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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健身气功交流活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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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体育局 

商丘市委老干部局 

商丘市老龄办 

商丘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9 月 7 日-11 日在河南省商丘市举行，9月 7日报到，

8日-10 日交流，11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国家体育总局缩编为 6分钟的健身气功普及功法。 



 4

（一）集体 

1、健身气功·易筋经 

2、健身气功·五禽戏 

3、健身气功·六字诀 

4、健身气功·八段锦 

（二）个人 

1、健身气功·易筋经 

2、健身气功·五禽戏 

3、健身气功·六字诀 

4、健身气功·八段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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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必须是健身气功活动站点注册

人员。 

  （三）每单位限报 1支队伍，商丘市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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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队员 2人（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符合队员资格

的领队和教练可兼队员。 

（五）每支队伍限报 2个集体项目，每个项目上场人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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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6人。 

（六）每支队伍限报 4 名队员参加个人赛，每名队员限报 1

个项目，每项限报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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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2012 年审定出

版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 

（二）每个项目集体赛的场上队形为两列横排错位成平行四

边形排列。 

（三）参加个人赛，每个项目 4名队员同时上场参赛，比赛

队形为“一”字形排列。 

（四）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

理中心发行不带口令提示词的 6分钟伴奏音乐，伴奏音乐由大会

提供。 

（五）功法比赛以国家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编制的教材为规

范。 

（六）参赛队员服装须符合健身气功项目特点，集体赛队员

的服装款式、颜色须统一，鞋为健身运动类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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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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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商丘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系人：李傲冰     手机： 13937055626 

      传  真：0370-3289688 

电子邮箱：sq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下午到商丘市新城国际

大酒店报到（地址：商丘市神火大道商字北 200 米路西。乘车

路线：从商丘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下车，乘坐 3路、 88 路公交

车新城国际大酒店下车即到）。9月 8日-10 日比赛，9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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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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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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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裁判长、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 8 - 
 

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健身气功竞赛报名表 
 

参加单位（章）：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职务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码 

个  人 集  体 
易 

筋 

经 

五 

禽 

戏 

六 

字 

诀 

八 

段 

锦 

易 

筋 

经 

五 

禽 

戏 

六 

字 

诀 

八 

段 

锦 

领队              

教练              

队 

 

 

员 

             

             

             

             

             

             

替补队员 
             

             

说明：1.凡参赛项目，均在该项目栏中画“√”；2.规格要求：必须以 A4/宋体/五号电子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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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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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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步走交流活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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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体育局 

濮阳市委老干部局 

濮阳市老龄办 

濮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9 月 21 日-25 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9 月 21 日报

到，9月 22 日-24 日交流，9月 25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快乐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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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外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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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可报 2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项目参加人数： 

每队可报领队 1人（须为派队单位领导），教练员 1人，参

加活动队员 8-10 人，要求至少有 2名女性。领队和教练员可由

队员兼任。每队可报 2名替补队员，替补队员按超编人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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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参加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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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现意外情况，主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交流办法： 

（一）持杖健走执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批准实施的《越野

行走（持杖健走）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试行）及本规程规定。 

（二）竞赛要求 

   1.双手各持手杖，系腕带；双脚和两支手杖交替触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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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脚触地时，须对侧手杖同时触地；不允许跑步。 

   2.佩戴号码布，使用电子计时设备，按规定打卡。 

   3.使用中国越野行走协会指定的专业越野行走手杖。 

   4.违反规定加罚比赛用时或取消比赛资格。 

（三）比赛名次的确定 

   比赛用时 = 裁判计时 + 比赛违规罚时 

   比赛用时少的比赛名次列前。    

（四）快乐行走为展示交流，以积极倡导推动各地原创的行

进间老年健身方式为目的，不搞评比、不设裁判，为参加队颁发

体育道德风尚奖。 

（五）户外穿越竞赛方法 

1.起走：所有队员佩戴号码布，两手各持杖，戴好手杖

腕带，每个队员配备一个指卡。鸣枪后，依次打卡出发。 

2.途中：按规定的行进路线行进，沿途按顺序在设立的打

卡点打卡。 

3.终点：队员到达终点后进行两次打卡。 

4.赛中取消比赛资格的规定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均取参赛队员比赛资格。 

 连续跑步 

 连续手杖未触地 

 未系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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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全部打卡或未按规定顺序打卡。 

