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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老体〔2019〕22 号

关于印发

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围棋、象棋、桥牌交流活动规程的通知

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体育（教体）局、老干部局、老年体

协，各行业老年体协：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老年人

体育工作的意见》，经省政府批准，河南省体育局、中共河南省

委老干部局、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定于 2019 年举办河南省第十

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现将围棋、象棋、桥牌交流活动规程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

积极做好组队、报名等各项准备工作。

附件：围棋、象棋、桥牌交流活动规程

2019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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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围棋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新乡市体育局

中共新乡市委老干部局

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围棋协会

辉县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共辉县市委老干部局

辉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6 月 17 日-21 日在新乡市举行，6 月 17 日下午报到，

6 月 18 日-20 日交流，6 月 21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团体赛

（二）个人赛

本次活动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六、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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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省直机关及各行业老年人体

育协会选拔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 支队伍，新乡市可报 2 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3-5 人(性别不限，

领队或教练可兼队员)，替补队员2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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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交流办法：

（一）执行最新《围棋竞赛规则》。

（二）采取个人赛计团体成绩的办法，视报名人数确定轮次。

（三）每局每方用时 60 分钟包干，单官计时，超时判负。

（四）累计同单位 3 名棋手的个人名次分决定团体名次，名

次分少的队，团体名次列前，若相同，则比较棋手个人最高名次。

（五）个人成绩：比较积分区分名次，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同，则按以下顺序依次区分：对手分、直胜、排名逆减。

（六）参加人数不足 3 人的队，只计算个人成绩，不计算团

体成绩。

（七）赛程：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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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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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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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报至新乡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室。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张 静 手机：13462279005

联 系 人：吕志辉 手机：13525090050

联 系 人：王文进 手机：13603734008

办公电话、传真:0373-2075039

电子邮箱：xxs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下午到指定宾馆报到，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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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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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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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交纳每人每天 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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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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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复印件。未提供保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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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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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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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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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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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码

领 队

教 练

队

员

1运动员

2运动员

3运动员

4运动员

5运动员

1替补

2替补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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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加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9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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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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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象棋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新乡市体育局

中共新乡市委老干部局

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棋类协会

辉县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共辉县市委老干部局

辉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6 月 17 日-21 日在新乡市举行，6 月 17 日下午报到，

6 月 18 日-20 日交流，6 月 21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一）团体赛

（二）个人赛

本次活动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六、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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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省直机关及各行业老年人体

育协会选拔组队参加。

（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 支队伍，新乡市可报 2 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3-5 人(性别不限，

领队或教练可兼队员)，替补队员2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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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交流办法：

（一）执行最新《象棋竞赛规则》。

（二）采用积分编排制，视报名人数确定交流活动办法。

（三）成绩计算：团体名次按各单位最好三名棋手名次分总

和计算，积分少者名次列前;若积分相同,个人名次最好者，团体

名次列前。

（四）个人按照积分编排制，轮次视报名人数制定。

（五）个人成绩：比较积分区分名次，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积分相同，则按以下顺序依次区分：对手分、胜局、犯规、后手

胜局。如无法区分，则比较前一轮成绩、以此类推，直至区分。

（六）参加人数不足 3 人的队，只计算个人成绩，不计算团

体成绩。

（七）赛程：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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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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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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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报至新乡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室。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张 静 手机：13462279005

联 系 人：吕志辉 手机：13525090050

联 系 人：王文进 手机：13603734008

办公电话、传真:0373-2075039

电子邮箱：xxs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下午到指定宾馆报到，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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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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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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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交纳每人每天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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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复印件。未提供保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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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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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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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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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象棋交流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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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码

领 队

教 练

队

员

1运动员

2运动员

3运动员

4运动员

5运动员

1替补

2替补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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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加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9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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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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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桥牌交流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南省体育局

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新乡市体育局

中共新乡市委老干部局

新乡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三、协办单位：

河南省桥牌运动协会

辉县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共辉县市委老干部局

辉县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四、时间和地点：

2019 年 6 月 17 日-21 日在新乡市举行，6 月 17 日下午报到，

6 月 18 日-20 日交流，6 月 21 日上午离会。

五、项目设置：

桥牌团体赛

六、参加办法：

（一） 以各省辖市、省直管县、省直机关及各行业老年人体

育协会选拔组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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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员参赛资格参照《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

身大会总规程》要求执行。

（三）每单位限报 1 支队伍，新乡市可报 2 支队伍参加交流

活动。

（四）每队限报领队、教练员各 1 人，队员 4 人(性别不限，

领队或教练可兼队员)，替补队员2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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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交流办法：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中国桥牌竞赛规则》，团体

赛采用积分编排赛，进行 9 轮，每轮 14 副牌，以累计 VP 积分排

列各队名次。

（一）编排

1.参赛队序号按报名前后依次排列。

2.第一轮对阵由裁判长按计算机抽签随机安排,第二轮及以

后按高分对高分的原则进行编排。如遇参赛队为单数时，积分最

低者轮空，各队最多轮空 1 次。

3.主客队

积分编排赛：比赛编排表中队号在前者为主队。

4.座位选择权：

积分编排赛：各队均无座位选择权，无需填写出场名单。如

有问题则采用同时公布出场名单的方式。

（二）比赛程序

1.禁止使用黄色体系及棕色约定叫。对抗无将开叫或逼叫性

人为开叫的约定性争叫，不明确指明某个花色至少 4 张，此类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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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虽然不属于棕色约定叫，但属于搭档间的特殊协议。使用此类

约定时，须同时提供相应的完整、详细的对抗措施供对方参阅，

否则不允许使用。

2.运动员须携带本对的中文约定卡(其中可内含桥牌专用英

文符号)参加比赛。

3.禁止使用心理叫。

4.采用计算机预制比赛用牌，因多桌用同一组牌，请牌手拿

牌及收回注意正确与否。

5.比赛使用录入器。离桌前必须核对录入结果，如有错误，

立即招请裁判更改。

6.积分编排赛最后一轮前，有参赛队一定获得第一名时，不

安排该队参加剩余的比赛，该队剩余比赛的得分为其之前所有场

次的平均得分。

（三）比赛用时

1.上场时限:所有运动员均须于比赛规定开始前5分钟入场就

座，准备比赛。

2.比赛时限: 14 副牌 2 小时 00 分钟

（四）申诉

本次比赛设仲裁委员会，对有争议的判罚，由队长在该场(节)

比赛正式分数公布后 30 分钟内向裁判长提出(裁判长另有要求时

按裁判长的要求执行)，并按规定履行申诉程序。申诉费每次人民

币 300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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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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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报至新乡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办公室。

（二）报名表一律打印在 A4 纸上，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联 系 人：张 静 手机：13462279005

联 系 人：吕志辉 手机：13525090050

联 系 人：王文进 手机：13603734008

办公电话、传真:0373-2075039

电子邮箱：xxslntx@163.com

十、报到和离会

（一）各代表队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下午到指定宾馆报到，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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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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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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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交纳每人每天 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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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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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复印件。未提供保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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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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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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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于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mailto:shichangbu@ztb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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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桥牌交流活动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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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员

1运动员

2运动员

3运动员

4运动员

1替补

2替补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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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加责任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 2019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桥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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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