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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联赛简介



慢投垒球是由棒垒球运动衍生出来的新兴休闲运动项目，

受众面宽、不受年龄、性别、体能等条件限制，可全民参与。

·美国：垒球被称之为“人人参与”的运动

·亚洲：非常盛行

·宝岛台湾被称之为第一大运动，慢投球队有几千支。

慢投介绍



慢投垒球在中国

• 2003年深圳、昆山成立最早慢投垒球联盟并正式举办比赛；

• 2009年举办“东逸湾杯”，“健康赢”“周氏杯”“妈祖杯”“海峡杯”；

• 垒协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慢投发展迅猛，竞技水平大有提升，
期盼举办全国联赛，垒协也希望以此加强慢投垒球的普及与
提高，促进项目全方位发展，吸引大众关注参与这项运动，
慢投联赛应运而生。

慢投介绍



中国垒球协会为赛事都做好充分的准备，调动各方资源，

以发展垒球运动建设体育强国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对项目

发展进行了长远思考和系统设计，发挥项目特点为社会服务。

联赛介绍



经过一年的策划、筹备和运营，经过全体慢投人的共同

努力，我们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韧劲，紧跟时代的

步伐，顺应项目的发展要求，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成功举

办了2019年的联赛。

联赛介绍



联赛意义

促进
全民健身

促进
各行业间
交流

搭建
交流平台

提升
快乐感
幸福感

提升垒球
影响力



企业联赛LOGO含义



•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指导

• 中国垒球协会主办

• 广东熊猫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布瑞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COMET赞助企业）

联赛的推出对于加速我国慢投垒球项目的普及与发展，推

动我国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联赛介绍



·联赛包括：分站赛、分区赛、总决赛三级赛事，各级赛

事采用赛会制形式完成比赛。

·球队自行选择分站，而分区赛按照分站的地理位置就近

原则划分参赛。

赛制与赛程



• 执行中国垒球协会慢投垒球竞赛规则。

• 场地器材等技术标准由中国垒球协会统一制定。

• 总决赛和分区赛竞赛规程和赛事编排由中国垒球协会统一发
布；分站赛竞赛规程和赛事编排由各承办单位在中国垒球协
会备案后发布。

• 赛事运营、技术统计和成绩发布采用“中国棒垒球”APP统一管
理。

竞赛办法



参赛办法



球员参赛注册，凡在中国（大陆）注册企业就业者，均可

通过“中国棒垒球”APP注册成为会员后，加入本企业球队参赛，

未能在本企业报名参赛的人员，可加入其它企业球队参赛。一

旦加入一支企业球队，年内不得转会其它球队。

分区赛参赛人员必须参加过分站赛的比赛，总决赛参赛人

员必须参加过分区赛比赛，通过审核后方可参加晋级比赛。

参赛资格



球队参赛注册，在中国（大陆）注册的企业（包括俱乐部、

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等）均可通过“中国棒垒球”APP注册球队报

名参赛，参赛队名可为该企业名称，队标和队旗为企业标识

LOGO。

参赛资格



资格审验，赛事组委会有权随时查验参赛球员或参赛球队

的证件和资格，凡所查证件与注册证件不符合或者其他资格问

题，取消球员参赛资格，该球员所在球队全部参赛成绩均判为

0:16负。

参赛资格



承办比赛



一、总决赛、分区赛：免收报名费，赛事运行基础费用由中国
垒球协会承担

包括：比赛用球、棒、软件管理、网络传播、奖金等。
二、分站赛：赛事运行基础费用协会给予1000元/队经费支持。

1、场地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2、参赛人员食宿费、交通费、保险（必备）等费用自理。
3、分站赛报名费由承办方决定，但不高于2000元/队。
4、分站赛协会支持包括：比赛用球、软件管理、网络传

播等。

协会支持



• 不限站数，任何单位都可以申请承办分站赛、分区赛。

• 每个分站赛参赛队伍不少6支，县级行政区不重复设站；

• 分区赛参队伍赛不少于16 支。

申请承办



·填表申请承办提交（垒协），待公示及批复后台创建比赛。
·按分站赛或分区赛模板完成比赛规程如：
比赛时间地点、用球和棒、参赛报名起始时间、费用、
场地规则、球员比赛保险、报名联系人及方式

