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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门球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周口市体育局 

周口市委老干部局 

周口市老龄办 

周口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河南省门球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5 月 4 日-8 日在河南省周口市举行，5月 4日报到，

5日-7 日交流，8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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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赛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周口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5-8 人，替补

队员 2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

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比赛分二阶段进行，一阶段根据报名队数抽签进行分

组单循环赛；二阶段根据参赛队数决定决赛方法。 

（二）比赛用具：大会负责比赛用球。球棒、号码标志、教

练员臂章自备。各运动员使用的器材必须是中国门球协会公布允

许使用的器材，参赛队员必须统一着装，并穿平底无跟运动鞋，

否则不允许参赛。 

（三）比赛在人工草坪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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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赛执行 2011 年《门球竞赛规则、裁判法》。 

（五）凡弄虚作假，违反竞赛规程者，取消比赛资格及全部

比赛成绩。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4月 1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周口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夏  涛       手机：13603873693 

          张维生       手机：13608420536  

            王  坤       手机：13526260303  

  电  话：0394-8260576   传 真：0394-8266160  

电子邮箱：zk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5 月 4 日下午到周口市体育中心

报到（地址：周口市东新区兴旺路与政通路交叉口），5月 5日

-7 日比赛，5月 8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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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其责任自

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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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门球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场上号码 

领    队      

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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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2015 年  月   日 



 
 

8

 

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

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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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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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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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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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太极拳剑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南阳市体育局 

南阳市委老干部局 

南阳市老龄办 

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河南省武术协会 

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太极拳剑委员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5 月 11 日-15 日在河南省南阳市举行，5 月 11 日报

到，12 日-14 日交流，15 日上午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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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设置： 

（一）个人项目： 

规定项目：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

极拳、孙式太极拳、42 式太极拳、42 式太极剑。 

传统项目：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

极拳、孙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太极器械（刀、枪、剑）。 

（二）集体项目： 

太极拳、太极器械、24 式太极拳、32 式太极剑。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南阳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10 人（男、

女不限），替补队员 2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

练员可兼运动员。 

（五）个人项目：每队每个单项最多报 4人（男、女均不超

过 2 人），每人最多可报两个单项项（拳术、器械各报一项，多

报、少报或重复报项者不予编排），可兼报集体项目。 

（六）集体项目：每队限报 1项，性别、年龄、组别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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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人数不得少于 6人，若少于 6人，不予编排。 

  （七）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到时，须将本人签字的自

愿参赛责任声明书、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以及个人

意外伤害保险等一并交给组委会，否则不准参赛。 

七、交流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项目赛和集体项目赛。 

（二）比赛采用 2012 年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传统武术套

路竞赛规则》。 

（三）项目时间： 

1.各式传统太极拳演练时间 4-6 分钟，运动员演练至 4分钟

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42 式太极拳和陈式、杨式、孙式、吴氏、

武氏竞赛太极拳演练时间 5-6 分钟，运动员演练至 5分钟时，由

裁判长鸣哨提示；传统太极剑和 42 式太极剑演练时间为 3-4 分

钟，运动员演练至 3分钟时，由裁判长鸣哨提示；其它太极器械

演练时间不得少于 1分钟。 

2.集体项目不超过 4 分钟，须配乐（自备 U 盘），音乐伴奏

中不能出现说唱等内容，若出现说唱由裁判长扣 0.1 分；比赛时，

由本队教练或领队负责放音乐。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

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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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4月 15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南阳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涂改或手写报名表不予

受理，报名表寄出后，请及时与收件人取得联系。 

联系人：张晓莉    手机： 13838788710 

         杨胜富    手机： 13703778326 

           孟胜军    手机： 13503777216 

   传  真：0377-63161122 

电子邮箱：nytiyuju1@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到南阳市梅溪宾馆

报到（地址：中州东路 109 号，火车站、汽车站乘 6 路、26 路

到梅溪路口站下车即可），5 月 12 日-14 日比赛，5 月 15 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其责任自

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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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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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体育健身大会太极拳交流活动报名表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员：               联系电话： 

各  式  太  极  拳 太  极  器  械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陈式 杨氏 孙氏 吴氏 武氏 42 式拳 刀 枪 剑 
集体 
项目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替补 

              

注：1.必须以打印方式填写报名表，并在相应的栏内打“ √ ”或注明拳式名称； 2.此报名表可在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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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太极

