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文件
豫老体〔2020〕8 号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关于举办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棋、象棋

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

关老年体协：

为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继续引导群众科学健身，

组织开展网络赛事活动”的有关要求，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根据工作计划安排，并根据我省新冠疫情实际，积极开展疫情

期间老年人居家、分散、科学、安全的体育健身活动，现决定



在河南省全民健身月（5 月）举办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

棋、象棋交流活动，请各单位老体协按照通知要求，根据各地

实际情况，积极报名参加。

举办线上围棋、象棋交流活动，也是一个探索，希望各参

赛单位不断总结，为今后更好举办线上围棋、象棋交流活动积

累经验，创新发展。

附：1.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棋交流活动竞赛规程

2.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棋交流活动报名表

3.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象棋交流活动竞赛规程

4.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象棋交流活动报名表

2020 年 5 月 7 日



附件 1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棋交流活动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三、时间地点

（一）时间：5 月 26 日-29 日。

（二）地点：居家室内活动。

四、比赛平台

APP 弈客围棋

五、项目设置

团体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 2002 年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围棋竞赛规则。

（二）比赛采用定人定台制，报名时标明 1、2、3、4、台

队员姓名，不得临时更换上场队员和台次。每方 60 分钟，读秒

30 秒 3 次，超时判负。

（三）比赛形式为团体对抗，总计四台。



（四）每轮 3：1，4：0 者得 3 分，1：3，0：4 者得 0 分，

如 2：2 则第一台胜方得 2 分，第一台负方得 1 分。瑞士制积分

循环后依积分高低排定名次，若积分相同，则依次按照下列顺

序排定名次：局分，对手分，第一台胜场数。如仍无法区分，

则抽签决定名次。

七、参加办法

（一）本次比赛以线上交流活动形式进行，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为

单位报名参加，每单位限报 2 支队伍参加。

（二）每队 4 人，男女均可报名。

（三）参加人员需本人自愿，亲属支持，身体健康，年龄

为：男 60 岁（1960 年出生）至 70 岁（1950 年出生）、女 55

岁（1965 年出生）至 70 岁(1950 年出生)。

八、奖励办法

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人数的 60%、

40%，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电子获奖证书。

九、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以“线上围棋赛+地市名+队

伍名称+联系方式”的格式进行命名，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hnlnwq@163.com。

（二）报名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截止。

十、网赛重要说明

mailto:hnlngcw@163.com。


（一）所有参赛棋手需承诺由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对弈，

严禁在比赛中借助围棋人工智能程序或聘请高水平棋手进行辅

助对局。

（二）鉴于网络比赛环境的特殊性，本次比赛组委会特设

仲裁组，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指派三名资深裁判。仲裁组

会对比赛对局进行抽检，选手在对局过程中如有疑问，请于比

赛结束后 1 小时内由领队向仲裁组提出申诉，逾时不予处理。

（为防止恶意申诉，仅限本队对局，且不得超过 2 次（申诉成

功不计次数），仲裁费为 500 元，仲裁成功退回，失败不退）。

（三）比赛对局中，凡与弈客鹰眼重合度超过 70，且三位

仲裁一致认为棋局有借助 AI 作弊的嫌疑，立即取消本轮成绩；

如仲裁组认定情节严重或被查实的，将通报且立即取消选手参

赛资格，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保留对其禁止参加各项比赛的

权利。

十一、参赛须知为保证比赛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特此规定

（一）每轮上场不足 3 人视为弃权，取消全队本轮成绩。

（二）总计弃权三轮或连续弃权两轮，取消该队本届赛事

成绩。

（三）参赛队及队员有义务接受媒体及主办协办单位的采访。

（四）比赛按照组委会公布时间准时开赛。开赛后 10 分钟

未到场的队员，所在棋局判负。

十二、联系方式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李源博

联系电话：0371-53317114，13526582910

十三、仲裁及裁判员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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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围棋交流活动

报名表

地市：

1 队名：

台次 地市 姓名 性别 平台号

第一台

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联系人

2 队名：

台次 地市 姓名 性别 平台号

第一台

第二台

第三台

第四台

联系人



附件 3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象棋交流活动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

三、时间地点

（一）时间：5 月 26 日-29 日。

（二）地点：居家室内活动。

四、比赛平台

APP 天天象棋（棋社号另行通知）

五、项目设置

团体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 2011 年中国象棋协会审定的竞赛规则。

（二）实行队员总分制，每队三人名次分之和，少者，名

次列前。每方用时 20+5，超时判负。

七、参加办法



（一）本次比赛以线上团体交流形式进行，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老年体协，省直机关老年体协为

单位报名参加，每单位限报 2 支队伍参加。

（二）每队 3 人，男女均可报名。

（三）参加人员需本人自愿，亲属支持，身体健康，年龄

为：男 60 岁（1960 年出生）至 70 岁（1950 年出生）、女 55

岁（1965 年出生）至 70 岁(1950 年出生)。

八、奖励办法

按优胜奖、优秀奖录取，获奖比例分别为参加人数的 60%、

40%，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电子获奖证书。

九、报名

（一）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以“线上象棋赛+地市名+队

伍名称+联系方式”的格式进行命名，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hnlnxq@163.com。

（二）报名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截止。

十、网赛重要说明

（一）所有参赛棋手需承诺由自己独立完成所有的对弈，

严禁在比赛中借助象棋人工智能程序或聘请高水平棋手进行辅

助对局。

（二）鉴于网络比赛环境的特殊性，本次比赛组委会特设

仲裁组，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指派三名资深裁判。仲裁组

会对比赛对局进行抽检，选手在对局过程中如有疑问，请于比

mailto:hnlngcw@163.com。


赛结束后 1 小时内由领队向仲裁组提出申诉，逾时不予处理。

（为防止恶意申诉，仅限本队对局，且不得超过 2 次，仲裁费

为 500 元，仲裁成功退回，失败不退）。

（三）比赛对局中，凡与软件重合度超过 80，且三位仲裁

一致认为棋局有借助 AI 作弊的嫌疑，立即取消本轮成绩；如仲

裁组认定情节严重或被查实的，将通报且立即取消选手参赛资

格，河南省棋类协会保留对其禁止参加各项比赛的权利。

十一、参赛须知为保证比赛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特此规定

（一）每轮上场不足 2 人视为弃权，取消全队本轮成绩。

（二）总计弃权三轮或连续弃权两轮，取消该队本次赛事

成绩。

（三）参赛队及队员有义务接受媒体及主办、协办单位的

采访。

（四）比赛按照组委会公布时间准时开赛。开赛后 3 分钟

未到场的队员，所在棋局判负。

十二、联系方式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联 系 人：李源博

联系电话：0371-53317114，13526582910

十三、仲裁及裁判员由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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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2020 年河南省老年人线上象棋交流活动

报名表

单位： 领 队： 电话：

1 队队员 地市 姓名 性别 平台 ID号

1

2

3

2 队队员 地市 姓名 性别 平台 ID号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