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棋牌字 〔2011〕209号

关于印发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

等级条例》 和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

等级条例实施细则》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竞赛 (训练)处:

现将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和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

等级条例实施细则》发给你们。请转发到各相关国际象棋管理部

门遵照执行。

原体棋牌 〔2007〕72号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和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实施细则》废止。

附件:1.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

1—1九、十一、十三轮棋得分率和总积分对照表

   2.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实施细则

2—1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申报表

2—2国际象棋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申报表

2—3关于办理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等级证书的函



2—4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证书征订单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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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

一、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设置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共设8个等级和1个荣誉称号,具体

包括: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棋协一级棋士、棋协二级棋

士、棋协三级棋士、棋协四级棋士、棋协五级棋士、棋协六级棋

士,荣誉棋协大师称号。

二、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产生

(一)凡经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 “省级体育管理部门”)

认可的国际象棋比赛,根据比赛的级别、规模及棋手所取得的成

绩,均可授予棋手相应的等级称号;

(二)在全国锦标赛和全国等级赛中获得一级运动员等级称

号者,可以申请办理棋协大师称号;

(三)对积极支持中国国际象棋运动发展且有重大贡献者,

经地方体育管理部门 (见本条例第六条)的申报,由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审批,可授予荣誉棋协大师称号;

(四)特殊情况下,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可根据赛事类型和其

它方式制定授予相应的等级称号标准;

(五)申报中国国际象棋棋协候补大师及以上的业余等级称号

的比赛轮次不得少于9轮,且比赛双方每局用时总和应在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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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申报中国国际象棋棋协六至一级棋士业余等级称号的比赛

轮次不得少于9轮,且比赛双方每局用时总和应在90分钟以上。

三、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晋升

(一)根据棋手在比赛中所取得的成绩 (得分率),参照晋升

等级对照表,可申请中国国际象棋相应业余等级称号;

业余等级称号晋升对照表
     晋升各级称号
       得分率

原等级称号

晋升等级与得分率

棋协
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棋协
一级棋士

棋协
二级棋士

棋协
三级棋士

棋协
四级棋士

棋协
五级棋士

棋协
六级棋士

棋协大师

候补棋协大师 65%

棋协一级棋士 80% 65%

棋协二级棋士 90% 80% 60%

棋协三级棋士 100% 90% 70% 60%

棋协四级棋士 100% 85% 70% 55%

棋协五级棋士 100% 85% 70% 55%

棋协六级棋士 100% 85% 70% 55%

无等级棋手 100% 80% 60% 20%

表中得分率计算:得分率=得分÷轮次×100%

(二)按年龄分组的比赛,根据赛事类型和级别,可申请中

国国际象棋相应业余等级称号;

1.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8岁组最高申请称号为棋协

二级棋士,10岁组最高申请称号为棋协一级棋士,12岁及以上

组最高申请称号为棋协大师;

2.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其它赛事,根据比赛类

型制定授予称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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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年龄分组的省级国际象棋比赛,根据全国国际象棋分

龄组赛的标准递减一级;按年龄分组的市级国际象棋比赛,根据

省级国际象棋分龄组赛的标准递减一级;

4.省级国际象棋幼儿比赛,最高组别申请称号为棋协四级

棋士;市级比赛参照省级标准递减一级。

(三)三个省及以上的比赛,前三名可授予棋协大师 (得分

率达到标准)、候补棋协大师和棋协一级至六级棋士称号。但幼

儿赛事最高组别申请称号为棋协四级棋士。

四、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审批

(一)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称号,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批准授予,同时也可授予棋协六级至一级棋士;

(二)棋协六级至一级棋士称号由省级体育管理部门 (或棋

类协会、国际象棋协会)批准授予;

(三)棋协六级至四级棋士称号由地市级体育管理部门 (或

棋类协会、国际象棋协会)批准授予;

(四)根据情况,上一级体育管理部门可批准授予下一级体

育管理部门权限内的业余等级称号;

(五)业余等级称号的审批实行属地管理,审批单位不得接

受外省市运动员的称号审批申请。

五、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证书

(一)证书的颁发机构

1.各省级体育管理部门 (或棋类协会、国际象棋协会)是

一级管理代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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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地一级管理代发机构,应按照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

称号认定证书统一收费标准收费,不得自行提高收费标准;

3.一级管理代发机构有权按上述办法委托二级乃至三级管

理代发机构。各级代发机构必须按照自身管理权限审批相应业余

等级称号;

4.一级管理代发机构须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上报当年所发各级证书数额、棋手个人资料等材料。个人

资料包括:棋手姓名、性别、年龄、级别、发证时间、证书编

号、单位及通讯地址等;

5.一级管理代发机构应定期向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以书面形

式 (盖章)和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第五条 (一)4.规定的内容。

(二)证书的制作使用

1.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统一制作和颁发;

