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体协会字﹝2021﹞17 号 

 

中国门球协会关于印发 2021 年美丽中国·全国 

门球大赛总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促进门球运动推广,

为基层门球爱好者提供参加全国赛事的机会,中国门球协会

决定继续举办 2021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系列赛事。 

该赛事计划全年举办若干站分站赛和 1 站总决赛,融合

美丽乡村、红色文化、草原海滨、沙漠沙滩等不同文化内涵

和区域特色,鼓励全民参与;该赛事在 2021 年将继续按照积

分办法评选“全国门球最强县”“全国门球十强县”等荣

誉称号。 

现将竞赛总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参赛 

 

 

  

                               中国门球协会    

2021 年 3 月 10 日    

  



2021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规程 

 

一、主办单位 

中国门球协会 

二、赛事运营单位 

深圳龙胄门球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全年举办若干个分站赛、1 个总决赛，以发布的分站赛和

总决赛规程为准。 

四、参赛队伍 

（一）分站赛参赛资格： 

接受社会公开报名。 

（二）总决赛参赛资格： 

1.总决赛团体赛队伍名额为 128 支队伍，有 2 种参赛资

格标准：参加分站赛数量、积分总排名。 

（1）参加分站赛站数累积超过分站赛总站数 50%的队伍，

不论积分自动获得参加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2）总积分排名前 128 支队伍拥有参赛资格，如果末尾

积分相等队累计超过 128 队，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3）队伍参赛资格以分站赛参赛数量作为第一排序，积

分为第二排序，总量不超过 128 支队伍。 

（4）如不足 128 队由中国门球协会负责选调。 

2.总决赛单、双打队伍参赛名额分别为 64 支队伍，有 2

种参赛资格标准：参加分站赛数量、积分总排名。 

（1）参加分站赛站数累积超过分站赛总站数 50%的队伍，



不论积分自动获得参加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2）总积分排名前 64 支队伍拥有参赛资格，如果末尾

积分相等队累计超过 64 队，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3）队伍参赛资格以分站赛参赛数量作为第一排序，积

分为第二排序，总量不超过 64 支队伍。 

（4）如不足 64 队由总决赛团体赛队伍中产生，先报先

得，报满为止。 

五、比赛项目 

五人制团体赛、单打、双打 

六、参赛要求 

五人团体赛参赛要求如下： 

（一）每队参赛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运动员 8

人（教练兼运动员应包含在运动员名额内），随队裁判 1 人。 

（二）各参赛队报名参赛的教练、运动员不得兼任其他

队伍成员。 

（三）运动员参赛规定：性别不限、具有县级以上医务

部门开具的体检健康证明、自行办理赛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含往返赛区途中）。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1951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年龄超过 70 周岁，需要

有家属陪同并且有直系亲属签字的免责书，方可参赛。 

（四）随队裁判规定：身体健康，自行办理人身保险。裁判

等级为一级、国家级或国际级。国家级和国际级的随队裁判

年龄不限，一级随队裁判须为 195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五）如队伍有冠名，须提前将冠名报主办单位确认。 

单打、双打参赛要求如下： 

（六）单打、双打队伍可以与五人团体队伍同时报名，



也可以单独报名参赛，以具体规程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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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门球协会《门球竞赛规则与裁判

法·2015》；如规则修改变动，以具体规程为准。 

（二）五人团体赛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分

组循环赛的方法，决出小组名次；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或淘

汰附加赛（必要时增加上下半时）的方法决出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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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分组由裁判长主持，主办单位代为抽签。 

（四）比赛采用人工草坪或者天然草坪球场（根据实际

要求，会适当选择沙土场地）。 

（五）参赛队须着统一运动服和平底无跟运动鞋上场。

教练员、队长须佩戴中国门球协会统一制作的标志，参赛队

上场运动员须佩戴由组委会提供的指定样式的号码簿，违者

不得参赛。 

（六）比赛时只允许 1 人指挥，违者按妨碍比赛行为处

罚。 

（七）比赛严格执行“全国门球竞赛纪律规定”，请各

参赛队切实重视并担负起赛风赛纪的责任。对参赛队以下违

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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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参赛运动队按规定内容填写《美丽中国·全国门球

大赛报名表》。于各赛前指定时间根据赛事规程具体报名方

式，将电子报名表报至承办单位和赛事运营单位，逾期不再

接受报名。 

（二）报到 

报到时，交验队伍成员（含教练员、全队运动员、随队裁

判）二代身份证，核对参赛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报名情况。 

报到时，须出具队伍成员本年度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和赛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方可领

取秩序册和参赛综合服务费发票。否则，将不允许参赛，且

赛事综合服务费不予以退还。 

（三）费用 

1.各队报名时,需将参赛综合服务费五人团体赛 500元/

队、双打 200 元/队、单打 150 元/队,汇至承办单位指定收

款账号,付款后报名生效,报到时领取发票。 

2.报名后不能参赛的,请于赛前十五天书面通知大会组委会,

退还参赛综合服务费;如赛前十五天内临时不能参赛,参赛

综合服务费不予退还。 

3.参赛队交通费、食宿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自理。 

4.大会提供医疗保障,比赛期间发生的伤病及治疗费用由参

赛队自理。 

九、仲裁和裁判 

（一）仲裁委员会成员、裁判长、技术代表、副裁判长由

中国门球协会选派。随队裁判（统一食宿，交通、食宿费用



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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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录取名次与奖励以及积分 

