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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协会字﹝2019﹞462 号 

 

中国门球协会关于印发 

2019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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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门球协会决定举办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

决赛。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参赛。 

 

 

 

                              中国门球协会   

                            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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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12 月 6 日－9 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举行。12

月 6 日报到，7 日－9 日比赛，9 日比赛结束后或 10 日上午离会。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中国门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江西省门球协会 

婺源县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婺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婺源县门球协会 

（四）运营单位：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参加单位 

（一）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分站赛积分排名前

128 名的队伍优先报名参赛；如果末尾积分相等队累计超过 128 

队，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如有积分排名前 128 名的队伍放弃参

赛，则顺延至 128 名之后，分数并列的队伍按报名顺序依次接受

报名，由中国门球协会负责选调安排。 

（二）中国门球协会与赛事承办地可另外报名各 4 支队伍。 

四、竞赛项目 

五人团体比赛、双打比赛、单打比赛 

五、参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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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人团体比赛每队可报领队、教练员、随队裁判各 1

人，运动员 5 至 8 人，性别不限。教练员、随队裁判员只能随 1

支球队报名，随队裁判不得兼队员。 

单、双打比赛不分性别。教练员、运动员不得兼任其他参赛

队成员。报名后无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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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团体赛限报不超过 128 支队伍，双打比赛限报不超过 32

支队伍，单打比赛限报不超过 32 支队伍；参加双打、单打队员

人选只允许在五人团体队中产生，不接受单独报名单、双打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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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见附

件 2）；年龄超过 75 周岁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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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于赛前签署 《自愿参

赛责任书》；比赛期间发生任何意外均责任、费用自负。 

（五）各队需按时报到并参加赛前组委会会议，无故缺席的

不允许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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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队伍有冠名，须提前将冠名报主办单位确认。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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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分两个阶段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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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相关名次。双打、单打比赛根据报名人数和场地确定赛制（分

组循环+淘汰赛，或直接采用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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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提供比赛用球。 

（四）比赛用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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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参赛队不得无故退赛或者严重违反竞赛规程，如

有此行为，组委会有权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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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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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七、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获得前三名的队伍发给奖牌、证书、奖金、奖杯；4-8

名的队伍发给奖杯、证书和奖金；9-32 名的队伍发给证书和奖金。 

参赛队伍不足 80 支队伍时，只录取前十六名，奖金不变。

参赛队伍不足 50 支队伍时，只录取前十六名，奖金调整为前十

六名各个名次奖金的 50%。 

五人团体比赛奖金（每队）如下： 

第一名奖金 20000元；第二名奖金 10000元；第三名奖金 5000

元；第四名奖金 5000 元，第 5-8 名奖金各 3000 元，第 9-16 名

奖金各 1000 元；第 17-32 名奖金各 800 元。 

（二）双打比赛录取前八名，其中前三名的队伍颁发奖金、

奖牌、奖杯和证书；第 4-8 名颁发奖金、证书。 

双打比赛奖金（每队）如下： 

第一名奖金 5000 元，第二名奖金 2000 元；第三名奖金 1000

元；第 4-8 名奖金各 800 元。 

（三）单打比赛录取前八名，其中前三名的队伍颁发奖金、

奖牌、奖杯和证书；第 4-8 名颁发奖金、证书。 

单打比赛奖金（每队）如下：第一名奖金 5000 元，第二名

奖金 2000 元；第三名奖金 1000 元；第 4-8 名奖金各 800 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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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如报随队裁判员的，年龄须在 60 周岁以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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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国家级及荣誉国家级裁判员年龄不超过 67 岁)。如未报 

随队裁判员的球队，无须缴纳裁判员聘请费。裁判员人数不足部

分由承办单位选派。 

（二）随队裁判员差旅、食宿费自理，食宿标准同参赛人员。

裁判员自备白色长裤、白色平底运动鞋、白手套，裁判员需携带

等级证书和胸徽（组委会发放裁判服上衣）。 

（三）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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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标准与参赛人员一致），中国门球协会承认

其工作经历。  

九、参赛费用 

（一）各参赛队差旅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食宿费自理。

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运动队食宿费 160 元/人/天，按实际入住天

数收取。 

（二）各参赛队缴纳参赛综合服务费团体赛 500 元/队，双

打 300 元/队，单打 200 元/人，请于报名时汇至指定单位；收到

参赛综合服务费后报名生效，请于 2019 年 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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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报名、报到及离会 

（一）报名： 

1.各参赛队按要求填写《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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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报名表》，于 11 月 28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承办方，逾期不接

受报名。 

报名邮箱：jxwyltx@163.com 联系电话：0793-7471908        

联系人：董知时  联系电话：15970305566（微信同号） 

2.赛事综合服务费收款方名称及帐号： 

开户名：婺源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开户行：36050183105100000010 

银行帐号：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婺源天佑支行 

（注：汇款时须在备注或附言中写明“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

球大赛总决赛”，并留存好汇款单报到时提交，否则报名不予认

可。） 

3.报名后不能无故撤销报名。如确系因故不能参赛，请于赛

前 10 天书面报告报名联系人，综合服务费不退还。 

（二）报到时间及地点 

1.参赛队伍于 12 月 6 日 16:00 前到各队住宿酒店报到，住

宿酒店由赛事承办单位统一分配，分配方案待报名结束后另行通

知。报到时须交验 2019 年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体检合格证明；

出具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2.裁判员报到时间、地点及裁判培训学习时间、地点以中国

门球协会发布的裁判选调通知为准。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裁判员，

大会不安排裁判工作。 

3.领队、教练联席会议时间及地点：待报名结束后发补充通

知。 

mailto:jxwylt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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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离会：各参赛队请于 12 月 10 号 12:00 前离会。 

十一、12 月 9 日将举办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

全国门球最强县颁奖活动，有关安排见附件 4（另发）。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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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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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服务费发票抬头（不得更改）： 

税号： （如不需要发票请勿填写） 

五

人

团

体

赛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队内职务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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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双打 
   

   

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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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9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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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疾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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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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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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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球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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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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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