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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三、时间和地点

2022 年 3 月 12 日 -13 日在燕山体育中心（北京市房山区燕房路 52 号）

四、竞赛组别及项目

（一）竞赛组别

甲组（男、女）：2004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7-18 岁）；

乙组（男、女）：2006 年 1 月 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5-16 岁）；

丙组（男、女）：2008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13-14 岁）；

（二）竞赛项目

男子甲组／乙组：49 公斤级、55 公斤级、61 公斤级、67 公斤级、73 公斤级、

81 公斤级、89 公斤级、96 公斤级、102 公斤级、102 公斤以上级；

男子丙组：45公斤级、49公斤级、55公斤级、61公斤级、67公斤级、73公斤级、

81 公斤级、89 公斤级、96 公斤级、96 公斤以上级；

女子甲组／乙组：40 公斤级、45 公斤级、49 公斤级、55 公斤级、59 公斤级、

64 公斤级、71 公斤级、76 公斤级、81 公斤级、81 公斤以上级；

女子丙组：40公斤级、45公斤级、49公斤级、55公斤级、59公斤级、64公斤级、

71 公斤级、76 公斤级、76 公斤以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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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动员资格

符合《北京市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竞赛规程总则》运动员资格规定。

六、参加办法

（一）以区为单位组队参加；

（二）经二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每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至 3 人，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且必须达

到报名标准。

七、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举重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

（二）进行抓举、挺举和总成绩比赛；

（三）报名确认后不得更改，各项目各组别如报名参赛 3 人或参赛运动员均代表

同 1 个单位时，可进行比赛和录取名次。如所报级别不足 3 人时，可在领队会议上升

降级别，但不允许替换运动员。如调整后仍不足 3人，不进行比赛；

（四）运动员报名标准：女子组 21 公斤、男子组 26 公斤以上均可报名。比赛中

成绩未达到报名标准的运动员，取消比赛资格；

（五）技术会议于赛前一周召开，会上将最后确认参赛运动员名单，教练员或领

队签字后生效；

（六）运动员须着印制参赛区名称的统一比赛服参赛。

八、报名办法

（一）网络报名：各参赛单位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 -15 日在在北京市体育竞赛

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官方网站 (https://www.bjcac.org.cn) 进行网络预报名；

（二）提交材料：各参赛单位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 -22 日将以下材料送交北京

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405 室。

1. 加盖参赛单位公章报名表一份；

2. 领队签字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参赛承诺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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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赛领队、教练员和队医身份证复印件，参赛运动员身份证（户籍卡）和学

籍卡复印件；

4. 参赛领队、教练员、队医和运动员的保险证明复印件；

5. 参赛运动员及监护人签字运动员参赛声明。

（三）逾期未报名或未提交材料按不参赛处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无单位

公章不予接收，不在参赛人员名单内的人员届时不得入场；

（四）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

联系人：李荣，联系电话：63177012

电子邮箱：lirong@tyj.beijing.gov.cn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本次比赛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参赛不足 8 名递减一名录取。各组别前三名

颁发奖牌和成绩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发成绩证书。

（二）本次比赛乙组、丙组各公斤级总成绩排名前 12 名的运动员进入市运会阶

段比赛。

十、运动员技术等级

（一）本次比赛各组别成绩达到相应标准的运动员，可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

技术等级标准申请相应等级。

（二）申请等级所需《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运动员技术等级成绩证明单》由参

赛单位或运动员自行在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官网“政策法规”栏目

（https://www.bjcac.org.cn/a/detail/8099.html）下载打印，填写信息后以区为单位，

统一交至组委会审核。

十一、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险

（一）所有参赛人员要按照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健身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

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及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所有参赛人员须在赛前完成全部疫苗接种工作方可参赛，确保赛前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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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离京，未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并按照赛前规定时间提交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完

成证明。进入比赛场馆前在现场进行扫码登记，并出示“北京健康宝”无异常健康码；

（三）各参赛单位须为本单位所有人员，包括领队、教练员、队医和运动员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

责任。

十二、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

（一）若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将取消运动员所获比赛成绩名次及奖励，

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二）参赛人员违反赛风赛纪规定，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干扰赛场秩序、拒绝

领奖、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参赛资格和成绩名次及奖励，

并按照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十三、仲裁和裁判员

（一）本次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要求对比赛进行仲裁判定。

（二）所有裁判员由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商市举重运动协会统一选派。

十四、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未尽事宜由

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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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邵晓军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李国利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主任