2.业余等级证书分为两种:奖状式和名片式。两种证书为

同一人持有,证书记载持证人身份、棋力等。同时颁发业余等级

证章;

3.参赛时必须携带业余等级证书。

六、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的管理

(一)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为荣誉棋协大师;

(二)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申报程序:由申报单位填

写申报表,经各地推荐至省级体育管理部门审核,报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批准,核发荣誉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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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申报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的单位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棋

院)、各省级国际象棋协会或棋类协会;

2.在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备案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地俱

乐部。

(四)申报单位须在每年10月31日前向给中国国际象棋协

会申报;

(五)每年年底,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公布本年度获得荣誉

等级称号的人员名单。

七、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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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九轮棋得分率和总积分对照表

     晋升各级称号
       得分率

原等级称号

晋升等级与得分率/总积分

棋协
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棋协
一级棋士

棋协
二级棋士

棋协
三级棋士

棋协
四级棋士

棋协
五级棋士

棋协
六级棋士

候补棋协大师 65%/6

棋协一级棋士 80%/7.5 65%/6

棋协二级棋士 90%/8.580%/7.560%/5.5

棋协三级棋士 100%/9 90%/8.570%/6.560%/5.5

棋协四级棋士 100%/9 85%/8 70%/6.5 55%/5

棋协五级棋士 100%/9 85%/8 70%/6.5 55%/5

棋协六级棋士 100%/9 85%/8 70%/6.5 55%/5

无等级棋手 100%/9 80%/7.560%/5.5 20%/2

十一轮棋得分率和总积分对照表
     晋升各级称号
       得分率

原等级称号

晋升等级与得分率/总积分

棋协
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棋协
一级棋士

棋协
二级棋士

棋协
三级棋士

棋协
四级棋士

棋协
五级棋士

棋协
六级棋士

候补棋协大师 65%/7.5

棋协一级棋士 80%/9 65%/7.5

棋协二级棋士 90%/10 80%/9 60%/7

棋协三级棋士 100%/11 90%/10 70%/8 60%/7

棋协四级棋士 100%/1185%/9.5 70%/8 55%/6.5

棋协五级棋士 100%/1185%/9.5 70%/8 55%/6.5

棋协六级棋士 100%/1185%/9.5 70%/8 55%/6.5

无等级棋手 100%/11 80%/9 60%/7 20%/2.5

十三轮棋得分率和总积分对照表
     晋升各级称号
       得分率

原等级称号

晋升等级与得分率/总积分

棋协
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棋协
一级棋士

棋协
二级棋士

棋协
三级棋士

棋协
四级棋士

棋协
五级棋士

棋协
六级棋士

候补棋协大师 65%/8.5

棋协一级棋士 80%/10.565%/8.5

棋协二级棋士 90%/1280%/10.5 60%/8

棋协三级棋士 100%/13 90%/12 70%/9.5 60%/8

棋协四级棋士 100%/1385%/11.570%/9.555%/7.5

棋协五级棋士 100%/1385%/11.570%/9.555%/7.5

棋协六级棋士 100%/1385%/11.570%/9.555%/7.5

无等级棋手 100%/1380%/10.5 60%/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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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实施细则

一、业余等级的称号授予

(一)根据比赛的级别、规模及棋手所取得的成绩授予棋手

相应的等级称号;

1.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办的全国国际象棋等级赛、个人赛、

团体赛,可授予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和棋协一级至六级棋士

称号;

2.在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备案,有三个及以上省份参加的赛

事,可授予棋协大师 (仅授前三名且得分率达到标准)、候补棋

协大师和棋协一级至六级棋士称号。但幼儿赛事最高组别申请称

号是棋协四级棋士;

3.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推广,有三个及以上省份棋手参加

的赛事,根据赛事类型可授予相应的棋协等级称号,但幼儿赛事

最高授予棋协等级称号为棋协四级棋士;有三个及以上城市棋手

参加的幼儿赛事,最高授予棋协等级称号为棋协五级棋士;

4.在省级比赛中,可产生棋协六级至一级棋士;

5.在地市级的比赛中,可产生棋协六级至二级棋士;

6.在县级比赛中,可产生棋协六级至三级棋士。

(二)各级承办单位,应当严格遵照条例晋升原则制定规程,

否则将取消其承办比赛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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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和全国国际象棋等级赛上,获

得一级运动员称号者,可授予棋协大师称号;

(四)各地符合产生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的国际象棋比

赛,承办单位须事先向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申报,并至少应有三名

国家级及以上裁判员参与裁判工作,其比赛成绩方为有效。

二、业余等级证书的办理事宜

(一)各一级管理代发机构,应当严格按照 《中国国际象棋

业余等级条例》,认真审核每位棋手的申请表 (是否与秩序册、

成绩册的内容相符以及原等级证书是否真实等),并盖章存档;

