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2018 年赛事活动推介招标书 

 

目  录 

 

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部 

一、2018 年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二、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 

三、2018 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 

业务一部 

四、首届全国轮滑全项目锦标赛 

五、中国滑板俱乐部联赛 

六、全国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 

七、中国速度轮滑公开赛 

八、中国自由式轮滑公开赛暨轮滑马拉松赛 

九、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速度轮滑比赛 

业务二部 

十、  中华龙舟大赛 

十一、中国龙舟公开赛 

十二、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 

十三、全国龙舟锦标赛 

十四、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十五、全国龙舟往返赛 

十六、国际龙舟联合会第 3 届世界杯龙舟赛 

十七、中国大力士公开赛 

业务三部 

十八、  “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 

十九、  中国钓鱼大师巡回赛 

二十、  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英赛 

二十一、全国垂钓俱乐部挑战赛 

二十二、全国自然水域垂钓系列赛 

二十三、全国海钓锦标赛 

二十四、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 

二十五、中国飞镖公开赛 

二十六、中国青少年飞镖联赛 

二十七、全国风筝锦标赛 

二十八、全国风筝精英赛 

二十九、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 

业务四部 

三十、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总冠名招商 

三十一、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 

三十二、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三十三、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 

三十四、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 



三十五、2018 年全国拔河锦标赛 

三十六、2018 年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 

三十七、2018 年全国木球锦标赛 

三十八、2018 年中国国际木球公开赛 

三十九、2018 年全国荷球锦标赛 

四十、  2018 年中国桌式足球冠军系列赛 

业务六部 

四十一、2018 年全国毽球锦标赛 

四十二、2018 年全国青少年（中学生）毽球锦标赛 

四十三、2018 年全国少儿毽球锦标赛 

四十四、2018 年中国毽球公开赛 

四十五、2018 年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 

四十六、2018 年中国跳绳公开赛 

四十七、2018 年全国跳绳锦标赛 

四十八、2019 年亚洲跳绳锦标赛 

四十九、2018 年中国垂直马拉松联赛 

五十、  中国柔力球公开赛 

五十一、全国健身秧歌（鼓）大赛 

五十二、全国青少年柔力球、气排球夏令营 

五十三、2018 年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 

五十四、2018 年全国健身瑜伽总决赛 

五十五、首届全国瑜伽俱乐部精英赛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 

五十六、2018 年中华龙狮大赛系列赛 

五十七、2018 年中国龙狮公开系列赛 

五十八、2018 年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部



2018 年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赛事 

介绍 

广场舞是覆盖人群广泛、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项目，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规范广场舞运动的开展，

近期，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对场地供给、规范行

为、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规范化发展要求，也同时明

确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是广场舞健身活动的主管部门。作为广场舞项目主管

单位，2018 年拟继续举办全国广场舞大赛，大赛分海选赛、分区赛、总决赛。海选赛由

各地组织举行，分区赛由各省区市组织举行，分区赛优胜代表队可参加总决赛，总决赛预

计参加人数在 800 人左右。 

时间 

安排 
待定(活动时间 2 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能容纳 800 人以上的开幕式广场；比赛在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开阔场地，

具备 LED大屏，专业音响和灯光。如遇恶劣天气有满足赛事要求的体育馆等

备用场地； 

2、酒店能容纳不少于 800 人，不低于三星标准的食宿条件；驻地距场地不

超过 20分钟车程； 

3、报到、离会时为所有裁判员提供接送站服务。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15室 

联 系 人 张秋月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1；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htyzdy@yeah.net 



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 

赛事 

介绍 

乡、村、镇参加广场舞健身活动的人群数以亿计，根据乡、村、镇人群参与广泛的特

点，举办以乡、村、镇为单位参与的全国性广场舞大赛，能够有效调动广大基层广场舞爱

好者参与健身积极性，对于推动全民健身发展具有示范效应。 

2018年拟举办 3站中国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预计每站参加人数在 300人左右。 

时间 

安排 
待定(活动时间 2 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能容纳 300 人以上的开幕式广场；比赛在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开阔场地，

具备 LED大屏，专业音响和灯光。如遇恶劣天气有满足赛事要求的体育馆等

备用场地； 

2、酒店能容纳不少于 300 人，不低于三星标准的食宿条件；驻地距场地不

超过 20分钟车程； 

3、报到、离会时为所有裁判员提供接送站服务； 

4、承办地须为三四线城市或基层城镇乡村。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15室 

联 系 人 黄硕 

联系方式 
电话：15901293762；传真：010-67133577 

邮箱：huangshuo@188.com 

 

 

 



2018 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 

赛事 

介绍 

为不断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进一步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

全民健身工作中的作用，2018年拟继续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 

2018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计划于 9月份举行，从比赛、展示、交流等

不同角度展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风采，引领、推动各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开展。由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组队，通过本地区预选赛选派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

