赛 宣城市 宣城市体育馆 协办 

18 12月 5-6日 
宣城市第六届乒协杯乒乓球单打积

分公开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19 12月 17日 宣城市第二届乒乓球裁判锦标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20 12月 25-26 
宣州区首届“工人影都”杯乒乓球

团体赛 
宣州区 工会乒乓球馆  



 

（二）大事记 

协会开展活动、外出参赛、培训及参加省级比赛统计表： 

序

号 
日期 活动名称 参加范围 地点 

备

注 

1 4 月 11 日 送球下基层 水东镇 水东中学  

2 
4 月 17-18

日 

“体彩杯”2021“一地六县

“”乒乓球混合团体邀请赛” 
一地六县 郎溪县 

 

3 
6 月 12-13

日 

“我要上全运”2021 年安徽

省社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乒

乓球项目安徽省选拔赛 

安徽省 合肥市 

 

4 6 月 18 日 送球进校园 第六小学 第六小学  

5 10 月 3-4 日 
2021 徽州“沿浦金属”杯乒

乓球精英邀请赛 
全国 黄山市 

 

6 
10 月 19-17

日 

安徽省第十一届“双拥杯”

乒乓球邀请赛 
安徽省 合肥 

 

7 
12 月 17-19

日 

参加省裁判培训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8 12 月 19 日 裁判员临场培训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二、 2021 年度工作的新突破、新亮点 

（一）持续规范健全市乒协党建工作 

一是：以党支部为核心，开展日常工作，引领和保障了

协会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支部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开展日常学习、研究乒