                  郭庆红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副 主 任：尹保树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副主任

                  徐晓茹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副会长

                  李大志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

                  孟祥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

委      员：田    侠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奥运项目管理二部副部长

                  徐兆杰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副秘书长

                  魏满良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理事

                  李    荣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奥运项目管理二部干部

                  吴卫国      东城区代表队领队

                  孙    丞      朝阳区代表队领队

                  张海峰      海淀区代表队领队

                  关鹏天宇  丰台区代表队领队

                  盖国煜      门头沟区代表队领队

                  许小龙      房山区代表队领队

                  刘陆洋      顺义区代表队领队

                  王安琦      大兴区代表队领队

                  姚庆虎      平谷区代表队领队

                  薛向东      密云区代表队领队

                  赵喜栋      延庆区代表队领队

2022 年北京市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竞赛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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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办公室

主        任：晁景云

工作人员：任丽杰

竞赛部

部        长：李    靖

工作人员：杨    潇

安保部

部        长：吴雪岭

工作人员：沈洪桥      刘瑞征      罗    军

宣传部

部        长：陈钰潇

工作人员：孙    欣

         

后勤保障部

部        长：付    佳

工作人员：鲍晓静

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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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裁：时爱武      徐晓茹      魏满良

裁  判  长：郭庆红

副裁判长：徐兆杰

执行裁判：蔡福节      李雅顺      徐宝贵      杨震国      张    华      王虹飞

记  录  长：刘国梁

记  录  员：马    桢      刘建伟

广  播  员：梁雅诗      董    悦

检  录  员：张志广      高    明

编        排：郭佳悦

加  重  员：颜    争      王炳心      李晓丹      陈    帅      王文杰      蔡    蒙

                    雷    烜

裁判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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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名单

东城区

领    队 : 吴卫国

教    练 : 刘继春      徐宝才      陈  伟

运动员 : 于梦晴      傅斓熙      肖紫兮      律纪羽      石语煊      罗思雨      董洛茜

               杨霡齐      刘雨菲      杜    悦      宋佳一      张    婷      李秋宜      黄欣悦   

               孙楚涵      律尚汐      聂稷田      徐    彤      池梓萌      唐凤林      王众一   

               马嘉轩      连    鑫      勾柯涵      李振棚      刘一赫      于家龙      林跃扬   

               王天洋      李京硕      于浩洋      于    轩      高志豪      张博文      律喜文   

               王富贤      孙泽楷      刘    帆      赵振宇      艾佳易昊  钟辰昊      杨宇航

               孙    澳   

  

朝阳区

领    队 : 孙    丞

教    练 : 常    玉      孔    旭      王茜靖

运动员 : 陆浩楠      张    赫      刘    睿      安志昊      陈沛达      刘    硕      郑皓晨

               李巽山      那洪瑞      聂兢楠      石丰毅      宁    淦      吴瀚森      张泽凯

               温家旺      奚畅泽      张博闻      郭佳馨      代佳仪      徐禹晴      余迎玉  

               张雨音      张瑞雪      李佳音      沈秋彤      李奕萱      周佳琳      吴觊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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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

领    队 : 张海峰

教    练 : 王春英

运动员 : 姚睿轩      邢梦雨

丰台区

领    队 : 关鹏天宇

教    练 : 单英芳      尹    亮      王美男

运动员 : 王颖浩      梁琪玉      倪子雅      张雅馨      鄢鑫宇      张涵语      陈嫣然

               刘佳雨      尹晶瑶      冯翠竹      王佳妮      李    蕊      毛梓瑶      王    毅   

               张娣菲      王鹏蕊      王梦晗      郭兆宇      王子轩      尹啸宇      刘孟琛   

               岳雨轩      梅宇轩      宋    禹      安浩冉

门头沟区

领    队 : 盖国煜

教    练 : 石桂萍      陈美华      王    川

运动员 : 贾凯迪      段相懿      马馨跃      王紫玥      周以珊      尚馨妍      刘伊然

               勾警谊      张钰琳      董儒琳      陈宏蕊      隋贝西      李静媛      王圆圆

               李智晗      隋西贝      杨荞菲      齐文煜      孙祎凡      刘志强      曾    帅

               刘力豪      卢季铭      张昊松      马晓鹏      周子龙      郭    畅      安浩瑞

               耿梓含      王宇琪      王宇航      潘子聪      宋鑫磊      任莫玉      张庭玮

               罗雨泽      王天昊      王梓鑫      高梓棋      李梓通      董昊然      沈一川

               边栩霆      陈友健      杨仕豪      梁文震      王士源      杨恩袭      唐佳璇

               任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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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