 5.赛中违规罚时的规定 

       出现下列情况，每次加罚时间 3分钟 

 短暂跑步 

 短暂双杖未触地 

 违反双脚双杖交替触地规定 

6.设关门时间：各打卡点和终点设“关门时间”，超过

关门时间未能到达指定打卡点或终点，比赛没有成绩。 

（六）除了上述竞赛规则在本次比赛中执行外，其他规则遵

照《越野行走（持杖健走）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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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与服装： 

（一）各代表队要求着装统一。 

（二）各代表队要为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配备持杖健走手杖

（须使用专业持杖健走手杖）。 

十、报名： 

（一）报名表于 8月 2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濮阳市老年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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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范晓阳        手机：13839321555 

          亓晓艳        手机：13803930055 

卓楠楠        手机：15139380032 

        传    真：0393-4415222  

电子邮箱：457503446@qq.com 

十一、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下午报到（具体地址另

行通知），9月 22 日-24 日比赛，9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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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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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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步走交流活动手杖订购单 
订购单位名称（盖章）：               订购数量（总）：        订购金额（总）：               
联系人：             手机：                  邮寄地址：                                 

类 别 款  式 货号 
尺码 

（CM） 

颜

色 

全国统一

零售价 
(RMB) 

折后价
(RMB)

客户订货 

数量 
金额

(RMB) 

手杖操

手杖 
MTOS  手杖操  专用手杖 NW1201

110 桔红 118 76   

115 桔红 118 76   

120 桔红 118 76   

越野 

行走 

手杖 

MTOS 二节可调老体协专用手杖 NW1202 72-120 桔红 458 230   

MTOS pacer1 老体协专用手杖 

(一节不可调) 
NW1203

105 桔红 228 117   

110 桔红 228 117   

115 桔红 228 117   

120 桔红 228 117   

125 桔红 228 117   

订购流程： 

1、填写订购单并加盖当地老体协公章；2、传真至省老体协 0371-63862555 后并致电确认；3、根据省老体协确认后的数量和金

额，汇款至省老体协指定账户；4、省老体协收到汇款后，将在七个工作日内发货至订购方，联系人：李源博，电话：1352658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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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健步走交流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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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运动员      

10 运动员      

1 替  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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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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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球操交流活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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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体育局 

焦作市委老干部局 

焦作市老龄办 

焦作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焦作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焦作市山阳区文体局 

四、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10 月 17 日-21 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10 月 17 日

报到，18 日-20 日交流，21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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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身球操规定套路。 

（二）健身球操自编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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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位限报男、女各 1支队伍，焦作市可报男、女各

2支队伍参加交流活动。每队可报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各 1项。 

  （四）每队领队、教练员各 1人，队员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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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审定的《健身球操竞赛规则

（2012 年修订版）》。 

（二）出场顺序在报到当天联席会上抽签决定。 

  （三）规定套路要求： 

男子组：第十一套健身球操规定套路。 

女子组：第十套健身球操规定套路。 

规定套路的音乐由大会准备，统一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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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编套路要求： 

  根据健身球操“科学性、健身性、保健性、艺术性”要求创

编，不得与规定套路雷同。自编套路音乐由各队自备，但必须制

作在高质量的 U盘中（MP3 格式），U盘内不允许有其他乐曲，并

以工整字体标明参赛队名、组别、出场序号，按照大会规定时间

交裁判组。 

八、服装规定 

出场队员的服装须按《规则》要求整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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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0 日前通过传真、电子邮件（同时发）

将报名表报焦作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吉翠明  手机：13839125886 

          许昭伦  手机：13939198035 

            寇艳玲  手机：13803919498 

    联系电话：0391-3936437,3935343 

  传    真：0391-3933192 

电子邮箱：jiaozuolnt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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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下午到焦作市体育宾

馆报到（地址：焦作市解放中路 401 号市体育中心院内），10

月 18 日-20 日比赛，10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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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球操交流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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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手机：                

组别：（男子组□、女子组□） 

身  份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规

定 
自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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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选套路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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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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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