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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天津市高中学生参加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通知 
 

各区科协、教研室、有关单位：  

根据《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及全国高中数学联合竞赛组

织委员会的要求，结合天津实际情况，组织我市高中学生参加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本届比赛不收取任何费用（由各区及有关

学校自行选拔优秀学生参加本次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时间、地点  

1．竞赛时间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一试）： 

2021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8：00—9：20；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加试（二试）： 

2021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9：40—12：30。  

2．竞赛地点：见准考证  

二、参赛对象及报名办法  

1．参赛对象: 2021 年 9 月天津市高中在校学籍生。 

2．由各区科协、区教研室和直属校组织申报,按照 2021 年全

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名额分配表（附件 1）报名。请各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前将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报名表

（附件 2）、纸质版（加盖公章）扫描版或照片各一份发送至

tjsx2021@126.com 邮箱。  

三、竞赛组织 

1.请各区及相关学校统一于 2021 年 9 月 8 日（8 点 30 分至

17 点）到天津科学技术馆 A 区二楼青少年科技教育部领准考证。 

2.考场信息以准考证为准。          

四、奖励办法 

依据竞赛成绩设一、二、三等奖，由全国竞赛委员会统一颁

发证书。  

五、其他说明 

1.视疫情防控进展做出的任何变化，将及时向各单位发出通

知，请予以关注。 

2.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请考生仔细阅读并执行考生防疫



安全须知（附件 3），考生及监护人需要填写并签订考生体温测量

表及安全考试承诺书（附件 4），于考试当天入场时交给监考老师。

如没有安全考试承诺书，不能进入考场考试，请知悉。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2-87898875 

联 系 人：张珺 刘思彤 

网    址：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 

http://www.tjstm.org 

E-mail: tjsx2021@126.com 

 

附件： 1.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名额分配表 

2.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报名表 

3.考生防疫安全须知 

4.考生体温测量表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天津市数学会                天津科学技术馆 

 

 

                                                  

 2021 年 8 月 25 日  

http://tianjin.xiaoxiaotong.org/
http://www.tjcysc.org/uploads/2019_06_11/20190611100705_186.xlsx


附件 1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名额分配表 

  

 

单位 名额 单位 名额 

和平区 5 宁河区 5 

河东区 5 静海区 5 

河西区 5 蓟州区 11 

南开区 5 天津铁厂 5 

河北区 5 第一中学 107 

红桥区 5 南开中学 115 

东丽区 5 耀华中学 28 

西青区 5 新华中学 16 

津南区 5 实验中学 13 

北辰区 7 外大附校 24 

武清区 15 天津中学 5 

宝坻区 14 复兴中学 5 

滨海新区 17   



附件 2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报名表 

各单位负责人登记表 

区 姓名 工作单位 电话 电子邮件 

      
2021 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报名表 

区 姓名 学校全称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考试时就读年级 高中入学年份 指导教师 是否天津学籍 

          
填报说明： 

1.请确保此表信息一定准确无误，所有获奖信息以此表为准。 

2.考试时就读年级以 2021 年 9 月为准。 

3.指导教师填写一名，所有获奖信息以此报名信息为准。 

4.请核查考生是否为天津在籍学生，不得有其他省市学生参加天津考试。 

5.请检查身份证号的格式。 

6.电子邮箱将作为今后信息沟通的重要途径，请确保准确无误。 



附件 3 

考生防疫安全须知 

为保障考生健康安全和考试的平稳顺利进行，请考生严

格执行如下防疫要求: 

1.考生须考前连续 14 天在天津实际居住，不能离开天津。

考生须持有天津市“健康码”方能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2.考生本人及家人考前尽量减少外出，避免走亲访友聚

餐、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考前严禁去重点地区旅

行。 

3.注意个人卫生，科学安排作息，加强饮食营养，保证以

健康的状态、良好的心态参加考试。建议尽量减少考生陪同人

员，以避免考点人群聚集。 

4.考生须依据考试时间按照准考证要求提前到达考试地

点进行入场验证。验证后须听从考试工作人员指挥，分散进入

考点和考场，进退考场、如厕时均须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

离，考生之间避免近距离接触交流。考生原则上应佩戴口罩参

加考试。 

5.考生应如实、完整的填写考生体温测量表，签署安全考

试承诺书，于考试当天入场时交给工作人员。考生须每日进行

身体健康监测，如实填写考试考生体温测量表及安全考试承

诺书，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



触史的考生，以及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考生，将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

规予以处理。 

6.从境外和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回津参加考试的考生

要提前做好核酸检测，进入考点时需提供近 7 天内本人核酸

阴性检测报告，方可参加考试。 

7.考前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病

状应按规定及时就医，并立即报告本人所在学校及报名考试

机构。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考生，须携带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方可参加考试。 

8.考生须及时关注天津疫情防控要求，按相关要求做好

疫情自查和防控措施。



 

 

考生体温测量表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姓名  所在学校  考号  

天数 日期 体温 
本人及家人身体

健康状况 

是否接触境外
返津人员或中
高风险地区返

津人员 
是否离津 天数 日期 体温 

本人及家人身
体健康状况 

是否接触境外
返津人员或中
高风险地区返

津人员 
是否离津 

第 1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8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2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9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3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10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4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11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5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12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6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13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7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第 14天   健康□ 不适□ 否□  是□ 否□  是□ 

本人及家人身体不适情况、接触返津人员情况
及离津情况记录 

否□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承诺：我已知晓《考生防疫须知》，并保证严格按照须知内容执行。我将如实填写健康卡，如有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病状出现，将
及时向本人学校或考试机构报告，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病情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等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
愿接受《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考生签字：                           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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