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棋牌字 〔2011〕350号

关于印发2012年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暨

第20届 “李成智杯” 全国少年儿童

国际象棋冠军赛规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体育局竞赛 (训练)处:

现将2012年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暨第20届 “李成智

杯”全国少年儿童国际象棋冠军赛规程的通知发给你们,请通知

相关单位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2012年年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暨

第20届 “李成智杯” 全国国际

象棋少年儿童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管理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天津市体育局

天津弈诚棋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天津市奥蓝际德国际酒店

四、竞赛日期与地点

比赛日期:2012年1月29日至2月5日举行

比赛地点:天津市奥蓝际德国际酒店 (4星)

五、参加单位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体育系统各单位,报名

表上必须加盖体育部门公章方可报名,否则无效。

六、竞赛项目

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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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资格

(一)按照年龄段分成男、女各分为5个组别,共计10个组;

甲组 (16岁组:1996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 (14岁组:1998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 (12岁组:2000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 (10岁组: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出生)

8岁组 (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出生)

(二)各组别年龄大小及男、女性别不得更换。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最新规则执行;

(二)8—16岁组按照年龄段分成男、女各10个组别进行

比赛;

(三)各组视人数,采用瑞士制或循环制,共赛11轮,每天

2轮,8—10岁组比赛时限为每方1.5小时包干;12—16岁组比

赛时限为每方60分钟,每步加30秒;

(四)采用电脑编排;

(五)各组报名人数如成单数,由承办单位负责补双。

九、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长和编排人选及部分裁判员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派任。其他裁判员由承办单位根据精干原则选派;

(二)仲裁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为中国国际象棋协会1人,承办单位

—3—



1人,领队、教练员、运动员中选3人。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各组奖励男、女前16名 (不足30人组录取前8名)。

其中各组冠军荣获李成智杯一座,前3名授予国家体育总局颁发

的奖牌和奖状,第4—16名授予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奖状。如人

数过百的组,可增加获奖名次至32名发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

奖状;

(二)10、12、14、16组男、女冠军有资格代表我国参加当

年的世界少年儿童分龄组冠军赛 (“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将给

予适当赞助);

(三)各组前列名次者,获得国内举办国际等级分赛的参赛

资格;

(四)棋手可以取得的成绩申请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

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技术等级称号,依据是 《运动员技术等级

条例》和 《中国国际象棋业余等级条例》;

(五)男女各组获得优异名次者,可参加2012年全国国际象

棋少年精英赛 (具体详见相关规程)。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表必须采用下发的标准格式 (见附件1)加盖参

赛单位和体育主管部门的公章,否则无效;

(二)报名后如有弃权、补报、换人者以书面形式并经大会

批准,每变动一名需交纳50元手续费。报名后无故不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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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下届比赛资格 (由各参加单位提供名单);

(三)各参赛单位的领队、教练人数按参赛运动员1∶4的比

率,即有4名运动员的单位,可报领队或教练1人,8人以内可

报领队1人、教练1人,以此类推。超编人员需事先报名,由赛

区根据接待能力决定安排与否;

(四)报名表须在2012年1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 (以Excel

形式填写)和传真发往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1.主办单位只接收用Excel形式填写发邮件

E-mail:chess_china@yahoo.com.cn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际象棋部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80号

邮 编:100061

联系人:白 岷、刘 英

电 话:(010)87559155、87559156

传 真:(010)67115176

2.承办单位接收电子邮件 (以Excel形式填写)和传真。

天津弈诚棋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澳景大厦3门2501室

邮 编:300000

联系人:田 燕、赵 津

电 话:(022)28315152 (传真)

手 机:13512289322、1510223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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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ianjincmo@sina.com

网 址:http://www.yicheng-chess.com

(五)报到时间2012年1月29日报到;离会时间2012年

2月5日下午。

十二、经费

(一)“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给予适当赞助;

(二)赛会负责竞赛、裁判、宣传、接待、奖励等费用;

(三)参赛费用:

1.上届比赛各组冠军免交报名费;

2.报名费每人150元;

3.各队食宿旅费自理,食宿费标准双标间:每人每天298元、

三人间255元、四人间235元,详见附件2。

十三、器材及其它

(一)棋子、棋盘、棋钟应符合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器材标准,

事先由裁判长确认;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注册,没有注册棋手请进入http://

djf.chessivy.org/addplayers.jsp网页内有办理说明,在比赛期

间办理年龄审核和注册手续,没有注册的棋手不许参赛,如虚报

年龄,取消其参赛资格或比赛成绩,并对参赛队处以500元

罚款;