拳剑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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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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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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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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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网球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郑州市体育局 

郑州市委老干部局 

郑州市老龄办 

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5 月 18 日-22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5 月 18 日报

到，19 日-21 日交流，22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设甲、乙两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设男双、女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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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3个单项。 

甲组年龄：男 65—70 岁、女 62—70 岁 

乙组年龄：男 58—64 岁、女 53—61 岁 

（二）设团体奖：团体名次由各单项成绩计算排名。 

六、参加办法： 

（一） 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

拔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郑州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队员 12 人，替

补队员 4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可兼运

动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二）每项限报 1对，甲组年龄可报乙组。 

（三）采用 6局先胜和平局决胜制（抢 7）。 

（四）比赛依据各单项报名情况，分别采取单循环（6 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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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分两阶段分组循环（7 对以上）的办法进行。第二阶段采

用“淘汰+附加”或“交叉淘汰+附加”。 

（五）分组种子队的设定依据 2014 年省老年赛的成绩，如

无依据在大会裁判长的参与下按第二次报名的先后顺序抽签排

列进组。 

（六）团体奖计分办法：每实际参加 1项计 1分，甲、乙组

各单项前 8名按 9.7.6.5.4.3.2.1 计算积分，积分汇总计算团体

总分。 

（七）本次比赛用球使用 DUNLOP，每 2场 2支新球。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

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4月 3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魏  敏   手机：18637181916 

              王中华   手机：15136217921 

  传  真：0371-55526365 

电子邮箱：zywq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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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下午到郑州市龙湖宾馆      

报到（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 200 米路南，

联系人：孔骞,联系电话：0371-60857277,60856666,手机：

13783577119），5 月 19 日-21 日比赛，5月 22 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责任自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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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网球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码 

领队      

教练      

     
男双 

     

     
女双 

     

     
混双 

     

     

甲 

 

 

组 

替补 
     

教练      

     
男双 

     

     
女双 

     

     
混双 

     

     

乙 

 

 

组 

替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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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

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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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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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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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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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台球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省直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河南省台球协会 

河南省老干部台球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5 月 19 日-23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5 月 19 日报

到，20 日-22 日交流，23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中式台球个人赛、团体赛 

（二）斯诺克个人赛、团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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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办法： 

（一） 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

拔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郑州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6人（男女不

限，中式台球和斯诺克各 3 人），替补队员 2 人（中式台球和斯

诺克各报 1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可兼

运动员。单项报名不足 3人不计算团体成绩。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比赛规则参照中国台球协会制定的最新台球规则执

行。 

（二）中式台球及斯诺克个人赛采取先小组循环，后单淘汰

的比赛办法。 

（三）中式台球个人赛小组赛 3局 2胜，淘汰赛 5局 3胜，

决赛 7 局 4 胜；斯诺克个人小组赛及淘汰赛均实行 15 颗红球 1

小时计总分制，决赛 3 局 2 胜制，小组赛阶段每人每胜一场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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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每负一场积 1分，弃权积 0分。 

（四）团体赛成绩以个人赛中每团队中 3位队员的积分总和

排列，如总积分相同，则比较队员中最高分，如还相同，则比较

次高分，如此类推（如还相同，以竞赛委员会竞赛规定为准）。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

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4月 3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河南省直机关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贺伏泉     手机：13656810810 

          王栓成     手机：13526680821 

  办公电话、传真： 0317-63943352 

电子邮箱：hnsz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到郑州市报到（具

体地址另行通知），5月 20 日-22 日比赛，5月 23 日 12 点前离

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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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责任自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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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台球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领  队     

教  练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运动员     

中 

式 

台 

球 替  补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运动员     

斯 

诺 

克 
替  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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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台球

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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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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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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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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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乒乓球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鹤壁市体育局 

鹤壁市委老干部局 

鹤壁市老龄办 

鹤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河南省乒乓球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5 月 25 日-29 日在河南省鹤壁市举行，5 月 25 日报

到，26 日-28 日交流，29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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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团体。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鹤壁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6-8 人，替补

队员 2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

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执行中国乒乓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混合团体采取五场三胜制，由两场单打和三场双打组

成（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三）出场顺序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 

