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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CCF NOIP2017天津赛区复赛的通知 

 

各区（县）特派员及相关单位： 

各位参赛选手： 

CCF NOIP2017 天津赛区的初赛工作已圆满结束。根据 CCF 要求，定于 2017

年 11月 11日-12日（周六、日）举行普及组及提高组复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复赛时间： 

2017年 11月 11日（周六）上午：08：30至 12：00进行提高组一试竞赛 

2017年 11月 11日（周六）下午：14：30至 18：00进行普及组竞赛 

2017年 11月 12日（周日）上午：08：30至 12：00进行提高组二试竞赛 

二、复赛地点： 

天津大学综合实验楼 2楼 

（南开区卫津路七里台，从七里台校门进入学校后右侧旭东路进入 100 米） 

三、报名： 

1、凡获得复赛资格的同学（见复赛名单），采取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的原则。

报名时按 CCF规定必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在规定日期到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现

场交费并领取参赛证。 

2、网上报名及审核事项： 

详细报名流程及时间安排请登录：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 查阅。 

3、复赛注册要求： 

1）指导教师和取得复赛资格的选手必须依次重新注册。请按照《NOIP2017

复赛报名流程表》规定的时间注册。 

2）请仔细阅读《NOIP2017复赛报名流程说明》及报名的注意事项。 

3）推荐使用 Google或 Firefox浏览器注册，地址：http://rg.noi.cn/。 

4）指导老师：请先进行注册，待本赛区特派员审核通过后可登录系统。 

5）参赛选手：请在系统中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年级、学籍学

校及本人证件号码（身份证号、护照号或回乡证）。证件号码为后期获奖证书的

证书编号。如因注册信息错误造成获奖证书信息有误，一律不更改，责任由选手

http://history.ccf.org.cn/resources/2567814757332/NOIP2017/NOIP2017%E5%A4%8D%E8%B5%9B%E6%B3%A8%E5%86%8C%E3%80%81%E6%8A%A5%E5%90%8D%E3%80%81%E7%94%B3%E8%AF%89%E6%B5%81%E7%A8%8B%E8%AF%B4%E6%98%8E2017-10-12-05_03_42.docx
http://history.ccf.org.cn/resources/2567814757332/NOIP2017/NOIP2017%E5%A4%8D%E8%B5%9B%E6%B3%A8%E5%86%8C%E3%80%81%E6%8A%A5%E5%90%8D%E3%80%81%E7%94%B3%E8%AF%89%E6%B5%81%E7%A8%8B%E8%AF%B4%E6%98%8E2017-10-12-05_03_42.docx
http://rg.no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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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担。 

4、现场报名：已完成网上注册的同学，请在 11月 6日－7日，由所在学校

老师统一到青少年科技中心报名，如无指导教师也可自行到青少年科技中心报名。

参赛费用：普及组—150 元，提高组—280 元，现场报名时交费（也可提前汇款

到支付宝：panjinkjzx@foxmail.com [写明附言]）并领取竞赛参赛证，报名时

请带免冠 1 寸彩色照片 1张。 

四、评奖： 

本次竞赛将按照 CCF要求，评选出下列奖项：（如有变化以 CCF通知为准） 

提高组、普及组：复赛全国一、二等奖（由 CCF颁发获奖证书或成绩证明书）。 

提高组、普及组：指导教师证书（教师直接向 CCF申请，由 CCF颁发证书）。 

五、竞赛注意事项及相关说明：（见附件一） 

六、联系方式： 

报名地点：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248号，科技创业

大楼 2楼）。 

联系人：潘老师     联系电话：87891326    邮箱：panjinkjzx@163.com 

七、未尽事宜将参照《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组织指南》执行。 

 

 

 

                                天津市五项学科竞赛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0月 17日 

 
 
 
 
 
 

mailto:panjinkjzx@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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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CF NOIP2017 复赛注意事项及相关说明 

一、竞赛软件环境： 

本次竞赛为上机编程，机器的操作系统统一为 Windows 平台。复赛使用的

编程环境为 DEV C++（C，C++），FREE PASCAL（PASCAL）及 Lazarus（PASCAL），
均通过 CCF 认可，竞赛结果以 CCF 测试为准。竞赛时不得使用规定以外的其它