协工作的开展，重大问题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 

三是：外出参加比赛时如有 3名以上党员时均成立临时

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 



（二）省级比赛成绩继续有所突破 

一是成人比赛成绩：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乒乓球项

目安徽省选拔赛获得较好名次：叶铭获男子 40-49 岁组第五

名、陶芳云获男子 60-69 岁第五名、张铁获女子 40-49岁组

第五名。 

二是少儿比赛成绩： 

宣城杰锐少儿乒乓球俱乐部钱淑妍获 2021年中国乒协

国青国少安徽省选拔赛 2014 年龄组安徽省单打第二名。 

泾县万达乒羽俱乐部魏唐朝获省 2021年度青少年乒乓

球锦标赛 U12 单打第四名（赛前曾在陈静阳光乒乓球俱乐部

集训一个月，该俱乐部对魏的成绩提升亦有所贡献）。 

（三）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更上一层楼 

一是：3月 4 日，为了进一步提高宣城市乒协的形象，

统一会员外出比赛的服装，经研究正式颁布了《关于赠送乒

协纪念服外套的规定》（宣乒协〔2021〕04号），对连续三年

缴纳会费的会员统一赠送带有宣城市乒协 logo标志的春秋

外套运动服。 

二是：3月 5 日，印发了《关于乒协外出比赛费用报销

管理规定》（宣乒协〔2021〕05号），针对不同比赛规格、距

离远近、比赛成绩等，对报销以及补贴标准分别进行了细化。 

三是：3 月 12日，在原有《宣城市乒协议事规则》（2013

年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2018 年 7 月 20日首次修订）



基础上，以宣乒协〔2021〕06号文件颁布了《关于修改乒协

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对理事会制度、常务理事会制度、

秘书处会议制度、会员代表大会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规定

进行了完善和修改。 

四是：12 月 3日，《关于修改<宣城市乒协会员联赛暨积

分管理办法>的通知》（宣乒协〔2021〕13 号）征求意见稿，

针对 2016年颁布的 《宣城市乒协会员联赛暨积分管理办

法》，在分组循环和人数规定、联赛积分计算和升级规定、

会员积分的计算规定、乒协组织的团体赛积分资格计算规

定、联赛的时间和地点、联赛奖励等方面进行修改，待完善

后将正式颁布。 

（四）积极承担社会服务和责任 

一是：1 月 1-2日，市乒协成功协办了宣城市 2021年度

乒乓球青少年锦标赛；10 月 16-18 日，成功协办了宣城市第

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的所有赛事。 

二是：2021年 4月 29 日，市体育馆对群众开放日前，

市乒协秘书处组织人员赴体育馆义务帮助场馆安装调试乒

乓球桌兼布置场地。 

三是：经研究决定，自 2021 年起对全市未成年在校学

生参加宣城市乒乓球协会主办的赛事全额减免会员费。 

四是：两次义务组织送球下基层、进校园活动，得到服

务对象认可与好评。 



（五）赛事组织系统继续得以完善 

宣城乒协成立后即由副主席喻学宁同志义务设计了乒

协官方网站，从 2015年开始增加了乒乓球赛事管理和会员

积分管理及裁判系统，经过七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现可承

担全市性的乒乓球团体、单打赛事管理的裁判工作，目前已

经过市二运会乒乓球比赛、市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市三健会

乒乓比赛、市乒协近五年组织的所有比赛的全程独立运行检

验。宣城乒协赛事管理系统目前承担乒协的以下功能： 

一是官方网站对外宣传；二是赛事网上自助报名；三赛

事裁判编排；四是赛单自助打印；五是比赛成绩网上实时查

询；六是球员积分网上实时查看；七是简易秩序册的自动生

成；八是临场裁判的手机执裁等。并建立了手机扫码快捷登

陆查看。 

目前宣城乒协的赛事管理裁判和积分系统已推广到合

肥、芜湖湾沚等地， 12 月 30 日，山东东营也在试用。 

（六）乒乓球项目推广较往年有起色 

今年第三届全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期间，市乒协秘书处积

极配合新媒体宣城播报公众号，陆续发了 2个与乒乓球有关

的视频。接着，趁热打铁，赵锐弟子钱淑妍打进国少安徽省

选拔赛 7 岁组亚军后，新媒体宣城播报公众号又持续跟进做

了报道。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关于少儿培训的困境、反思与努力 

 与其他早就设市的城市相比，我市的乒乓球运动发展底

蕴严重不足。由于我市系最后一批的地改市地区，长期以来

除了泾县外，其余六个县、市、区均缺乏业余体校乒乓球专

业培训这个环节，导致全市整体乒乓球运动水平一迈步就已

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在安徽省乒坛，我市乒乓球在出成绩这

一个方面，长期处于安徽省乒坛锅底状态，也就比池州市的

乒乓球运动水平少许强那么一点点。 

痛定思痛，经过反复酝酿，市乒协领导班子于 2011 年底

拿出了宣城市乒乓球十年发展规划，概括起来说就是卧薪尝

胆，注重积累，坚持三步走战略，积小胜为大胜，努力赶超。 

一是在第一个五年目标期限内，要将宣城市乒协打造成

全省最活跃的乒乓球协会之一（即：三步走战略的的第一

步）。 

二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多交流多参赛补短（即：三步

走战略的的第二步）。 

三是加强少儿培训增强后发力量（即：三步走战略的的

第三步）。 

（二）获取比赛经费赞助的能力仍待加强 

自古有言：穷文富武，没有充裕的经费，开展比赛活动

的规模、档次等都要受限制，乒乓球运动在宣城的发展也会

受影响。而获取比赛赞助的能力不强，一直是市乒协多年工



作上的短板。年年老生常谈要改进，但工作没有实质性的突

破。新的一年，急需成立专门的班子包括采用引进营销人才

等方式，力争在这个难题上有所突破。 

四、 2022 年乒协主要工作安排 

（一）2022 年宣城市乒协主办、承办、协办赛事安排计

划表： 

序

号 
比赛日期 比赛名次 

参赛 

范围 
拟定比赛地点 备注 

1 1 月 15-16 
首届“盛辉杯”乒乓球团体

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团体 

2 1 月 22 日 
第七届乒协杯“谁是球王”