（四）根据报名队数确定分组及每阶段交流办法。 

（五）每场团体打满 5 场。按实计比分，胜者积三分，（2:3）

负积 2 分，（1:4）负积 1 分，（0:5）负或弃权为 0 分。每场采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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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 胜制，每局 11 分制。两队积分相同时，比较相互间的胜负关

系，胜者在前。三队或以上积分相同时，则计算他们之间的胜负

比率，高者列前。 

（六）每名运动员每场允许出场两次。 

八、器材与服装 

（一）采用 “双鱼”或“红双喜”牌三星白色乒乓球。 

（二）球拍的颜色须为一面黑色，一面鲜红色。击球的拍面

必须有覆盖物，颗粒胶必须平整，不能有断粒。 

（三）团体出场队员服装的颜色、款式必须一致；服装的主

体颜色不得为白色。 

九、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十、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1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鹤壁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吴庆荣       手机：13849202232  

          王  健       手机：13633927778  

            孙爱勇       手机：13569669895  

  传    真：0392-320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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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bslnrtyxh@163.com  

十一、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下午到鹤壁市报到（具

体地址另行通知），5月 26 日-28 日比赛，5月 29 日 12 点前离

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责任自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二、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三、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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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乒乓球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场上号码 

领    队      

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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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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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乒乓

球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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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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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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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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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气排球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安阳市体育局 

安阳市委老干部局 

安阳市老龄办 

安阳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委员会 

三、协办单位： 

安阳市老年气排球专项委员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1 日-5 日在河南省安阳市举行，6月 1日报到，

2日-4 日交流，5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男子组，女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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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 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 每单位限报男、女各 1 支队伍，安阳市可报男、女

各 2支队伍参加交流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随队裁判各 1 人，队员 8

人，替补队员 2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

可兼运动员。不派随队裁判员的队,需缴纳裁判员聘请费 800 元。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交流活动执行 2013 年由中国排球协会和中国老年人

体育协会审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 

（二）视报名队数确定具体交流办法。 

  （三）每队胜一场得 2分，负一场得 1分：弃权取消全部交

流活动成绩。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

等，则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A（胜局总数）／B（负局总数）

=C 值，C值高者名次列前；如遇 C仍相等，则采用下列办法决定

名次：X（总得分数／Y总失分数）=Z 值，Z值高者名次列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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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队 Z值仍相等，则按他们之间胜负决定名次：如三个以上队

Z值相等，则按他们之间净胜局数决定名次。 

  （四）出场队员服装的颜色、款式须一致，上衣前后须有明

显号码。场上队长应有明显标记。 

  （五）交流活动采用浙江省三门万得利球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夕阳乐"牌健身轻排球。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1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安阳市老年体工委。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潘军萍 手机： 13673803046 

          陈思思 手机： 15093975300 

  传 真： 0372-5071001 

电子邮箱：aylntgw@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6 月 1 日下午到安阳市中原宾馆

报到（地址：安阳市解放路中段），6 月 2 日-4 日比赛，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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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其责任自

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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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气排球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场上号码 

领    队      

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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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随队裁判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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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气排

球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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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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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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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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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空竹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平顶山市体育局 

平顶山市委老干部局 

平顶山市老龄办 

平顶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平顶山市体育村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8 日-12 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举行，6 月 8 日报

到，9日-11 日交流，12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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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项目： 

1.规定动作比赛 

2.自选动作比赛 

（二）个人项目：自选动作比赛。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平顶山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

流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7人（男女不

限），替补队员 2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

可兼运动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比赛执行河南省体育局 2010 年印发的《河南省空竹

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暂行）》。 

（二）报集体项目的队伍，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都必须参加，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两项比赛的综合分，为该队最后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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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项目每队上场人员不少于 3人，集体自选动作比

赛时间 5分钟，正负不超过 30 秒。 

（四）个人自选动作比赛时间 3分钟，正负不超过 30 秒。 

（五）自选动作的音乐由各参赛单位自行制作，并录制在 U

盘上，U 盘内不允许其它内容出现，音乐开始部分允许有不超过

二个八拍的预备拍，赛前交大会统一播放。 

（六）比赛顺序：  

1、集体项目比赛。 2、个人项目比赛。  

（七）团体赛及个人赛上场顺序由裁判委员会抽签决定。 

八、奖励办法： 

  （一） 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

和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1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平顶山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苏军玲   手机：15738991155  