·分站（区）赛竞赛主任将规程及裁判长（人选）一并上传
APP，开始接受报名并审核球队球员的注册、资格。

·赛前二周，将选球型号场次等表格提交后竞赛处即发赛区
·截止报名，编排秩序册（纸质版或电子版）。

申请承办



• 分站赛在公布竞赛办法后平等接受全国任何队伍报名参赛。

• 各分站赛第一名晋级分区赛。分区赛参赛队为16支，分区赛

名额不足时，优先从参赛队伍较多的分站赛录取第二名，直
至名额录满为止。

分站赛



•

• 设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四个赛区

• 各分区赛参赛队设16支，由各区域分站赛队伍晋级而来。

• 各队参赛人员可由本队注册人员和增选5名本分站赛内未晋级
队伍参赛人员组成。

分区赛



• 各分区赛前八名进入总决赛。

总决赛



二、2019年联赛回顾



分
站
赛

每年1月1日至 7月31日

分
区
赛

每年8月1日至 10月31日

总
决
赛

每年11月1日至 12月31日

联赛安排



联赛花絮



华北

46队

华东

63队华南

117队

华西

31队

完成情况

·分站赛： 33站，共有257支队

·分区赛： 4区，共有 56支队

·总决赛： 共有 18支队

·总场次：775场



承办团体

联盟5个

俱乐部12个 协会18个

学校3个



各区分站赛

·华西：重庆站、长沙站、成都站、武汉站

·华北： 奥美站、北京站、达阵站、内蒙站、沈阳站、长春站、

石家庄站

·华东： 飞鹿站、宁波站、广杰站、贝斯德、无锡站、温州站、

南京站（南工大）



各区分站赛

·华南：

福州站、厦门站、南宁站、桂林站、深圳站、东莞站、

深圳联盟站、清溪联盟站、东莞联盟站、珠海站、

乾鑫站、东高站、广州弘达站、广州hard站、广州 SSK站



参与人群

参与团体及人群：

企业107队41% ，高校76队30%，俱乐部 58队23%，其它16队6%；

（台商75队30%）

其他（16队）

6%

高校 （76队）

30%

俱乐部（58队）

21%

台商 （75队）

30% 其他

10%

企业（107

队）…

球队分布



人群特点

人群特点

高消费、高学历、高净值

这三高人群超80%
高净值



联赛规模

·联赛参赛运动员、参赛球队、比赛场次达国内
垒球赛事之最*

·从总决赛球队的竞技水平来看，代表国内

慢投垒球的最高水平*



联赛覆盖

·联赛赛事历时12个月，覆盖23个省市

·联赛时间跨度规模创国内垒球比赛历史之最*



联赛奖金

·总奖金38万

其中20万奖金用于总决赛，18万奖金用于4个分区赛,

此次比赛参与人群十分广泛，无论是公司企业、俱乐部、

机关事业单位、还是高校团队都可以组队报名参赛，凭借自身

实力争夺荣誉和奖金。

·赛事奖金总额创造国内垒球比赛的最高记录*



决赛场地



决赛场地

2019年新落成的中山熊猫纪念球场



决赛场地

·总决赛球场硬件设施是国内
最顶级的棒球场

·总决赛每块球场配置10位维
护工作人员

·创造国内慢投垒球比赛最高
的比赛规格



裁判团队

·分区赛和总决赛阶段垒协共派出50人次裁判骨干参加联赛工作，

·国际级21人次、国家级14人次，

·分区赛和总决赛裁判长均为国际级裁判

在裁判执法方面零投诉，保障比赛顺利进行。



媒体与宣传

·注重联赛宣传、精心策划、贯穿始终

·专业媒体团队，定制宣传计划，包括建立联赛网站，官方发布平

台和新闻宣传出口；

·APP上开设慢投垒球板块，赛事官方组织平台；

·成功举行新闻发布会，获得爱好者的热情关注、积极报名；

·分区赛、总决赛视频直播，配备专业解说进行多平台分发推广，

良好宣传效果；

·赛后制作宣传画册。



媒体与宣传



企业联赛宣传计划



赛前新闻发布



参与报道媒体

·参与报道媒体超过30家：

中央电视台CCTV5、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体育报、中国日报、工人日报、华奥星空、国家体

育总局官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官网、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光明网、

中国网、中华网、北京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广东电视台、新浪网、搜狐网、

腾讯网、网易、体坛网、凤凰网、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爱棒垒微信号

·媒体类型涵盖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和新媒体，传播范围覆

盖全国，有力提升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媒体与传播

· 在媒体传播方面，赛事获得了中央和各地方媒

体持续性关注报道，全年持续报道总量近400篇次；

· 提供官方摄影图片达3000张；视频直播22场累

计直播时长24小时，

·创下垒球项目一项新的传播记录



联赛媒体聚焦





三、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一、加强赛事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做好保障

·优化 APP功能，动漫视频指引，协会安排专人指导；

个人注册：实名；

球队注册：队名，logo、法人证书；

·简化基础费用的手续；协会安排专人负责对接及时发放。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完善联赛竞赛总则和规程模板、竞赛办法等相关的文件，

详细阐述联赛工作的要求和内容，成为各赛区组织工作

的主要依据。

例如：报名参赛、球员资格、申办方式、赛前赛后提交
的资料等方面。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二、举办慢投垒球裁判员培训班

根据现阶段我国大陆慢投垒球发展的需要，由垒球协会面向

全国举办慢投垒球 C  级裁判员培训班，提升全国慢投垒球比赛的

执裁能力和水平，逐步建立完善慢投垒球比赛裁判体系。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三、加强联赛监管

协会委派技术代表加强对各级赛事进行指导和监督，包括：

·裁判工作、记录工作、赛场监督

·球员资格的审核

·裁判员记录员短训与指导

·规范秩序册、比赛记录、成绩册等资料及按时提交



分
站
赛

1月1日至 9月30日

分
区
赛

10月1日至 11月31日

总
决
赛

12月1日至 12月31日

2020年联赛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比赛时间：总决赛12月周六、日

·总决赛名额：32支调整18支，各分区赛前4名名晋级总决赛

·球员资格：宽严并举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四、加大宣传力度

在2019年宣传工作基础上精心策划，突出重点，突出参与企

业、单位、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联赛盛况特点，提升商业价值，争

取更多的企业参与联赛活动 。



2020年联赛工作要点



2020年联赛推广

五、全力推广联赛

·鼓励连续办赛

·华东、华南基础较好，竞技水平较高鼓励参加西部赛区比赛

·华西、华北都有较好的垒球群众基础，特别陕西等省发展空

间很大，寄望各省市棒垒球协会、俱乐部、高校等有条件的

法人单位积极申办比赛，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普及和

提升各省市慢投整体水平。



致谢！

在此，我谨代表慢投垒球企业联赛竞委会，

向无私奉献，为联赛举办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的各相关单位，中心领导，

向奋勇拼搏为联赛奉献精彩比赛的各参赛队教练员和运动员、

向扎实工作保障联赛顺利运行的协会职能部门竞委会、裁委会以及其

他技术人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

向热情支持、积极参与联赛的各赛区志愿者人员和关心关注慢投垒球

事业的广大爱好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