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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协会字﹝2019﹞382 号 

 

中国门球协会关于印发 2019年美丽中国· 

全国门球大赛（高青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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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高

青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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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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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高青站）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9 月 23 日—26 日，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体育中

心门球场举行。9 月 23 日报到，9 月 24 日—25 日比赛，25 日

下午比赛结束后或 26 号离会。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门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山东省门球运动协会 

                淄博市体育局 

高青县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  

高青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高青县门球协会 

北京梦之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运营单位：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竞赛项目：五人团体赛 

四、参赛要求 

（一）接受社会公开报名，五人制团体赛每队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 6 至 8 人。教练员只能随一支队伍一

起报名，不得兼任其他参赛队成员。 

（二）本次大赛执行“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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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积分评选相关荣誉奖项。如需参加县级积分，请在报名时

注明所属县（区），例如 XX县 XX门球队，具体积分办法见总规

程。 

（三）参赛运动员性别不限，须携带居民身份证原件。年

龄不超过 70 周岁（1949 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填写自愿参赛

责任书（附件 2）；年龄超过 70 周岁的，需要有家属陪同，并

且有直系亲属签字的免责书（附件 3），方可参赛。 

（四）参赛运动员、随队裁判员须在 2019年内经县级以上

医院体检合格；自行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填

写自愿参赛责任书；比赛期间发生任何意外均责任自负； 

（五）本次比赛五人制团体赛限报 48 支队伍，以收到报名

表和参赛综合服务费的先后顺序为准，报满截止。 

（六）每队须报一位 55 周岁以下，一级以上随队裁判员（国

家级及以上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未报随队裁判员的缴纳 500

元代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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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决出相关名次。 

（三）上场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统一着装、穿平底运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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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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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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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团体赛录取前八名，其中前三名颁发奖金、证书、

奖牌；第四至八名颁发证书、奖金。 

团体赛总奖金 30000 元，奖金（每队）：第一名奖金 10000

元；第二名 6000 元；并列第三名（2 队）各 3000 元；并列第

五名（4队）各 1000 元。并列第九名（8队）各 500 元。 

（二）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七、仲裁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副裁判长、裁判组长，

由中国门球协会选派；随队裁判由参赛单位选派，随队裁判员

差旅、食宿费自理（每人每天 160 元），统一按照赛事组委会要

求进行食宿安排。不足人员由承办单位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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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裁判员自备白色长裤、白色平底运动鞋，裁判

员须携带等级证书、胸徽，裁判员上衣由大会负责。 

（三）鼓励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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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宿费自理（每人每天 160 元，按照赛事组委会统一管理要求

食宿），中国门球协会承认其工作经历。 

八、经费 

（一）各参赛队差旅费、食宿费自理；需大会提供食宿安

排的，每人每天按 230 元标准收取，并负责安排车辆酒店球场

接送，请在报名表标注。自由安排食宿的，请自行联络酒店与

交通事宜。 

（二）五人制团体赛参赛综合服务费 500 元/队，请于报名

时汇至承办单位指定账户。 

（三）大会提供医疗服务，比赛期间发生的伤病治疗费用

自理。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按要求填写《2019年美丽中国·全

国门球大赛（高青站）报名表》（附件 1），于 9月 15 日前将电

子版发至承办方，逾期不接受报名。 

报名邮箱：gqxtyj@163.con 

（二）赛事综合服务费收款方名称及帐号： 

收款人：高青县财政局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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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帐号：152451010400274770000000002 

（注：汇款时须在备注或附言中写明“2019年美丽中国门

球赛高青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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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于 9 月 23 日下午 15：00 点前报到，地点：高青

县迎宾馆。19 点 30 分在高青县迎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领队、

教练员联席会议。比赛地点：高青县体育中心门球场。 

2.仲裁委员会、裁判长、副裁判长、选聘裁判员 9 月 22

日 17:00 前报到；随队裁判员、志愿者裁判员 9月 23 日 12:00

前到；地点:翡骊汤温泉度假村（潍高路 277 甲 77 号）。下午

15:00召开裁判员技术会议。 

3.组委会联络人员：  窦昭宁  13808943985 

杨莎莎  17615699579  

十、乘车路线 

1.济南机场：出站打车至淄博市高青县迎宾馆(约 100 分

钟)。 

2.济南火车站：出站打车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南区乘坐济

南至高青的车（发车时间 9:00  13:30  14:30  15:30 ）至高

青县汽车站（约120分钟），到站后乘1路公交车到高青迎宾馆。 

3.淄博市火车南站：下车后从出站口向北走 20 米路边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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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至高青的 71 路车（每 10 分钟一趟）至高青县汽车站(约

90 分钟)，到站后乘 1路公交车到高青迎宾馆。 

4.淄博市火车北站：出火车站乘 229 路或 K229路公交车至

中润华侨城西门站下车，马路对面等待淄博至高青的 71 路车至

高青县汽车站，到站后乘 1路公交车到高青迎宾馆。 

5.淄博市长途汽车客运站：下车后打车到中润华侨城南门

站等待淄博至高青的 71路车到高青县汽车站，到站后乘 1路公

交车到高青迎宾馆。 

    6.自驾车：山东济青高速转滨博高速至高青或“高青北”

出口下高速，向西 10 公里进入高青县县城行驶至黄河路与文化

路路口向南 450米到达高青迎宾馆。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门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8 

附件 1：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高青站）报名表 

团体赛 

队名全称      县（区）      门球队 简  称  

领  队  教练员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赛事综合服务费发票抬头（不得更改）： 

税号： 

姓  名 队内职务 手机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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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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高青站）自愿参赛责任书 

 

第一条：我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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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不适合相关运动的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

大赛（高青站）。 

第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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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的

态度参赛。 

第三条：我本人愿意遵守本次赛事的所有规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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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并告知赛事组委会。 

第四条：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代理人、个人代表或亲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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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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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者签名（请用楷体签身份证上的姓名）：                

队名：           队员数量： 

队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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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高青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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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美丽中国·全

国门球大赛（高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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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高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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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