（一）分站赛： 

五人团体赛录取前九名共十六支队伍进行奖励：  

名次 奖励 积分 

第一名 
奖杯、奖牌、 

获奖证书、奖金 

12 

第二名 10 

第三名 9 

第四名 

获奖证书、奖金 

8 

第五名 7 

第六名 6 

第七名 5 

第八名 4 

第 9-16 名 获奖证书 3 

未获得名次参赛队 参赛证书 2 

单打、双打比赛录取前八名进行奖励：  

名次 奖励 积分 

第一名 

奖杯、奖牌、 

获奖证书、奖金 

10 

第二名 8 

第三名 6 

第四名 4 



并列第五名（4 个） 获奖证书、奖金 2 

未获得名次参赛队 参赛证书 1 

分站赛的五人团体赛纳入县区积分；单双打比赛单独积分，

不纳入县区总积分。 

分站赛承办单位承办的比赛，五人团体赛纳入县区级积分，

每站总分最高不超过 48 分。 

（二）总决赛： 

总决赛五人团体赛录取前 32 名进行奖励：  

名次 奖励 积分 

第一名 
奖杯、奖牌、 

获奖证书、奖金 

14 

第二名 12 

第三名 11 

第四名 

获奖证书、奖金 

10 

第五名 9 

第六名 8 

第七名 7 

第八名 6 

第 9-16 名 
获奖证书、奖金 

5 

第 17-32 名 4 

未获得名次参赛队 参赛证书 3 

单打、双打比赛录取前十六名伍进行奖励：  

名次 奖励 积分 

第一名 奖杯、奖牌、 12 



第二名 获奖证书、奖金 10 

第三名 8 

第四名 6 

并列第五名（4 个） 获奖证书、奖金 4 

第 9-16 名 获奖证书 3 

未获得名次参赛队 参赛证书 2 

 

（三）积分与表彰： 

1.最强县、十强县表彰 

（1）参与全国门球最强县、全国门球十强县评选的单位

和代表队,队名须符合“XX 省 XX 县 XX 队”的要求。队伍参

赛人员最多可聘请 2名本县(区)以外的运动员代表本队参加

比赛，其余运动员必须为本县(区)人员（以身份证号码区分）。

所聘请的县（区）外运动员本年度内仅能代表该县、该队参

赛,不得再代表其他队伍参赛。如不符合本要求,该队伍的积

分不予计算。 

（2）以县（区）级为单位统计该单位在年度内所派队伍

参加分站赛与总决赛所获取的积分总和进行排名；对积分排

名前三的单位授予“2021 年全国门球最强县（区）”；对积分

排名第四至十三名的单位授予“2021 年全国门球十强县

（区）”。 

（3）如某县（区）域内参赛队伍累加积分排名前十，但

该区域无县（区）级门球协会或主管单位，或未参加总决赛

颁奖仪式的，该区域失去表彰资格；且依次顺延至下一名次

的单位。 



（4）各队伍报名时，务必注明所属县（区），例如：xx 县

（区）xx 门球队；如名称不符合要求，该队伍不予计算县级

积分。 

2.参赛队积分表彰 

对于设置单双打比赛的分站赛和总决赛，单、双打代表

队根据获得积分，表彰方法如下： 

（1）双打参赛队：对于年度累计积分前五名的，授予

“2021 年全国门球最佳拍档”。同时，双打队伍队员不得在

分站赛或总决赛的任一站进行更换，否则该站不计算积分。 

（2）单打参赛队：累计积分前十名的运动员，授予“2021

年全国门球个人精英奖”。 

3.赛事承办地表彰 

对赛事承办单位的安全、服务等条件组织评分，满分 120

分；评价得分 100 分以上的，授予“2021 年全国门球优秀赛

事组织单位”荣誉称号；评价标准如下： 

项目 内容 考核因素 分值 备注 

必达指标 

安全事故 
无重大伤亡、财产损失、治

安事件或食品安全事故 

一旦发

生，该

赛事即

为不合

格 

 

知识产权 

无知识产权纠纷，履行赛事

协议 

 

安全保障 

安保方案制

订与执行 

应急通讯、消防安全、车辆

与人群疏导、现场秩序维

护、安保人员配备等 

15 

 

医务方案制

订与执行 

现场医务点的车辆、人员与

药品；参与人员意外伤害保
15 

 



险、应急救援预案 

风险管控 

自愿参赛责任书、赛事组织

人员参与风险管控培训、场

地照明与广播、场地交通指

引等 

15 

 

服务水平 

物资管理 
赛事物资有序、规范；现场

布置清晰 
12 

 

活动投入 

政府、社会、市场的资金投

入情况；赛事费用及时到

位；人员投入保障到位 

15 

 

宣传报道 
赛事 VI 使用符合标准；采用

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12 

 

参与人员满

意度 

随机抽取赛事参与人员进行

调查 
12 

 

活动创新 
活动组织形式新颖；整体策

划有亮点 
12 

 

硬件设施 场地保障 
门球场馆建设使用情况、场

地的便利程度等 
12 

 

4.“2021 年全国门球风云人物” 

评选标准如下： 

荣誉称号 评选标准 评选办法 评选人数 

风云人物 

赛事承办单位的门

球运动带头人，热

情奉献，带领当地

门球事业蓬勃发

展。 

由每站赛事

组委会进行

提名，由中

国门球协会

审核。 

美丽中国系列赛事全年

不超过 15 人；中国门

协主办的其他赛事另外

评选。 



5.“2021 年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优秀合作伙伴” 

该称号是针对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企事业单位对门

球运动的支持、推广做出贡献的单位，由赛事运营单位推荐

提出，中国门球协会审核通过。 

十一、未尽事宜，以各分站赛规程和总决赛规程另行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