              刘金圈   手机：13087047739  

                齐淑玲   手机：13837501277  

        传  真：0375-339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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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npdsl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下午到平顶山市体育村 

（建设路东段,联系人：王君华,电话：18768991555），6 月 9

日-11 日比赛，6月 12 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责任自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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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空竹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参赛项目 序

号 身  份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团体 个人
身份证号码 

1 领  队       

2 教  练       

3 运动员       

4 运动员       

5 运动员       

6 运动员       

7 运动员       

8 运动员       

9 运动员       

10       

11 
替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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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空竹

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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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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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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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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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健身秧歌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三门峡市体育局 

三门峡市委老干部局 

三门峡市老龄办 

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15 日-19 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6 月 15 日

报到，16 日-18 日交流，19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健身秧歌规定套路：第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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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身秧歌自选套路。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三门峡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

流活动。每队可报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各一项。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12 人（其中

男队员不得少于 2 人），替补队员 2 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

算）。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定印发的

2010 年版《健身秧歌竞赛规则》。 

（二）各项目只进行一轮比赛。 

（三）规定套路音乐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制作的标准音

乐，由大会统一播放。 

（四）自选套路的音乐由各参赛单位自行制作，并录制在 U

盘上，U 盘内不允许其它内容出现，音乐开始部分允许有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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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八拍的预备拍，报到时交大会，统一播放。 

（五）参赛队的运动员服装统一，至少男、女运动员服装分

别统一。 

（六）使用手绢、绸巾（带）、扇子和短花棍等软器械，双

手持器械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但全队必须统一。不得使用其

它轻器械（道具）。 

（七）弃权。超过规定时间 10 分钟不到场的代表队，视为

自动放弃比赛。比赛中，因不服从裁判判罚或其他原因，在裁判

长要求恢复比赛后 5分钟内，仍旧不进行比赛，视为罢赛，取消

该运动队继续比赛和获奖的资格。  

八、竞赛有关规定 

（一）规定套路 

第六套规定套路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审定并摄制的健

身秧歌规定套路教学光盘为准，不允许增加或改变队形变化。 

（二）自选套路 

自选套路创编，应选择传统秧歌中具有代表性且适用于体育

锻炼的基本部法。整套动作应考虑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使健身

秧歌套路既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又有艺术性和观赏性，

避免出现舞台化、情节化的编排。 

1、至少有六种队形图案变化，每个队形至少完成二个八拍

的动作。 

2、在成套动作中必须包括平扭步、横扭步、十字步、三进

一退步（或二进二退步、三进一停步）、跳扭步、踢步等六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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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步法，或这些基本步法的变化。每一类步法必须连续或交替完

成二个八拍。 

3、整套动作必须在规定的场地内开始和结束。 

4、整套动作中不允许出现违例动作（地上打滚、倒立、托

举和反腾等动作）；不允许出现轻器械的技巧和抛接动作。 

5、整套动作中不允许出现非秧歌动作。 

6、比赛场地：15×15 平方米，整套动作要充分利用场地。 

7、自选套路时间：4分至 4分 30 秒，以动作开始计时。 

九、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的

60%、40%。设最佳编排、最佳创新、最佳表演等奖项。凡参加大

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十、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15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三门峡市老年体工委。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周发胜     手机：15539898811  

              杨玉敏     手机：13525852155 

传 真：0398—2816177 

电子邮箱：smxslntx@163.com  

十一、报到和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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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下午到三门峡市报到（具

体地点另行通知），6月 16 日-18 日比赛，6月 19 日 12 点前离

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其责任自

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二、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三、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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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健身秧歌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规定 自选

领    队       

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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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9 运动员       

10 运动员       

11 运动员       

12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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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

秧歌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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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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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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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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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钓鱼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许昌市体育局 

许昌市委老干部局 

许昌市老龄办 

许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河南省钓鱼协会 

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 

长葛市委老干部局 

长葛市老龄办 

长葛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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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23 日-27 日在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举行，6

月 23 日报到，24 日-26 日交流，27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团体奖 

（二）手竿钓鲫鱼尾数 

（三）手竿钓混合鱼总重量 

（四）抛竿钓混合鱼三尾重量 

（五）个人全能奖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许昌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3人（男、女

均可），替补队员 2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领队、教练

员可兼运动员。 

  （五）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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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流办法： 

