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 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精英赛
（盈众奥迪·厦门站）补充通知
各参赛队：
2016-2017 年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精英赛（盈众奥迪·厦门
站）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日在厦门市海沧区少年儿童网
球培训基地举行，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
中国网球协会
二、 承办单位
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
厦门市爱尼特体育有限公司
三、 协办单位
厦门市海沧区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天心岛小学
四、 服务督导单位
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服务中心
五、 独家商务运营单位
北京五岳君腾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六、 比赛项目和参赛年龄要求
(一)单项比赛设短式网球、过渡网球和网球三个项目，每个项目的比
赛小项设置如下：

1、短式网球：甲组单打、双打；乙组单打、双打
2、过渡网球：甲组单打、双打；乙组单打、双打
3、网
球：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二)团体名次根据团体会员单位参赛人数和单项比赛成绩计算。
(三)参加短式网球甲组比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7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参加乙组比赛运动员需为 2009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参加过渡网球甲组比
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5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参加乙组比赛的需为 2007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参加网球比赛的运动员需为 2004 年 9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七、 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1 日
地点：1、短式网球和过渡网球甲组比赛在厦门市海沧区未来橙堡网球
馆进行。
2、过渡网球乙组在厦门市体育中心室外 1 号网球场（两片）进行，网
球比赛在厦门市体育中心室外 2 号网球场（五片）进行（如遇雨天，则改
室内网球馆进行）
。
八、 报名时间和方式
1、各项目比赛 12 月 9 日开始报名，12 月 22 日 12:00 截止报名。
2、请各参赛单位和运动员在中国网球协会少儿发展联盟官方网站
www.ctajunior.org.cn 进行报名，同时填写中国网球协会少儿发展联盟精
英赛报名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厦门市爱尼特体育有限公司赛事部。
联盟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路甲 3 号翔龙大厦 6 层 601 室
邮 编：100061
电 话：010-67153787 传 真：010-80115555 转 530276
电子邮件：huiyuan@ctajunior.org.cn
联盟官方网站：www.ctajunior.org.cn
厦门市爱尼特体育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未来橙堡网球馆
联系人：阮老师
电 话： 15359314793 （微信同号）

电子邮件：crestay@qq.com (邮件主题请备注团体名称)
3、为保证参赛人员信息准确无误，请各报名单位和个人在报名手续完
成后与接收报名单位联系核对报名信息。
九、 报到时间地点
各项赛事参赛人员请于 12 月 30 日 20:00 前到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
未来橙堡网球馆报到。参加短式网球、过渡网球甲组的人员请于 12 月 31
日早上 8:00 到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未来橙堡网球馆集合参加开幕式并
合影留念（过渡网球乙组、网球项目参赛队的领队参加即可，参赛队员不
做要求）
。
比赛抽签工作在报名截止后进行并在联盟网站公布。
联系人：阮老师
联系电话：15359314793
十、 参赛经费
1、报名费：
（1）短式网球： 单打、双打合计每人 60 元。
（2）过 渡 球： 单打、双打合计每人 100 元。
（3）网
球： 单打、双打合计每人 100 元。
报名费在提交报名表的同时联络阮老师（15359314793 微信）缴纳，报
名截止后因个人原因不能参赛，报名费不予退还；如因参赛名额限制未能
获得参赛资格，报名费按原缴费方式退还。
2、食宿费：参赛人员食宿费自理。如需大会协助安排，请在报名时告
知承办单位。
3、 推荐酒店：
参加短式网球和过渡网球甲组比赛推荐住宿：
（1）海沧 886 精品酒店，电话:0592-6513886，价格:138 元起。
地址:海沧区兴港路公路局旁，距离球场 1000 米以内。
（2）厦门湘禹酒店，电话:0592-6531371，价格:110 元起。
地址:海沧区兴港路兴港六里 220 号（东南亚红酒交易中心后面）
，距
离球场 1000 米。
（3）厦门市海沧区教师酒店 电话：0592-6881999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嵩屿南一里 232 号 距离球场 2.9 公里

参加过渡网球乙组和网球比赛推荐住宿：
（1）体育大酒店 电话：0592-5083557，0592-5393333，价格：160
元（含双早）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2 号（体育中心内）
，距离球场 100 米。
（预
定体育酒店的，请在行程确认后，联络阮老师 15359314793，告知房号，否
则无法享受该优惠价格。
）
（2）水果假日酒店（体育路） 电话：0592-8832222 价格：130 元起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105 号，距离球场 670 米。
（3）金桥花园酒店（金桥店） 电话：0592-2622888，价格：298 元起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金桥路 104 号世纪金桥园，距离球场 750 米。
十一、 参赛要求
1、参赛运动员必须持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2、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所在地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缺失以上任意一项，赛事承办方有权取消其比赛资格。
十二、 交通
厦门市海沧区未来橙堡网球场馆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 1022 号（南海三路中石化加油站斜对
面）
。距离机场 18.8 公里，乘坐出租车费用 50 元左右。还可乘坐空港快
线海沧线至海沧医院东门站，换乘 834，835，836，837，839 至海沧人才
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到。距离厦门站 17.8 公里，乘坐出租车费用 50 元
左右。还可乘坐 857 路至海裕路下车，换乘 839 路至海沧人才站下车，
步行 200 米即到。距离厦门北站 31 公里，乘坐出租车费用 65 元左右。
还可乘坐 890 路至海沧人才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到
厦门市体育中心网球场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体育中心内。距离机场 10 公里，出租车
费用约 25 元左右。距离厦门站 3.9 公里，乘坐出租车费用 14 元左右。距
离厦门北站 21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60 元，还可乘坐 943 路快运至人才中
心站下车，步行约 8 分钟。
十三、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16 年 1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