否则,将取消其办理证书的资格,并通报批评;

(二)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称号的审批实行属地管理。各

级审批单位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审批等级称号,不得跨辖区接受等

级称号的申请。全国比赛时,棋协六至一级棋士等级证书由棋手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办理;

(三)三省及以上地区的赛事,要求承办赛事单位与参赛的

各省一级管理代发机构联系,且有在当地办比赛的省体育局同意

函,再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致函给有关一级管理代发机构,详见

内容在附件2—3;

(四)未设一级管理代发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办理业余等级称号证书;

(五)申请表应当在比赛时领取,加盖赛事组委会公章方为

有效。不领取表格的棋手视同放弃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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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余等级称号的办理,应当在赛后三个月内申报,否

则逾期不予办理。全国比赛时,承办单位应当统一收齐申请表及

相关材料和费用,转交给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办理;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不接待个人办理等级证书;

(七)一级运动员 〔见条例实施细则第一条 (三)〕获得者可

授予棋协大师证书,办理时间为每年两次,3月份和9月份,逾

期不予受理;且应于当年申请办理,否则视同放弃;

(八)棋手办理等级证书所需资料

1.申请表需要一张1寸彩色照片,证书办理需要2寸1张

和1寸1张彩色照片;

2.申请表应当填写完整、清楚,并附有原等级证书及身份

证或带有身份证号的户口复印件 (复印在一张A4纸上)。无身

份证者,需到当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

3.需要回寄证书的棋手,须提供邮编、地址、联系人、电

话等信息,并随附特快专递和办理证书等费用。

三、等级证书的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定,具体标准如下:棋

协大师每本430元、候补大师每本230元、棋协一级棋士每本

180元、棋协二级棋士每本160元、棋协三级棋士每本80元、

棋协四级棋士每本75元、棋协五级棋士每本70元、棋协六级棋

士每本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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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级证书的编号形式

(一)发放证书的编号共11位,其中中间有英文字母,编号

方法为各地身份证号的前3位数、英文字母 (A、B、C、D、E、

F、G、H)、中间2位数是年号、后5位是当年发放各组等级的

序列号;

(二)英文字母 (A、B、C、D、E、F、G、H)分别代表

各称号等级:棋协大师是A、候补棋协大师是B、棋协一级棋士

是C、棋协二级棋士是D、棋协三级棋士是E、棋协四级棋士是

F、棋协五级棋士是G、棋协六级棋士是H。

证书编号列举如下 (以北京地区和发文当年为例):

各省身份证号 英文字母 年号 序列号

1 1 0 A 1 1 0 0 0 0 1

五、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属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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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中国国际象棋荣誉等级称号申报表

201 年 月 日申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申报荣誉称号

单  位

照

片

通讯地址 邮编

电  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支 持 国 际 象 棋 活 动 的 情 况

申请单位 申请人

地方
体育
管理
部门
意见 (章)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章)
年 月 日

证书编号 填表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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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国际象棋业余运动员技术等级申报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

原业余等级
或专业等级

晋升等级或
授予业余等级

贴
照
片
处

家庭住址 邮  编

家庭电话 教练员 训练年限

成绩报告

竞赛名称 竞赛地点

竞赛时间

主办单位

赛制 轮次 组别

总积分 得分率 名次

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成分,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申报人:(签字)

裁判员姓名 级别 职务

总裁判长或裁判长签字:         级别:

竞赛证明或
代理机构
审查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批准单位

卡 片 号:
等级证号:
证书编号: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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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关于办理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等级证书的函

××省的一级管理代发机构:

根据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业余等级条例》和 《中国国际象棋

协会业余等级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于××年××月××

日至××日××、××省联合举办××国际象棋比赛 (见附件)。

请你们在赛后三个月内给本省参赛棋手办理棋协等级证书。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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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证书征订单

一级管理代发机构的出售价格见下表

(需要邮运每份再加3元)

称号等级 份数 单价 金额小计

棋协一级棋士 68元

棋协二级棋士 62元

棋协三级棋士 38元

棋协四级棋士 36.5元

棋协五级棋士 35元

棋协六级棋士 26元

份数:   ;邮运费    元;总计:   元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一级管理代发机构 (章)

邮编:        日 期:

相关事宜:

一、具有一级管理代发机构权限的单位,需当地体育局出具证明或委托,可办理征订手续。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市体育馆路支行

户  名: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棋院)

帐  号:0200008109014446414。

二、一级管理代发机构向外出售价 (不得超过此标准)为:棋协一级棋士每本为180元、棋

协二级棋士每本为160元、棋协三级棋士每本为80元、棋协四级棋士每本为75元、棋协五级棋

士每本为70元、棋协六级棋士每本为40元。

主题词:棋牌中心 国际象棋 通知

 抄送:各地相关单位。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