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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协会字﹝2019﹞393 号

中国门球协会关于印发 2019 年

“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推动我国门球事业的全面发

展，中国门球协会决定举办 2019 年“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

国门球大赛（柳州站）。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

参赛。

中国门球协会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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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广西柳州市文昌桥底群众体

育活动中心 10 连片人造草坪门球场举行。14 日报到（只参加双

打的队伍可以 16 日报到），15 至 17 日团体比赛，18 日至 19

日双打比赛，19 日下午比赛结束后离会。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门球协会

广西柳州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中共柳州市委老干部局

柳州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柳州市门球协会。

（四）支持单位：哈尔滨长寿文体有限责任公司

《门球之苑》

（五）运营单位：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竞赛项目：五人团体比赛、双打比赛

四、参赛要求

（一）接受社会公开报名，五人团体比赛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 6 至 8 人。双打比赛不分性别，任意

组合。教练员、运动员不得兼任其他参赛队成员。报名后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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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队名不得更改，人员变动需在开领队、教练会议前提出。

五人团体比赛限报不超过 80 支队伍，双打比赛限报不超过 50

支队伍，以收到报名表和参赛综合服务费的先后顺序为准。

（二）赛事对五人团体比赛实行积分制，根据县（区）级

单位派队的数量和成绩作为积分依据。需要纳入积分统计的单

位或队伍，须在报名时注明所属县（区），例如 XX 县 XX 门球队，

具体积分办法见总规程。如队伍名称不符合要求，将不计算积

分。

（三）参赛运动员性别不限，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75 周

岁（194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见附

件 3）；年龄超过 75 周岁的，需要有直系亲属签字的免责书（见

附件 4），方可参赛。

（四）参赛运动员须在 2019 年内经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比赛期间发生任何意外

均责任自负。

五、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门球协会 2015 年审定的《门球竞赛规则与

裁判法》。

（二）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或淘汰附加赛（必要时实行上下半时制），

决出最终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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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场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统一着装、穿平底运动鞋，

各队自带号码布，教练员、队长必须佩戴中国门球协会统一制

作的徽章，违者取消比赛资格。大会提供比赛用球。

（四）比赛用球槌须为中国门球协会器材供应商产品。

（五）比赛在人工草坪上进行。

（六）五人制团体赛比赛时只允许一人指挥，违反者按妨

碍比赛行为处罚。

（七）比赛将严格按照“全国门球竞赛纪律规定”执行，

请各参赛队切实重视并担负起赛风赛纪的责任。对参赛队以下

行为将视其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取消得分、取消比赛资格或禁

赛等处罚：

1.无理取闹，不服从裁决；

2.以消极行为参赛；

3.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奖金总额 50000 元，按以下方式分配：

（一）五人团体比赛录取前十二名，其中前三名的队伍颁

发奖金、奖牌、奖杯；第四至十二名颁发奖金、奖旗（或奖匾）、

证书。进入第二阶段，参加复赛的被淘汰队伍获鼓励奖 100 元

和号码布一副。奖励名额可根据最终报名队数适当调整。

五人团体比赛总奖金 31500 元，奖金（每队）：第一名奖

金 10000 元；第二名奖金 6000 元；第三名奖金 4000 元；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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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奖金 3000 元，第五名奖金 2000 元，第六名奖金 1500 元；第

七名奖金 1200 元；第八名奖金 1000 元；第九至第十名各 800

元；第十一至第十二名各 600 元。

（二）双人赛录取前八名，其中前三名的队伍颁发奖金、

奖牌、奖杯；第四至八名颁发奖金、奖旗（或奖匾）、证书。

奖励名额可根据最终报名队数适当调整。

双打比赛总奖金 15200 元，奖金（每队）：第一名奖金 4000

元，第二名奖金 3000 元；第三名奖金 2500 元；第四名奖金 2000

元；第五名奖金 1500 元；第六名奖金 1000 元；第七至第八名

各 600 元。

七、仲裁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裁判组长由中国门球协

会选派；执裁人员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所有裁判员自备白色和红色上衣各一套，白色长裤、

白色平底鞋、白手套，裁判员需携带等级证书，胸徽。

（三）欢迎广西自治区内 65 周岁以下、具有门球一级及以

上裁判员等级称号的人员，通过赛事组委会邮箱报名担任志愿

者裁判，交通、食宿费用自理（食宿标准为 120 元/人/天），

也可自行安排，裁判员补贴：50 元/人/天。中国门球协会承认

其工作经历。

八、经费



6

（一）各参赛队差旅费、食宿费自理，组委会为参赛队提

供推荐酒店。需要组委会安排食宿的请在报名表上予以标注，

费用为每人每天 120 元（含吃、住）。

（二）团体赛每人缴纳综合服务费 50 元/人，双打比赛每

队缴纳综合服务费 200 元/队，请于报名时汇至柳州市门球协会

指定账户。

（三）如队伍无随队裁判，五人团体队伍须交纳裁判员代

聘费 200 元，双人队伍须交纳裁判员代聘费 100 元.

