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体协会字﹝2020﹞5 号 

 

中国门球协会关于印发 2020年“庄子杯” 

全国老年人门球赛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推动全国老年人门

球运动的开展，中国门球协会决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在

山东省东明县举办 2020 年“庄子杯”全国老年人门球赛。 

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积极组队参赛。 

 

 

 

                               中国门球协会 

                              2020 年 1 月 9 日 

 

 

 

 

 



2020 年“庄子杯”全国老年人门球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门球协会 

东明县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东明县老干部局 

东明县教体局 

三、协办单位 

东明县门球协会  

东明县老干部局活动中心  

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山东省东明县万福公园庄子门

球广场举办。其中 24 日报到，25 至 27 日比赛，28 日离会。 

五、竞赛项目  

五人团体赛 、双人赛 、单人赛 

六、参赛要求  

（一）各队可报领队、教练员、随队裁判各 1 人，队员 6-8 人

（双人赛、单人赛人员不得重复）。各教练员、随队裁判只能随 1

支队伍一起报名，随队裁判不得兼队员。 

（二）运动员年龄 



女运动员：50-70 岁[1950 年 1 月 1 日（含）至 1970 年 12 月

31 日（含）之间出生] 

男运动员：55-75 岁[1945 年 1 月 1 日（含）至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含）之间出生] 

（三）参赛人员须携带居民身份证原件；持有 2020 年县级以

上医院开具的体检合格证明：自行办理赛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

往返赛区途中)；于赛前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附件 2)，比赛

期间发生任何意外均责任自负。 

超龄的运动员需要有家属陪同并且有直系亲属签字的免责书，

方可参赛。(附件 3)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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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各参赛队有冠名，须提前将冠名报主办单位确认。 

七、竞赛办法 

（一）执行 2015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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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动员须统一着装、穿平底运动鞋。教练员、队长须佩

戴相应徽章，每队比赛时只允许 1 人指挥，违者取消比赛资格。 

（四）比赛在人工草坪场地进行，比赛用球及球槌须为中国门

球协会合作企业产品。 

（五）比赛严格按照“全国门球竞赛纪律规定”执行，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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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比赛； 

3.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 

(一)五人制团体赛 

录取前 16 名，其中前三名颁发奖杯、奖牌、证书和奖金；四

至八名颁发证书和奖金；九至十六名颁发奖金。 

奖金(每队)：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 2000 第五至八名 1000 元；第九至十六名 500 元。 

(二)双打和单打赛 

各项录取前 8 名，颁发证书、奖金。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 ；第四名 500；第五至八名 300。 

九、仲裁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由中国门球协会选派。各参赛

队可报一名 55 周岁以下、一级以上裁判员（裁判员统一吃住，费

用自理，每人每天 80 元）。 

(二)随队裁判员差旅、食宿费用自理。裁判员须自备专业门球

裁判服装、白色平底运动鞋，佩戴裁判员徽章。 

十、参赛费用 

（一）参赛人员差旅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自理。 

（二）参赛队员每参赛一个赛事项目(团体、双打、单打)缴纳

80 元综合服务费，交费后报名生效，发票由承办单位开具。 



（三）食宿安排 

1.各参赛队可自由安排食宿，赛事组委会提供赛场周边食宿

信息，参赛队可自行联系。 

2.为方便有需求的参赛队，承办单位提供统一标准的食宿服

务，食宿标准 160 元/人/天，报名时一次付清，提前离会者不退食

宿。 

（四）大会提供医疗服务，治疗费用自理。 

十一、报名、报到及离会 

（一）报名 

1.各参赛队按要求填写《2020 年“庄子杯”全国老年人门球

赛报名表》，于 3 月 10 日前将电子版发至承办方，报名以报名

表、参赛服务费到账时间为准，报满为止，逾期不接受报名。 

联系人:张瑞青       18853071639 

       李小丹       18353055852 

邮箱: sddmty@163.com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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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名时，请将综合服务费交予李小丹，并留存好相关汇款单

据（微信转账需提供转账截图），报到时提交至承办方。 

3.赛事综合服务费银行收款方名称及帐号： 

收款人：李小丹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东明支行 

银行帐号：6212261609011063234 



    注：汇款时须在备注或附言中写明“2020 年“庄子杯”全国

老年人门球赛”，并留存好汇款单报到时提交，否则报名不予可。 

(二)报到时间及地点 

1.参赛队于 4月 24日到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万福公园门球场

报到。报到时须出示参赛人员 2020 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签署

自愿参赛责任书，交验体检合格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原件。 

2.裁判员于 4月 23日上午 12:00前到东明县万福公园门球场

报到，14:00 裁判员培训学习。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裁判员，大会

将不安排裁判工作。 

3.4 月 24 日下午 16:00，在门球场多功能厅召开领队、教练

员联席会议。 

(三)离会 

4 月 28 日早上离会。 

十二、交通路线 

1.火车：在菏泽火车站下车后，站前广场有到东明县的班车，

价位 13 元，到东明县。 

2.汽车：在东明县长途汽车站下车，到东明县。 

注:东明县城区内公交车全部免费。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 

2020 年全国老年人门球赛报名表 

队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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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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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 

交通方式与抵达时间： 

预计离会时间： 

注：本表必须填写电子文档，手写无效，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请务必提交 2 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确保电话畅通。 



附件 2： 

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2020 年全国老年人门球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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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不适合运动的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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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现场急救及其

他医疗服务，救治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日期: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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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老年人门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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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全国老年人门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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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医疗

服务，救治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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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