编程环境及语言，如有特殊情况请提前向组委会说明。 
二、竞赛注意事项 

1、所有参赛选手必须持参赛证进入赛场，并按参赛证指定的位置就座准备

比赛。未带参赛证者，需到指定地点办理登录验证手续，经竞赛负责人同意方可

进入赛场。 
2、所有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类型的数码存储设备（如：U 盘、MP3、移

动硬盘等）、通信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纸质资料等进入

赛场，如有违反取消参赛资格。 
3、除参赛选手以外的其他人员（如：老师、家长、司机）均不得进入综合

实验楼，不要在综合实验楼前的广场逗留。竞赛秩序请严格按竞赛日程表的安排

进行。 
4、参赛选手迟到 30 分钟后不得进入赛场。竞赛开始 60 分钟后方可离场。

请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扰乱赛场秩序，否则取消参赛成绩并逐出

赛场。 
三、竞赛过程 

1、竞赛中机器故障的解决方案 
在竞赛过程中若机器软硬件出现各类故障应及时向赛场监考老师汇报，由赛

场监考老师负责解决（考场负责人有权更换考试用机，在参赛证上标明更换后的

机器号）。如果在 10 分钟内解决该故障，则不予补时；否则弥补超出 10 分钟以

外的那部分时间。选手应当随时注意将程序保存到指定磁盘上，以防止竞赛时机

器出现故障给选手带来损失。 

注：更换机器后，选手的文件夹号不变！！！ 
2、文件的使用规范及说明 

有关文件的命名规定及相关注意事项在试卷首页上都已经清楚地说明（如有

变化以最新通知为准），务必严格遵守。文件的扩展名用编程环境的默认扩展名

命名（如：C—.c，C++—.cpp，pascal— .pas）。 
3、程序确认 

每位选手在离开赛场前，必须保证自己的程序已存放在规定的文件夹中，以

便程序的准确收集。竞赛结束后，所收集的程序由竞赛主办单位及竞赛监管单位

共同掌握，并在当日 CCF 规定的时间前上传至 CCF。选手及老师不得以任何方

式带走竞赛用机上的程序。主办单位将公示所有选手的代码（公示网址：

tianjin.xiaoxiaotong.org），请注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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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J-0001 
 
   task1        task1.cpp  (扩展名可以是.pas\.c\.cpp) 
   task2        task2.cpp 
   task3        task3.cpp 

4、评测 

本次竞赛的评测由 CCF 统一进行，天津主办单位不再进行评测，评测结果

预计将在竞赛后一周左右发布（网址：tianjin.xiaoxiaotong.org）,有关申诉及复测

事宜也将同时在网上进行说明，请随时关注。 
5、文件命名要求及保存 

(1)请以你的“文件夹号”命名在 E 盘建立文件夹，并按试卷说明建立其它的

子文件夹。你建立的文件夹名字请用大写字母（如：TJ-0001）,子文件夹及所编

写的程序名称全部用小写字母。例如：abcd.pas、abcd.c、abcd.cpp（注：“-”是

减号，不是下划线） 
(2)将你编写的程序按要求放在相应的子文件夹中。(注：TJ-0001、task1、task2、

task3 是文件夹) 
样例： 
 
 
 
 
 
(3)请在竞赛结束前，将你的原程序文件保存好，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下，并且

只保留程序的原代码文件，删除其它无用文件。离场前请千万不要关机，并将你

的当前窗口显示为程序所在窗口。（以上规定如有变动和补充，以 CCF 最新通知

为准） 

竞 赛 日 程 表 

2017年 

11月 11日 

8：00-8：30 持参赛证进入赛场（熟悉机器） 
天津大学 

综合实验楼 

老师、家长等

其它人员不

得进入赛场。 8：30-12：00 NOIP2017复赛，提高组一试 

12：00-12：30 疏散   

14：00-14：30 持参赛证进入赛场（熟悉机器） 
天津大学 

综合实验楼 

老师、家长等

其它人员不

得进入赛场。 14：30-18：00 NOIP2017复赛，普及组 

2017年 

11月 12日 

8：00-8：30 持参赛证进入赛场（熟悉机器） 
天津大学 

综合实验楼 

老师、家长等

其它人员不

得进入赛场。 8：30-12：00 NOIP2017复赛，提高组二试 

12：00-12：30 疏散 一周内在网上公布初测成绩 

备注 以上安排如有变动，以最新通知为准 

其它 消息发布请随时关注天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网（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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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CCF 的相关信息： 
按照 CCF 最新的报名要求，NOIP2017 复赛必须在网上进行在线报名。网上