(三)大会要求所有参赛棋手在当地办理保险;

(四)赛会地点的交通,详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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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未尽事宜

请查看承办单位的网址:http://www.yicheng-chess.com

弈诚棋艺。

附件:1.2012年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暨第20届" 李

成智杯" 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儿童冠军赛报名表

2.报名、食宿和交通的说明

—7—



附件1:

2012年年全国国际象棋少年冠军赛暨

第20届" 李成智杯" 全国国际

象棋少年儿童冠军赛报名表

代表单位 (盖章): (体育主管盖章)
领队: 教练员:
总人数:   人,其中运动员:   人,随行人员:   人填表人:
住房预定:标准间:预定 (     )间,其他要求:

所有预定住房和返程车票均需在2012年1月20日前通过传真或电邮再次确认,
方为有效,逾期责任自负。

返程车票预定:    年  月  日车次 (    )张卧铺/硬座)
组别 姓名 性别 注册证号码 称号 等级分 备注

报名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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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报报名、 食宿和交通的说明

一、报名

(一)依照竞赛规程,报名截止日期为2012年1月10日,

过期报名大会加收逾期管理费100元/人。汇款的截止时间是

1月20日,没有汇款的报名单无效,将不能参与编排;

(二)大会指定报到日为2012年1月29日 (正月初七),请

所有参赛人员按时报到,自行到指定酒店办理相关手续;

(三)请各队领队或教练报道当天携带加盖公章的报名表、

注册证和汇款凭证到酒店指定地点办理相关参赛手续,领取秩序

册、参赛证和餐券。

二、食宿

(一)本次比赛指定的入住酒店是:奥蓝际德国际酒店,酒

店提供标准相同的双人标准间160、三人标准间500、四人标准

间170,相对应的食宿标准入住为每人每天298元、255元、235元,

请各队仔细填写住房登记表,按时足额汇款,报到时办理完相关

手续可持登记人身份证直接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二)比赛的退餐每天80元,不足部分大会补贴。开餐时间

为1月29日晚餐至2月5日中餐,休息日如需退餐请在2月

1日,上午9∶30到17∶00到会务组办理;

—9—



(三)住房预定和汇款:

1.参赛棋手按汇款先后顺序安排入住的酒店房间,预订住

房信息将及时在弈诚棋艺网站上发布或更新。请汇款后将汇款凭

单与住房登记表及时传真或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发送给会务组进行

确认。酒店严格按照所提供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安排住宿;

2.参赛队或个人按以下标准选择汇款金额:

(1)双人标准间:

棋手2236元 (298元×7天+150元 <报名费>)

陪同2086元 (298元×7天)

(2)三人标准间:

棋手1935元 (255元×7天+150元 <报名费>)

陪同1785元 (255元×7天)

(3)四人标准间:

棋手1795元 (235元×7天+150元 <报名费>)

陪同1645元 (235元×7天)

(4)如有需要接站,再另加每人单程30元。

3.收款人信息

户 名:孟祥琴

帐 号:6228480020661448512

开户行:农业银行天津市河西区大沽路支行

四、返程票预订

请各队自行订好返程车票,确有困难的大会协助预订,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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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日或次日办理预订手续,收取定金,出票后组委会不办理退

票,请自行到相关部门办理。

五、交通线路

(一)酒店地址:天津武清开发区新源道17号天狮产业园

内;武清火车站打出租车至奥蓝际德国际酒店 (约20元);

(二)火车站

1.天津站 (东站)

(1)乘607路车至武清客运站,再乘563路车至天狮产业园

下车 (可步行到宾馆);

(2)天津站 (不出站)转乘动车至武清火车站下,打车至奥

蓝际德国际酒店 (约20元);

2.天津西站:乘836路在天津站海河广场下车步行至天津

站公交车站转乘563路车至天狮产业园下车;

3.天津南站:乘707路车至八里台站换乘8路至天津站公

交车站,再乘563路车至天狮产业园下车 (不建议在南站下车)。

(三)机场

1.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乘机场巴士1至天津站 (后广场进

站)换乘动车到武清站下车,或换乘563路汽车;

2.出租车:天津站、机场打车至奥蓝际德国际酒店均约

120元左右。

(四)自驾车:津京塘高速1号线在武清城区出口下高速,

走富源路到泉河道右拐直行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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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团队如需办理接送站服务,请在报名期限内申请办

理,具体接送站指定有天津站 (东站)、天津西站、滨海机场,以

打款确认预订,并说明来津时间及到达站点 (以书面形式报送)。

主题词:棋牌中心 国际象棋 通知

抄送: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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