预计参加人数在 400人左右。 

时间 

安排 
2018年 9月(活动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 

活动保障 

1、能容纳 400人的开幕式广场；比赛在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开阔场地，面积不

小于 600平方米；如遇恶劣天气有满足活动要求的礼堂、体育馆等备用场地； 

2、酒店能容纳 400人，不低于三星标准的食宿条件；有能容纳 400人的会议

室；驻地距场地不超过 20分钟车程；有可以举办闭幕颁奖仪式的场地，能容

纳 400人，具备 LED大屏，专业音响和灯光； 

3、报到、离会时为所有人员提供接送站服务。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食宿补贴 350 元/人/天；赛事活动组织补贴根据活动方案及承办地物价水平

另行测算。 

承办包干 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补足。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15室 

联 系 人 张秋月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1；传真：010-67133577 

邮箱：shtyzdy@yeah.net 



 

 

 

 

业务一部



首届全国轮滑全项目锦标赛 

赛事 

介绍 

首届全国轮滑全项目锦标赛是轮滑项目最高水平赛事。参赛队伍是由各省区市轮滑协

会、行业体协等单位选送。竞赛内容包括：速度轮滑（场地赛、公路赛、马拉松）、自由

式轮滑、花样轮滑、单排轮滑球、双排轮滑球、轮滑迴转赛、高山速降、极限轮滑、滑板、

轮滑阻拦赛。 

时间 

安排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10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1个周长 200米的有坡度的封闭型轮滑赛道；1个长度 400-600米的封闭

或开放型公路；自由式比赛场地不小于 40米×10米，地面平整、不滑、不

粘；花样轮滑室内体育馆，在木地板上举行，不小于 50米×25米，具备灯

光音响条件；轮滑球室内体育馆，比赛场地不小于 50米×25米，场地平整，

且具备灯光音响条件。地板应为轮滑球专用运动地板，场地四周有木板或玻

璃纤维制成围墙，围墙不低于 107 厘米；滑板：2000 平米左右的碗池与街

式场地；极限：一定数量的 U型台与坡台。 

2、可提供约 300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 

3、每个竞赛场地可容纳 800人的观众席、驻地距赛场 30分钟车程以内； 

4、具备承办 3000人以上赛事活动经验。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面议，预计总体办赛费用约 5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刘育廷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rsa_cn@163.com 

 

  



中国滑板俱乐部联赛 

赛事 

介绍 

滑板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国轮滑协会自 2017年开始设立中国

滑板俱乐部联赛，主要针对高水平选手，观赏性强。每年联赛设 4-5站，通过联赛吸引

高水平滑板俱乐部参赛，建立完善我国的滑板俱乐部体系，服务全国健身与奥运备战。

设街区滑板和碗池滑板两个项目。 

时间 

安排 
场地赛 中国滑板俱乐部联赛 2018年 6-10月（竞赛时间每站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滑板专用场地与设施（有碗池与街式道具，不少于 2000 平米）； 

2、可提供约 15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面议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曾冰峰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465647016@qq.com 

 

  



全国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为固定时间（五一假期）、固定地点（北戴河）举办的传统

品牌赛事。 

时间 

安排 
2018年 5月 1-3 日（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1个周长 200米的有坡度的封闭型轮滑赛道； 

2、可提供约 400-50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车程以内； 

4、有承办 400人以上赛事活动经验。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面议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刘育廷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rsa_cn@163.com 

 

  



中国速度轮滑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速度轮滑公开赛为分站系列赛，设 2-3站。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7-8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7-8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7-8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1个周长 200米的有坡度的封闭型轮滑赛道； 

2、可提供约 400-50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车程以内； 

4、有承办 400人以上赛事活动经验。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面议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刘育廷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rsa_cn@163.com 

 

  



中国自由式轮滑公开赛暨轮滑马拉松赛 

赛事 

介绍 

最具观赏性的轮滑项目，在户外举行，运动与城市融为一体。带动旅游，提升城市知

名度。参赛运动员 400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7-9月（竞赛时间 2-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速滑马拉松场地周长为 6-10 公里的封闭或开放型公路。自由式场地不小

于 40米×10米，地面平整、不滑、不粘； 

2、可提供约 400-50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 

3、可提供容纳 500人的观众席；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车程以内。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面议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刘育廷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rsa_cn@163.com 

 

  



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速度轮滑比赛 

赛事 

介绍 
参加单位为中国轮滑协会注册的轮滑俱乐部，受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 

时间 

安排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有周长 200米的专用速滑场； 

2、可提供约 300人的食宿、交通的接待能力；参赛人员食宿费与当地交通费

用由承办单位负担；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车程以内； 

4、有承办 300人以上赛事活动经验。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40万元。 

承办包干 面议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轮滑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2室 

联 系 人 刘育廷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320/6714762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rsa_cn@163.com 