全市砂板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砂板 

3 2 月 6 日 
乒协杯宣州赛区第七届迎春

混合团体赛 
宣州区 盛辉乒乓球馆 团体 

4 3 月 5 日 
宣城市第五届乒协杯“谁是

球王”女子争霸赛 
宣城市 

宣州区总工会

乒乓球馆 
单打 

5 3 月 19 日 
宣城市第五届乒协杯“谁是

球王”男子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单打 

6 
4 月 16-17

日 

第十三届“精享裕·力德”杯宣 

城市乒乓球团体赛预选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团体 

7 
4 月 23-24

日 

第十三届“精享裕·力德”杯宣 

城市乒乓球团体赛正赛 
宣城市 宣城市体育馆 团体 

8 
5 月 14-15

日 

第四届“五.一杯”宣州区职工 

乒乓球锦标赛预选 
宣州区 

宣州区总工会

乒乓球 
团体 

9 
5 月 28-29

日 

第四届“五.一杯”宣州区职工 

乒乓球锦标赛正赛 
宣州区 

宣州区总工会

乒乓球 
团体 

10 
6 月 18-19

日 

第三届“元老杯”杯谁是球王

全市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单打 

11 

6 月 25-26

日 

省市县三级联赛宣州区

25~35 岁组、36~45 岁组、

46~55 岁组、56·60 岁组、

60 岁以上组会员联赛及选

拔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工会乒乓球馆

阳光乒乓球训

练基地 

单打 

12 
7 月 10 日 第八届“谁是球王”男女少

儿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单打 

13 
7月 23-24、

30-31 日 

宣城市 2022 年度乙 B 会员

联赛暨积分赛 
宣城市 

宣州区总工会

乒乓球 
单打 

14 8 月 6-7、 宣城市 2022 年度乙 A 会员 宣城市 宣州区总工会 单打 



13-14 日 联赛暨积分赛 乒乓球 

15 
8 月 12~14

日 

2022“李宁·红双喜杯”中国

乒协会员联赛第站（宣城站） 
宣城市 市体育馆 协办 

16 
8月 20-21、

27-28 日 

宣城市 2022 年度甲 B 会员

联赛暨积分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单打 

17 
9 月 3-4、

10-11 日 

宣城市 2022 年度甲 A 会员

联赛暨积分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单打 

18 
10 月 6-7

日 

第二届“谁是球王”全市双

打争霸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双打 

19 
10月15-16

日 

宣城市第八届华信健康杯混

合团体比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团体 

20 
11月19-20

日 

第三届宣城市乒乓球裁判员

团体锦标赛 
宣城市 盛辉乒乓球馆 团体 

21 
12月10-11

日 

宣城市乒协杯乒乓球积分公

开赛 
宣城市 全国 单打 

（二）2022 年宣城市乒协非主办赛事、活动工作安排计

划表： 

序

号 
日期 非主办赛事、活动名称 参加范围 地点 备注 

1 
4 月 9

日 

市乒协换届选举 
宣城市 待定 

 

 待定 送乒乓球下基层、到学校活动 宣城市 待定  

2 待定 省乒乓球裁判团体赛参赛 安徽省 待定  

3 待定 
安徽省第十二届“双拥杯”乒乓

球邀请赛 
安徽省 待定 

 

4 待定 
“黄山惠友杯”乒乓百团大战全

国邀请赛 
全国 黄山市 

 

5 待定 安徽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安徽省 待定  

6 待定 乒乓球国家二级裁判员培训 待定 待定  

7 待定 各兄弟协会相关邀请赛 待定 待定  

注： 

如遇市乒协计划安排日期与省乒协组织的赛事或者兄

弟协会重大邀请赛等的举办日期冲突，则视情相应调整举办

时间。 

如宣城市承办省级乒乓球赛事，视情相应调整举办赛事

安排日期。 



如遇新的赞助，将相应增加比赛；已列入计划的比赛，

如因故赞助不能到位的，则一律改为乒协杯比赛，即便是无

人冠名赞助的裸奔，宣城市乒协也要将赛事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