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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门  球  协  会 

中 国 老 年 人 体 育 协 会 
 

社体协会字﹝2019﹞418 号 

 

 

中国门球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关于印发 2019 年 

“香城泉都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咸宁站） 

暨全国老年门球交流赛竞赛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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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决定举办 2019 年“香

城泉都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咸宁站）暨全国老年门球

交流赛。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参赛。 

 

 

 

            中国门球协会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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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香城泉都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咸宁站）暨全国老年门球交流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年 11 月 12日—17 日，在湖北省咸宁市体育中心举行。

其中 12 日报到，13 日—16 日比赛，16 日下午比赛结束后或 17

日离会。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门球协会 

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咸宁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咸宁市体育局 

咸宁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咸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咸宁市门球协会 

《门球之苑》编辑部 

（三）协办单位：湖北省门球协会 

（四）运营单位：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竞赛项目 

五人制团体赛、双人赛、单人赛 

四、参赛要求 

（一）接受全国各地门球协会、老年体协公开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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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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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一起报名，教练员、运动员不得兼任其他参赛队成员；五人

制团体赛队伍数量不超过 100支队伍； 

每支五人制团体队可报单人赛、双人赛各一支队（单、双人

赛之间不可兼项）；单人赛、双人赛队员须是五人制团体赛队伍

成员。 

（二）本次大赛执行“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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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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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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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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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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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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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支队分为一组，共 16组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每小组

取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然后进行交叉淘汰赛，直至决出名次；

团体赛淘汰赛在人工草坪场地进行，采用上下半时赛制；单、双

人淘汰赛在天然草场地进行，采用单淘汰赛制；单、双人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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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之后的比赛以及决赛可能调整至人工草坪场地进行（根据赛

事现场需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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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赛用球槌须为中国门球协会供应商产品。 

（五）五人制团体赛比赛时只允许一人指挥，单人赛中不允

许场外指挥；双人赛允许队友之间相互提醒。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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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出线后各个名次均颁发奖金和证书，每个单项前

三名颁发奖杯。 

（二）奖金奖励办法： 

小组出线即有基础奖金，每前进一轮奖金翻倍并累计，根据

最终取得的名次获得相应的奖金。 

奖金发放办法为：小组出线后，每队领取 32 强奖金；之后

每前进一轮，胜者队伍领取相应的奖金，以此类推。以团体赛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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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总奖金为：300+600+1200+2400+4800+9600=18900 元； 

亚军总奖金为：300+600+1200+2400+4800=9600 元； 

并列第三名总奖金为：300+600+1200+2400=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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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人员由承办

单位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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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励 55周岁以下、具有门球一级及以上裁判员等级称

号的人员，通过赛事组委会报名邮箱报名担任志愿者裁判，交通、

食宿费用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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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为参赛队提供

推荐酒店信息。 

（二）各五人制参赛队缴纳参赛综合服务费 500元/队（单人

赛、双人赛不再缴费），请于报名时汇至承办单位指定账户。收

项目/轮

次 
32强 16 强 8强 4强 决赛 冠军 

冠军队

伍累计 
单项总奖金 

五人团

体 
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8900 57600 

双人 200 400 800 1600 3200 6400 12600 38400 

单人 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6300 19200 

累计 19200 19200 19200 19200 19200 19200 37800 1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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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参赛综合服务费后报名生效，请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缴纳

完毕。 

（三）大会提供医疗服务，比赛期间发生的伤病治疗费用自

理。 

（四）如队伍无随队裁判，不需要缴纳裁判代聘费。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各参赛队按要求填写《2019 年“香城泉都杯”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咸宁站）暨全国老年门球交流赛报名

表》，于 10月 31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承办方，逾期不接受报名。 

报名电话：18501922816，13952371177 

联系人：吴 洋、裴 佩 

电子邮箱：386099446@qq.com          

（二）赛事综合服务费收款方名称及帐号： 

收款人：咸宁市门球协会  

开户行：咸宁市工商银行咸宁分行泉塘支行   

银行帐号：6232711818000010940  

（注：汇款时须在备注或附言中写明“2019年“香城泉都杯”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咸宁站）暨全国老年门球交流赛报名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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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11 日下午 18:00 前裁判员报到，12 日全天裁判员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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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11 日—12 日全天运动员报到，12 日 16:00 在市体育

中心一楼大会议室，召开领队、教练、裁判长联席会。 

3.11 月 13 日上午 9:00举行开幕式，16 日下午 16:30 闭幕颁

奖。 

（五）组委会联络人员 

湖北省咸宁市：徐禹汉，13339870776 

              姜  宾，18995826069 

              周德军，18907247180 

（六）乘车路线 

在咸宁站下车的乘坐 8路到市体育中心站下车即到； 

在咸宁北站下车的乘坐 1 路到市住建局站下车后，继续向前

穿过咸宁大道即到； 

咸宁南站下车的乘坐 8路到市体育中心站下车即到； 

咸宁长途汽车站下车的直接坐的士到市体育中心（起步价，

约 6-7元）； 

自驾车的导航到咸宁市体育中心即可。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归中国门球协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2019年“香城泉都杯”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咸宁

站）暨全国老年门球交流赛报名表 

附件 2：自愿参赛责任书 

附件 3：超龄参赛责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