领    队 : 许小龙

教    练 : 刘蕴军      刘俊生

运动员 : 王海泉      李文峻      吕    超      张士杰      孙辰捍      黄子豪      毕梓晨   

               高兴宇      王    梓      刘叶熙      程金博      任静怡      刘禹琪      尹慕雪

               孙羽茜      苑举鹏      王梓旭      王梓涵      井秋然      杨子添      魏嘉俊

               黄宇泽      李卓轩      宋子睿      赵俊程      叶浩然      于思源      王思宇

               周祎阳      高    菲      张佳怡      边际阳      蔡艽霏      李佳萱      韩依彤

               张雨林      赵紫琦      王晓婷      冯子轩      赵天娇      许飒琦      韦佳陈奇

               冯宇知      芮思涵      石增震      王    宋      王嘉懿      魏奕萱      白紫瑄

顺义区

领    队 : 刘陆洋   

教    练 : 祝新钢

运动员 : 周丁辰      马宇航      孙奕豪      张淏忱      王子涵      王子豪      齐佳乐

               赵亿宝      王子杰      陈秉坤      张佳奇      黄宇桐      黄子轩      吴思语

               杨雨鑫

大兴区

领    队 : 王安琦   

教    练 : 陈红妹  

运动员 : 赵家辉      孟博文      刘昱辉      谌勇杰      周嘉誉      吴松翰      刘子豪

               赵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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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

领    队 : 姚庆虎   

教    练 : 郑明会  

运动员 : 赵    湘      胡熙媛      李    安      孟鑫瞳      刘东欣      张熙卓      王骁彤

               郭欣艾

密云区

领    队 : 薛向东

教    练 : 薛向东 

运动员 : 金诏宣      兰俊儒      李泽阳      刘佳磊      刘凯文      米    乐      王金鹏   

               杨    晨      尹纪宇      张陈扬      张思博

延庆区

领    队 ：赵喜栋          

教    练 ：赵喜栋

运动员 ：马福泉      贺新亮      曹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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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日程

竞赛日期：2022 年 3 月 12 日 

第一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8：30

女子丙组 13 人：

40 公斤级：高    菲（房山）            王晓婷（房山）            芮思涵（房山）

45 公斤级：赵紫琦（房山）            石增震（房山）            王    宋（房山）

                     魏奕萱（房山）

49 公斤级：周祎阳（房山）            冯子轩（房山）            白紫瑄（房山）

                     李秋宜（东城）            黄欣悦（东城）            孙楚涵（东城）

第二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9：30

女子丙组 20 人

第一组

55 公斤级：李    蕊（丰台）            毛梓瑶（丰台）            吴思语（顺义）

                     许飒琦（房山）            杨雨鑫（顺义）            隋贝西（门头沟）

                     王思宇（房山）            蔡艽霏（房山）            王嘉懿（房山）    

                     律尚汐（东城）            池梓萌（东城）

第二组

59 公斤级：王    毅（丰台）            张娣菲（丰台）            张佳怡（房山）

                     张雨林（房山）            赵天娇（房山）            聂稷田（东城）

                     徐    彤（东城）            边际阳（房山）            韩依彤（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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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10：30 

女子丙组 9 人

64 公斤级：王鹏蕊（丰台）            王梦晗（丰台）            王圆圆（门头沟）

                     李佳萱（房山）            韦佳陈奇（房山）        冯宇知（房山）

71 公斤级：李静媛（门头沟）        杨荞菲（门头沟）        李智晗（门头沟）

第四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11：30

女子丙组：8 人

76 公斤级：邢梦雨（海淀）            张熙卓（平谷）            王骁彤（平谷）

                     郭欣艾（平谷）            隋西贝（门头沟）

+76 公斤级：齐文煜（门头沟）     孙祎凡（门头沟）         于思源（房山）

第五场

称量体重时间：10:00 比赛时间 12：30  

女子乙组：14 人

45 公斤级：王颖浩（丰台）            梁琪玉（丰台）            倪子雅（丰台）

49 公斤级：赵    湘（平谷）            胡熙媛（平谷）            刘东欣（平谷）

                     于梦晴（东城）            傅斓熙（东城）            宋佳一（东城）

55 公斤级：张雅馨（丰台）            勾警谊（门头沟）        律纪羽（东城）

                     石语煊（东城）            程金博（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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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 13：30 