（一）执行中国钓鱼运动协会 2012 年版《中国钓鱼运动竞

赛规则》。 

（二）每天组织一轮交流。每项每轮交流分上、下午两场

进行，每场 120 分钟。每队三名队员分别在三个项目中进行交

流。每人每天参加项目按日程表安排进行轮转。 

（三）队员按报名表排序进行编号、制作证件。每场交流

要求按规定时间到场，凭证号顺序抽签确定钓位，在裁判员的

引导下排队入场、对号入位（钓位确定后无特殊原因不能更换）。 

（四）交流场地于活动前 7 天一律封闭。在封闭期内若运

动员在池内试钓，则取消该队员参加交流资格。 

（五）交流规则 

1.交流期间钓手不得擅自更换钓位；非交流时间，垂钓区域

内钓线严禁入水。 

2.交流开始与结束以发令信号为准；一律自钓、自取、自存，

存鱼要使用鱼护；钓手垂钓区域以本钓位与左右临位的中心延

长线为准，钓点到钓位的距离不得少于竿长；钓手越位或钓竿

脱手落入水中后的鱼获无效；每场交流结束信号发出后未入鱼

护的鱼无效；缠绕他人钓线上岸的鱼获无效；死鱼无效。 

3.抛竿不得挂漂，不得使用发声、发光等辅助垂钓设备，不

得使用弹竿；抛投距离（至钓点）不得少于 10 米。 

4.交流中不得有意使用锚鱼、涮鱼等有害鱼类的钓法。 

5.交流结束信号发出后，必须即刻停止垂钓，钩线必须提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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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在钓位上等候裁判计量、签字。在未计量签字前，包括

零鱼获在内的钓手均不得提动鱼护或离开钓位。 

6.交流中严禁大声喧哗，中途需要退出，必须报经裁判员许

可。 

7.违反以上规则，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口头警告、记名警告、

加罚该场交流 5 分等处罚；对弄虚作假、不服从裁判判决、无

理取闹、有意干扰交流等严重违规行为，取消该钓手交流资格。 

（六）对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的要求 

1.交流前应认真学习规程及规则，并接受相关培训。要根据

规则对场地水情、鱼情、地形、钓位设置、安全工作等进行检

查落实。整个活动过程中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2.使用成绩单记录成绩时，应有参加人员、记录裁判员、裁

判员在场唱数、唱计，字迹要清楚；成绩经参加人员本人签字

方可生效，出现疑问当场核实，过后不予更改。 

3.总裁判长负责活动现场的组织、指挥调动、发令和裁判工

作，并向钓鱼交流活动组委会提交《成绩册》。 

（七）评分办法 

1.每项成绩分场分组计分。每场每组以成绩排列名次，再由

名次进行计分。第一名得 1 分，第二名得 2 分，以此类推；名

次并列，计所占名次得分之平均分。单项得分为两场交流得分

之和。 

2.团体总分奖以各队三名运动员各项得分总和评定；各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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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奖以各队三名运动员在单项上的得分之和评定；个人全能

奖以队员在三个项目上的得分总和评定。 

3.团体和个人奖，均以得分少者，排名列前；得分相等，比

小分；再相等，比成绩（先比总尾数，如相等再比总重量），好

者排名列前；再相等，抽签决定排名。 

八、器材与服装 

（一）手竿钓鲫鱼尾数限用竿长 3.6 米，手竿钓混合鱼总重

量限用竿长 4.5 米，使用无倒刺钩（每项不超过 2 枚），线长（主

线加子线）不得超过竿长 30 厘米。抛竿钓三尾重量限用竿长 4.5

米以下，使用无倒刺钩（不超过 8 枚）。各项可携带符合规定的

备用竿一支，可以交换使用，但不得同时入水。 

（二）饵料可以自备，也可以使用大会统一提供的基础饵

料。交流前、中、后均不得向水中抛投饵料；严禁在钓钩以外挂

饵垂钓；交流中严禁钓手之间传递饵料。 

（三）各代表队要求着装统一。 

九、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

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统计计分办法： 
1、每项成绩分场分组计分。每场每组以成绩排列名次，再

按名次进行计分。第 1 名得 1 分，第 2 名得 2 分，以此类推；名

次并列，计所占名次得分之平均分。单项得分为两场成绩得分之

和。 
2、团体总分奖以各队三名参赛运动员各项得分之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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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项团体奖以各队三名运动员在单项上的得分之和评定。 
3、团体总分相等者，以单项最小分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

