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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老体〔2018〕21 号

★

关于印发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
钓鱼交流活动规程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关、各行业老年体协：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身条

例》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发挥体育在丰富老年

人体育健身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使更多老年人树立“向健身要健康”的正确导向，河南省老

年人体育协会决定于 2018 年 6 月 4 日-7 日在三门峡市举办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钓鱼交流活动。

现将活动规程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积极做好组队、报名

等各项准备工作。

附件：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钓鱼交流活动规程

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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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钓鱼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河南省磐石体育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钓鱼协会

三门峡青龙涧竞技钓场

郑州研渔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名义坊手工芦苇浮漂

四、时间和地点：

2018年 6月 4日-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6月 4日报到，

5 日-7 日上午交流，7 日下午 15 点前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3.6 米手竿钓对象鱼尾数赛

（二）3.6 米手竿钓对象鱼重量赛

（三）4.5 米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

本次活动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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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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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队参加。

（二）以县、区老年人体协为单位组队报名参加。

（三）所有钓鱼俱乐部和爱好者均可组队报名参加。

（四）运动员资格：经常参加体育健身活动，适宜参加该项

目比赛者，男 60 岁(1958 年出生)至 70 岁(1948 年出生)、女 55

岁(1963 年出生) 至 70 岁(1948 年出生)。年龄以本人第二代身

份证原件为准。

（五）每单位报名参加活动队伍数量不限。每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 1 人，队员 5 人，替补队员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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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的自愿参加责任书。

七、交流办法：

（一）每个运动员循环参加三个项目六场比赛。

（二）每个运动员参加两场 3.6 米手竿钓对象鱼尾数赛，每

场 90 分钟，以对象鱼尾数为依据计量成绩获得相应积分。

（三）每个运动员参加两场 3.6 米手竿钓对象鱼重量赛，每

场 90 分钟，以除鲢鳙外的养殖鱼种的重量为依据计量成绩获得

相应积分。

（四）每个运动员参加两场 4.5 米手竿钓混合鱼重量赛，每

场 90 分钟，以除鲢鳙外的养殖鱼种的重量为依据计量成绩获得

相应积分。

（五）以每个运动员六场积分总和排定个人总成绩，以单场

积分为第一副本分，以混合鱼总重量，鲫鱼总尾数为第二三副本

分，直至抽签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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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每队五名运动员的个人名次总和排定团体总成绩，

以个人名次为副本分，直至抽签决定。

（七）所有参赛队员需计分卡进行比赛，该卡报到参赛时领

取，该卡需缴纳押金 100 元/张，打完比赛后卡无丢失及损毁退

卡可退回押金。

（八）比赛期间，如遇极端天气或其他非可抗力因素干扰，

赛事组委会有权重新调整比赛时长，比赛规则，或者决定比赛延

期，比赛终止等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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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加活动人员均由组委会发给纪念证书。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给遵守活动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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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将报名表

报三门峡市老年体协。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胡红丽 手机： 18639868912

庞书生 手机： 13903980896

电子邮箱：smxs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8 年 6 月 4 日下午到三门峡市金玫瑰

大酒店报到（酒店地址：湖滨区河堤北路与上阳南路交叉口向

东 100 米 ，前台电话：0398-2966668），6 月 5 日-7 日比赛，

7 日下午 15 点前离会。

（二）组委会要求各参赛队在组委会指定酒店住宿，不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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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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队差旅、食宿费用自理。

（二）食宿费每人每天 200 元，报到时一次缴清，中途离会

费用不退。

十二、资格审查及保险事项

（一）参加交流人员须持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

（二）参加交流以本人自愿、亲属支持为原则，参加交流活

动的人员及家属须签署《自愿参加责任书》。

（三）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均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突

发急性病身故保险及附加意外医疗保险。可自行在当地购买上述

保险，也可选择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保险方案如下：

意外伤

害保额

突发急性病

身故保额

附加意外

医疗保额
赔付比例 保险费

方案 1 10 万 10 万 1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27 元/人

方案 2 20 万 20 万 2万
医疗费用 100 元

以上 100%赔付
53 元/人

北京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服务人员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 座机 邮箱

王强 15010527732 010-67162121-8013 shichangbu@ztbx.com

柴莉 15010528607 010-67162121-8026 shichangbu@ztbx.com

地址：北京东城区天坛东路 50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院内

邮编: 100061 传真：010-67184566 总机:010-67162121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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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到时由大会组委会对参加交流人员的上述材料进行审

核，未能提供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自愿参加责任书、保单证

明者，均不允许参加本次交流活动。如在交流活动期间出现意外

情况，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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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7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钓鱼交流活动报名表

参加单位（章）： 县以上医院体检（章）：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

身 份 姓 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备注

领 队

教 练

队员

注：1.如对用餐有特殊需求，请在备注中注明。

2.表格要求电脑打印，手写无效。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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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加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8 年河南省老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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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