女子乙组：11 人

59 公斤级：郭佳馨（朝阳）            代佳仪（朝阳）            周佳琳（朝阳）

                    肖紫兮（东城）             罗思雨（东城）            任静怡（房山）

64 公斤级：鄢鑫宇（丰台）            张涵语（丰台）            陈宏蕊（门头沟）

                     余迎玉（朝阳）            张雨音（朝阳）   

第七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14：30   

女子乙组：13 人

71 公斤级：陈嫣然（丰台）            张钰琳（门头沟）        张瑞雪（朝阳）

                     李佳音（朝阳）            沈秋彤（朝阳）            刘禹琪（房山）

76 公斤级：刘佳雨（丰台）            尹晶瑶（丰台）            李    安（平谷）

                     孟鑫曈（平谷）            董儒琳（门头沟）        徐禹晴（朝阳）

                     李奕萱（朝阳）    

第八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15：30  

女子乙组： 10 人

81 公斤级：刘雨菲（东城）            杜    悦（东城）            张    婷（东城）

                     董洛茜（东城）            杨霡齐（东城）

+81 公斤级：冯翠竹（丰台）          王佳妮（丰台）            刘叶熙（房山）                

                     尹慕雪（房山）            孙羽茜（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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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16：30   

女子甲组：7 人

76 公斤级：段相懿（门头沟）        马馨跃（门头沟）        王紫玥（门头沟）

                     贾凯迪（门头沟）

+81 公斤级：周以珊（门头沟）     尚馨妍（门头沟）         刘伊然（门头沟）

第十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17：30 

男子丙组：16 人

45 公斤级：任莫玉（门头沟）        张庭玮（门头沟）        王梓旭（房山）

                     黄宇泽（房山）            宋子睿（房山）

49 公斤级：姚睿轩（海淀）            罗雨泽（门头沟）        井秋然（房山）

55 公斤级：曹佳俊（延庆）            王天昊（门头沟）        王梓鑫（门头沟）

                     杨子添（房山）            魏嘉俊（房山）            律喜文（东城）

                     王富贤（东城）            孙泽楷（东城）

竞赛日期：2022 年 3 月 13 日

第十一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 8：30  

男子丙组：16 人

61 公斤级：高梓棋（门头沟）        李梓通（门头沟）        赵瀚鑫（大兴）

                     刘    帆（东城）            赵振宇（东城）            刘子豪（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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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公斤级：张佳奇（顺义）            陈秉坤（顺义）            黄宇桐（顺义）

73 公斤级：董昊然（门头沟）        沈一川（门头沟）        吴松翰（大兴）      

                     吴觊颢（朝阳）            王梓涵（房山）            李卓轩（房山）     

                     叶浩然（房山）

第十二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 9：30  

男子丙组：15 人

81 公斤级：张淏忱（顺义）            边栩霆（门头沟）        杨仕豪（门头沟）

                     艾佳易昊（东城）        钟辰昊（东城）

89 公斤级：黄子轩（顺义）            梁文震（门头沟）        杨宇航（东城）

                     孙    澳（东城）

96 公斤级：苑举鹏（房山）            赵俊程（房山）            杨恩袭（门头沟）

+96 公斤级：唐佳璇（门头沟）     陈友健（门头沟）        王士源（门头沟）

第十三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 10：30 

男子乙组：13 人

49 公斤级：任金童（门头沟）        刘    睿（朝阳）            安志昊（朝阳）

                     陈沛达（朝阳）            唐凤林（东城）            王众一（东城）

55 公斤级：王子涵（顺义）            曾    帅（门头沟）        刘力豪（门头沟）

                     刘    硕（朝阳）            郑皓晨（朝阳）            王海泉（房山）

                     李文峻（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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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场