推。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十、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25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陈志强    手机：13700893747 

              宋伟萍    手机：13619885966 

              宁  奇    手机：13700891897 

  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办公室：0374-6123267 

        传  真：0374-6011267 

电子邮箱：cgstyfzzx@163.com  

十一、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下午到长葛市报到（报

到地点另行通知），6月 24 日-26 日比赛，6月 27 日 12 点前离

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其责任自

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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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二、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三、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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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钓鱼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场上号码 

领    队      

教    练      

1 运动员      

2 运动员      

3 运动员      

替  补      

替  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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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钓鱼

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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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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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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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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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象棋围棋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龄办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开封市体育局 

开封市委老干部局 

开封市老龄办 

开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河南省围棋协会 

河南省棋类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6 月 29 日-7 月 3 日在河南省开封市举行，6月 29 日

报到，6月 30 日-7 月 2 日交流，7月 3日上午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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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设置： 

  （一）中国象棋团体赛。 

（二）中国象棋甲组、乙组。 

（三）围棋个人赛。 

六、参加办法： 

（一）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及各行业老年人体育协会选拔

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开封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单位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7人（中国象

棋甲组、乙组各 2 人，围棋 3 人），男女不限，每个运动员只能

参加一个项目比赛。每单位可报替补队员 2人（替补队员按超编

人员计算）。领队、教练员可兼运动员。 

（五）参赛运动员年龄： 

1.中国象棋： 

甲组年龄：男 65-70 岁、女 63-70 岁 

乙组年龄：男 58-64 岁、女 53-62 岁 

2.围    棋：男 58-70 岁、女 53-70 岁 

  （六）参赛人员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须经县级以

上医院检查适合此项运动者，各单位报名时，须附本人和亲属签

字的自愿参赛责任书。 



 64

七、交流办法： 

（一）执行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最新《象棋竞赛规则》和中

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 

（二）采用积分编排，视报名人数确定交流活动办法。 

（三）参加中国象棋甲乙组比赛名额报满的单位，计算中国

象棋团体成绩。 

（四）竞赛用时：采用时间包干制，公用时间为两小时，两

小时不能结束对局的，放置棋钟，每方 15 分钟，时间先到者为

负。 

（五）具体竞赛规则详见补充规程。 

八、奖励办法： 

  （一）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队数和

人数的 60%、40%。凡参加大会人员均由大会竞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贯彻大会宗旨、遵守大会

规定、在交流活动中展示出良好道德风尚的代表队。 

九、报名： 

  （一）报名表于 5月 3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开封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郭佩秋    手机： 13938620808 

              张纯良    手机： 13839962173 

        传  真： 0371-23898322 

电子邮箱：kfstyjrsk@126.com 



 65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6 月 29 日下午到开封市汴京饭店

报到（地址：开封市东大街 109 号，从火车站、汽车总站乘坐 3

路公交车到达汴京饭店），6月 30 日-7 月 2 日比赛，7月 3日

12 点前离会。  

（二）报到时须向组委会交验参赛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

《自愿参赛责任书》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由组委会进行审核，

未能提供上述材料的代表队或个人，不允许参加比赛，责任自负。  

（三）大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定

酒店住宿的运动队及个人，出现交通、安全、卫生、食物等问题，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经费及保险： 

  （一）各队差旅费自理。 

  （二）食宿费：大会补贴每人每天 140 元，各队在编人员交

纳每人每天 60 元，一次缴清，中途离会费用不退，替补和超编

人员每人每天 200 元。 

  （三）提前报到、推迟离会和超编人员请与承办单位联系安

排，费用自理。 

  （四）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

报到时向组委会出示保单原件。未提供保单原件者，均不允许参

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也将不承担

任何责任。 

十二、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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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象棋围棋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手机：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码 

领  队      

教  练      

     
甲 组 

     

     

中

国

象

棋 
乙 组 

     

     

     围  棋 

     

     
替补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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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赛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象棋

围棋交流活动并签署本责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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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活动

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活动

或报告组委会。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展示有潜在的危险，

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安

全负责的态度参加活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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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病），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四、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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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负担。 

 

 

本人签名：                 亲属签名：  

                            2015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