（四）每位参赛的运动员及领队，都可获得运动短袖上衣

一件。报名时填写运动员性别及衣服尺码，报名表可通过邮箱、

微信发至组委会，报名费汇入柳州市门球协会指定账，收到参

赛费后报名生效。

（五）报名时间：2019 年 8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止。大会

接受电话，邮箱，微信报名。

（六）大会提供医疗服务，比赛期间发生的伤病治疗费用

自理。

九、报名方式

（一）报名

1.各参赛队按要求填写《2019 年“龙胄·龙城杯”美丽中

国·全国门球大赛（柳州站）报名表》，于 11 月 1 日前将电子

版发至承办方，逾期不接受报名。

报名邮箱：LZ28636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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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传真）：0772—2863687

2.报名咨询电话

梁中珣（主 席） 13907729985

范苏云（副主席） 13977291156

杨继红（副主席） 13877256566

马玉萍（副秘书长）18978018604

魏莉琳（办公室） 13977273181

（二）赛事综合服务费收款方名称及帐号

收款人：柳州市门球协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柳州广雅支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20114301040003043

（注：汇款时须在备注或附言中写明“2019 年“龙胄·龙

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柳州站）”，并留存好汇款单

报到时提交，否则报名不予认可。）

（三）报名后不能无故撤销报名。如确系因故不能参赛，

不退参赛服务费，请于赛前 10 天书面报告大会组委会，说明原

因。

（四）报到时间及地点

1.参赛队伍报到：11 月 14 日 14:30 前，地点：柳州市北

站路 9 号，民族宾馆一楼大厅。

2.11 月 14 日 15:00 召开裁判员培训会，地点：柳州市民

族宾馆 7 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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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月 14 日 16:00 召开领队、教练联席会议。

十、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门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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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团体赛报名表

队伍名称 XX县 xx 门球队（如需积分请按此格式）

队伍简称 （尽量用四个字简称）

联系人 1 手机

联系人 2 手机

参赛服务费发票抬头（不得更改）：

税号：

（如不需要发票请勿填写）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队内职务 手 机
运动衣

尺寸

性

别

领 队

教 练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运动员 4

运动员 5

运动员 6

运动员 7

运动员 8

裁判（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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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双打报名表

队伍名称

队伍简称 （尽量用四个字简称）

联系人 1 手机

联系人 2 手机

参赛服务费发票抬头（不得更改）：

税号：

（如不需要发票请勿填写）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队内职务 手 机
运动衣

尺寸

性

别

运动员 1

运动员 2

裁判（ ）级

柳州市门球协会地址：广西柳州市广雅路 17 号一栋三楼；

QQ 号：374077115；电子邮箱：LZ2863687@163.com 邮编：54500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本表必须打印盖章，手写无效。

mailto:LZ28636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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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交通食宿服务指南

一、柳州民族宾馆 0772--2806666，13877208848 柳州市北站路

9 号，乘坐 2、26、39、56、92 路到北站路下车。

食宿标准：①：标准双人间 110 元/天（不含餐）②：120 元/人

/天（含三餐、民族歌舞表演）。从宾馆步行 20 分钟可到球场。

二、柳州桂新酒店 0772--2810991，柳州三中路 88 号，乘坐 5、

24 路公交车到三中路白沙路口站下车。住宿标准：标准双人间 110

元/天（不含餐）。

三、柳州市延安大酒店 0772—3309888（三星级酒店），柳州市

飞娥路 79 号（汽车南站旁），乘坐快 1 路、快 2 路公交车到延安大

酒店下车。食宿标准：①：标准双人间 110 元/天（不含餐）②：140

元/人/天（含三餐）。从酒店门口左手边 50 米公交车站乘快 1、快 2

到文昌桥头东下车，往西走 200 米即到。

四、柳州友谊时尚宾馆 0772--2309669，柳州市友谊路 5 号，乘

坐快 1、快 2在市人民广场站下车，住宿标准：标准双人间：110 元/

天（不含餐）。

五、柳州市首旅如家宾馆 0772—8855556，三中路店，乘坐 5 路

公交车在白沙路口下车往回走 200 米。住宿标准：标准双人间：130

元/天（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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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柳州市好迪雅酒店 0772--8855168，晨华路阳光 100 九栋，

乘坐快 1 路公交到 文昌西路站下车，乘坐快 2 路公交车在市民广场

东站下车。住宿标准：标准双人间：145/天（不含餐）。

需要组委会安排食宿的参赛队，请在报表上标注食宿标准及宾馆

名称。报名成功后不能无故退赛，如确实有突发事情因故不能参赛，

请提前 10 天告知组委会，否则所交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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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柳州站）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

赛（柳州站），并签署本责任书。对以下内容，我已认真阅读、全面

理解且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我愿意遵守本次大会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参赛过程

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参赛或报告赛

事组委会。

二、 我完全全了解自已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

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

齐、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及其它不适合运动的病病等），可

以正常参加本次大赛；并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受伤或事故等潜在危险负

全部责任。

三、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赛事活动期间可能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

的医务治疗，但医院救治期间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责。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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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龙胄·龙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柳州站）

超龄参赛运动员责任书

我 （姓名） （身份证号码）与 （参

赛运动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是 关

系。我同意 （参赛运动员姓名）参加 2019“龙胄·龙

城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柳州站）。

1、我知晓 （参赛运动员姓名）身体健康良好，没

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

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血

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及其它不适合相关运动的疾病），因此我

郑重声明，同意（参赛运动员姓名）正常参加 2019“龙胄·龙城杯”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柳州站）。

2、我充分了解本次赛事期间有潜在的危险，以及可能由此而导

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告知并保护 （参赛运

动员姓名）在比赛期间的安全，以负责任的态度参赛。

3、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属将放弃追究所有非组委会过失导致的伤

残、损失或死亡的权利。

4、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

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参赛运动员本人负担。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

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愿。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