称量体重时间：6：30  比赛时间 11：30  

男子乙组：14 人

61 公斤级：贺新亮（延庆）            李巽山（朝阳）            那洪瑞（朝阳） 

                     黄子豪（房山）            马嘉轩（东城）            连  鑫（东城）

                     勾柯涵（东城）

67 公斤级：郭兆宇（丰台）            王子轩（丰台）            卢季铭（门头沟）

                     谌勇杰（大兴）            石丰毅（朝阳）            张博闻（朝阳）

                     吕    超（房山）

第十五场

称量体重时间：10：00  比赛时间 12：30  

男子乙组：11 人

73 公斤级：尹啸宇（丰台）            王子豪（顺义）            齐佳乐（顺义）        

                     张昊松（门头沟）        马晓鹏（门头沟）        宁    淦（朝阳）      

                     吴瀚森（朝阳）            张泽凯（朝阳）            李振棚（东城）      

                     刘一赫（东城）            张士杰（房山）

 

第十六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 13：30

男子乙组：14 人

81 公斤级：刘孟琛（丰台）            李泽阳（密云）            刘凯文（密云）

                     米    乐（密云）            张陈扬（密云）            周子龙（门头沟）

                     郭    畅（门头沟）        刘昱辉（大兴）            孙辰捍（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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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公斤级：梅宇轩（丰台）            尹纪宇（密云）            周嘉誉（大兴）

                     高兴宇（房山）            王    梓（房山）

第十七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 14：30  

男子乙组：16 人

96 公斤级：赵亿宝（顺义）            安浩瑞（门头沟）        耿梓含（门头沟）

                     孟博文（大兴）            聂兢楠（朝阳）            温家旺（朝阳）

                     奚畅泽（朝阳）            于家龙（东城）            林跃扬（东城）

                     王天洋（东城）            毕梓晨（房山）

102 公斤级：潘子聪（门头沟）      宋鑫磊（门头沟）        李京硕（东城）

                     于浩洋（东城）            岳雨轩（丰台）

第十八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 15：30  

男子乙组：9 人

+102 公斤级：金诏宣（密云）        张思博（密云）            马福泉（延庆）  

                         王子杰（顺义）        王宇琪（门头沟）        王宇航（门头沟）

                         于    轩（东城）        高志豪（东城）            张博文（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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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场

称量体重时间：11：00  比赛时间 16：30

男子甲组：13 人

73 公斤级：宋    禹（丰台）            兰俊儒（密云）             刘志强（门头沟） 

                     杨    晨（密云）

96 公斤级：王金鹏（密云）            周丁辰（顺义）             刘佳磊（密云）

                     马宇航（顺义）

+102 公斤级：孙奕豪（顺义）        赵家辉（大兴）            陆浩楠（朝阳）   

                          张  赫（朝阳）         安浩冉（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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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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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少年男子举重最高纪录
2022年北京市少年男子举重最高纪录

序号 性别 组别 级别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参赛单位 比赛名称 时间 比赛地点

1 男子 U14组 45kg 总成绩 110 曾帅 大兴区 2020年北京市少年举重锦标赛 2020.10.24 北京戎马健身俱乐部

2 男子 U14组 49kg 总成绩 130 纪录标准

3 男子 U14组 55kg 总成绩 165 胡一帆 东城区 2019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19.11.2 首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

4 男子 U14组 61kg 总成绩 170 纪录标准

5 男子 U14组 67kg 总成绩 195 纪录标准

6 男子 U14组 73kg 总成绩 210 纪录标准

7 男子 U14组 81kg 总成绩 225 纪录标准

8 男子 U14组 89kg 总成绩 245 纪录标准

9 男子 U14组 96kg 总成绩 255 纪录标准

10 男子 U14组 +96kg 总成绩 260 纪录标准

11 男子 U16组 49kg 总成绩 175 纪录标准

12 男子 U16组 55kg 总成绩 197 焦东芳 密云区 2019年北京市少年举重锦标赛 2019.7.22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棵松 Hi-park

体育馆

13 男子 U16组 61kg 总成绩 205 周佳蕊 密云区 2019年北京市少年举重锦标赛 2019.7.22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棵松 Hi-park

体育馆

14 男子 U16组 67kg 总成绩 235 纪录标准

15 男子 U16组 73kg 总成绩 261 宁  淦 朝阳区 2021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21.12.4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少体校