注册、竞赛报名的具体操作请点击后面的链接并认真阅读理解： 

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FileNotice/Detail?lnArticleID=218702 

竞赛其它相关说明详见 NOI网站： 

http://www.noi.cn(或 http://rg.noi.cn)。 

在注册和报名过程中如有问题，请通过邮件联系 NOI竞赛办公

室：noi@ccf.org.cn 
 

 CCF NOIP2017 复赛网上报名流程表 

流程  顺序 角色  任务  时间  

注册  

1 省特派员 
完善个人信息  10 月 16 日-18 日 

添加学校、审核指导教师注册  10 月 17 日-23 日 

2 指导教师 

注册，由特派员审核  
若系统中无需要注册的学校，该校首位教师

负责进行“添加学校”申请，由特派员审核  
10 月 17 日-23 日 

审核选手注册  10 月 20 日-31 日 
3 选手 注册，由教师审核  10 月 20 日-30 日 

 

流程  顺序 角色  任务  时间  

报名  

1 选手 报名，由教师审核  10 月 20 日-30 日 
2 指导教师 审核选手报名  10 月 20 日-31 日 

3 特派员 
汇总选手报名，先生成准考证号再统一提交

报名表至 CCF（每个省只能提交一次，务必

审核无误后再提交）  
11 月 1 日-4 日 

4 CCF 审核复赛报名  11 月 1 日-5 日 

  
 
转发 CCF 的“复赛报名要求”及“注意事项”: 

1、选手报名：选手在 NOI 报名系统注册成功后，点击“竞赛管理”，按组别选择竞赛，

进入竞赛报名，点击“我要报名”-“发送验证码”（发送至注册邮箱），填写验证码并确认。 
2、教师审核：指导教师审核本账号内选手报名，审核通过后该选手信息自动提交至特

派员。 
3、特派员报名：特派员审核选手报名、确定无误后先“生成准考证号”再提交报名表；

特派员统一提交报名表至 CCF。各赛区只能提交一次，务必审核无误后再提交。（若名单变

动，准考证号会更新，需再次生成） 
 

 

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FileNotice/Detail?lnArticleID=218702
http://www.noi.cn/
http://rg.noi.cn/
mailto:noi@cc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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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注册 
1.  特派员、教师、选手在注册时，尽量避免使用 126、163 及新浪邮箱，推荐使用 QQ

邮箱或其他。 
2.  用户名具有唯一性。当注册被拒绝后，需更换用户名并再次进行注册。 
3.  教师需要完成自己的注册信息，如未提供注册学校，教师可以申请“添加学校”后

特派员审核。请注意，每个学校第一个注册的教师是该学校的第一负责人。 
4.  注册时请选手正确填写本人的证件号，每个证件号只可成功注册一次（注册且审核

通过），该证件号为后期获奖证书的证件编号。若教师或选手注册失败（审核被拒绝），还可

重新使用该证件号注册。 
5.  当选手因注册信息有误需要重新填写时，应由教师拒绝其注册申请后，选手重新注

册，教师不用删除该选手第一次注册信息。 
6.  指导教师及选手提交注册信息时，系统可能会有几秒钟的延迟。请耐心等待，不要

重复点击。 
*7、如果选手所在学校和指导教师所在学校不同时，请选手一定如实填写自己所在的学

籍校，并在自己的学籍校中选择一位指导教师对自己的信息进行审核。如果选手没有指导教

师，请家长注册为选手所在校的指导教师进行审核，网上指导教师的填写只为选手报名的审

核，不影响其它事项。 
 
二、报名 
1.  选手报名被指导教师拒绝后，不能再进行二次报名。需由指导教师在教师账号下为

选手完成报名工作。 
2.  特派员需确认报名表完整无误并生成准考证号后再提交至 CCF。若名单变动，准考

证号会更新，需再次生成。报名表一经提交，特派员将无法修改，请谨慎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