16 男子 U16组 81kg 总成绩 275 纪录标准

17 男子 U16组 89kg 总成绩 295 纪录标准

18 男子 U16组 96kg 总成绩 305 纪录标准

19 男子 U16组 102kg 总成绩 315 纪录标准

20 男子 U16组 +102kg 总成绩 320 纪录标准

21 男子 U18组 49kg 总成绩 175 纪录标准

22 男子 U18组 55kg 总成绩 205 邱玉鑫 密云区 2019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19.11.3 首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

23 男子 U18组 61kg 总成绩 230 焦东芳 密云区 2021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21.12.4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少体校

24 男子 U18组 67kg 总成绩 247 王雨航 丰台区 2019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19.11.3 首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

25 男子 U18组 73kg 总成绩 250 纪录标准

26 男子 U18组 81kg 总成绩 275 江川 顺义区 2020年北京市少年举重锦标赛 2020.10.25 北京戎马健身俱乐部

27 男子 U18组 89kg 总成绩 295 纪录标准

28 男子 U18组 96kg 总成绩 305 沙雨蒙 密云区 2019年北京市U系列少年举重冠军赛 2019.11.3 首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

29 男子 U18组 102kg 总成绩 315 纪录标准

30 男子 U18组 +102kg 总成绩 320 纪录标准

备注：1、由于2018年举重规则中级别更改，现按照新设定级别统计纪录。

      2、纪录统计依据为2019年、2020年、2021年市级举重比赛各级别成绩以及最新版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中举重项目成绩标准。

      3、18岁组和16岁组以二级运动员成绩标准为设纪录标准 ，14岁组以三级运动员成绩标准为设纪录标准 ，若超过相应等级运动员成绩标准的 ，                    

         则以实际成绩为纪录。

     4、本次纪录统计只设定总成绩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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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少年女子举重最高纪录
2022年北京市少年女子举重最高纪录

序号 性别 组别 级别 项目 成绩 创造者 参赛单位 比赛名称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1 女子 U14组 40kg 总成绩 97 纪录标准

2 女子 U14组 45kg 总成绩 102 纪录标准

3 女子 U14组 49kg 总成绩 114 纪录标准

4 女子 U14组 55kg 总成绩 129 纪录标准

5 女子 U14组 59kg 总成绩 139 纪录标准

6 女子 U14组 64kg 总成绩 152 纪录标准

7 女子 U14组 71kg 总成绩 166 纪录标准

8 女子 U14组 76kg 总成绩 174 纪录标准

9 女子 U14组 +76kg 总成绩 177 纪录标准

10 女子 U16组 40kg 总成绩 115 纪录标准

11 女子 U16组 45kg 总成绩 122 纪录标准

12 女子 U16组 49kg 总成绩 134 纪录标准

13 女子 U16组 55kg 总成绩 149 纪录标准

14 女子 U16组 59kg 总成绩 159 纪录标准

15 女子 U16组 64kg 总成绩 172 纪录标准

16 女子 U16组 71kg 总成绩 186 纪录标准

17 女子 U16组 76kg 总成绩 194 纪录标准

18 女子 U16组 81kg 总成绩 197 纪录标准

19 女子 U16组 +81kg 总成绩 202 纪录标准

20 女子 U18组 40kg 总成绩 115 纪录标准

21 女子 U18组 45kg 总成绩 122 纪录标准

22 女子 U18组 49kg 总成绩 134 纪录标准

23 女子 U18组 55kg 总成绩 149 纪录标准

24 女子 U18组 59kg 总成绩 159 纪录标准

25 女子 U18组 64kg 总成绩 172 纪录标准

26 女子 U18组 71kg 总成绩 186 纪录标准

27 女子 U18组 76kg 总成绩 194 纪录标准

28 女子 U18组 81kg 总成绩 197 纪录标准

29 女子 U18组 +81kg 总成绩 202 纪录标准

备注：1、由于2018年举重规则中级别更改，现按照新设定级别统计纪录。

     2、纪录统计依据为2019年、2020年、2021年市级举重比赛各级别成绩以及最新版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中举重项目成绩标准。

     3、18岁组和16岁组以二级运动员成绩标准为设纪录标准 ，14岁组以三级运动员成绩标准为设纪录标准 ，若超过相应等级运动员成绩标准的 ，      

        则以实际成绩为纪录。

     4、本次纪录统计只设定总成绩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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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市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秩 序 册
主办单位：北京市体育局

承办单位：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北京市举重运动协会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体育运动中心

2022年3月12日-13日

燕山体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