 

 



 

 

 

 

业务二部



中华龙舟大赛 

赛事 

介绍 

中华龙舟大赛是中国龙舟协会的两大品牌赛事之一，比赛由中国龙舟协会与中央电视

台体育频道联合主办，是目前全国竞技水平最高、受关注度最高、群众参与面最广的顶级

龙舟赛事，由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负责赛事推广。该赛事自

2011年创办起，已先后举办 40站，平均每年举办 6站。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共举行了

6 站分站赛、1站总决赛均由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了现场直播，共有超过 100 支队伍

报名参赛。2018 年度计划举办 6站分站赛和 1站总决赛，比赛设职业组和青少年组。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3月海南万宁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第二站 2018年 4月湖南长沙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第三站 2018年 5月云南昆明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第四站 2018年 6月福建福州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第五站 2018年 9月南京六合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第六站 2018年 11月重庆合川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总决赛 2018年 12月海南陵水站（竞赛时间 3天）（履行合同中）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国际龙联标准的 22人龙舟不少于 18条，12人龙舟不少于 18条； 

4、可伸缩起航平台不少于 3组，拼装式登舟平台面积不小于 700平方米。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审验参赛运动员资格。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由 CCTV-5或 CCTV-5+直播或录播。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800-1000万元。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中国龙舟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龙舟公开赛是中国龙舟协会的两大品牌赛事之一。比赛鼓励更多的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感受

龙舟文化的魅力。该赛事自 2011 年创办起，已先后举办 75 站，平均每年举办 11 站。2017 年，中国龙

舟公开赛共举行了 8 站分站赛、1 站总决赛均进行了现场直播，共有近百支队伍报名参赛。2018 年度计

划举办 9 站分站赛和 1 站总决赛。只有获得年度分站赛总积分男子前 16 名、女子积分前 8名的运动队才

有资格参加总决赛，角逐年度总冠军。中国龙舟协会计划 2018 年继续加大对赛事的宣传力度，全部 9

站比赛均计划进行现场直播，扩大赛事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3月广东麻涌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二站 2018年 4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5月湖北荆州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四站 2018年 6月成都金堂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五站 2018年 6月海南澄迈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六站 2018年 6月贵州铜仁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七站 2018年 9月广西昭平站（竞赛时间 2天）（履行合同中） 

第八站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九站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卫生保障； 

2、赛事由省级及以上电视台直播，其他平面媒体及新媒体覆盖； 

3、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4符合国际龙联标准的 22人龙舟不少于 14条，12人龙舟根据赛事需要配置； 

5、可伸缩起航平台不少于 2组，拼装式登舟平台面积不小于 500平方米。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由承办地省级或市级电视台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200-40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 
赛事 

介绍 

从 2013年起，青少年龙舟锦标赛独立举办，设男子、女子、混合组 12人龙舟比赛项

目，鼓励女子运动队参赛，设 16岁以下、18岁以下、24岁以下年龄组等。 

时间 

安排 
2018年 7-8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国际龙联标准的 22人龙舟不少于 14条，12人龙舟不少于 14条； 

4、可伸缩起航平台不少于 2组，拼装式登舟平台面积不小于 500平方米。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各承办地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50-30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全国龙舟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创办于 1984年，迄今为止已举办 18届，是我国水平最高、

参与面最广的顶级龙舟赛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等单位均可推荐

队伍报名参赛。全国龙舟锦标赛每届赛事参赛队伍约 30 个单位 500 余名运动员。拟设立

“屈原杯”奖杯奖励给全国龙舟锦标赛团体总分冠军，并作为流动奖杯传递。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2 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国际龙联标准的 22人龙舟不少于 14条，12人龙舟不少于 14条； 

4、可伸缩起航平台不少于 2组，拼装式登舟平台面积不小于 500平方米。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各承办地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50-30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是协会创办的新的龙舟赛事，赛事创办以来已经先后在福建省厦

门市、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宜都市等地成功举办。2018 年，中国龙舟协会计划进一步

推广这一赛事，逐步推进龙舟拔河项目的不断开展，促进龙舟运动项目的丰富化。 

时间 

安排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竞赛要求的特种 22人或 12人龙舟不少于 9条。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00-15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全国龙舟往返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龙舟往返赛是协会 2015 年开创的新兴龙舟赛事，是在广东地区民间赛事“赛龙

夺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发展的龙舟竞赛项目。往返赛与传统的直道竞速、绕标赛、

接力赛不同，是多支龙舟在一个直道场地上往返进行比赛，力争夺得锦标的新项目。具有

竞争激烈、观赏性强、可参与度高等特点，有着较强的群众基础。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2月（竞赛时间 2天）（尽量避开高温、雨季季节）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竞赛要求的 22人或 12人龙舟不少于 9条。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00-15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国际龙舟联合会第 3 届世界杯龙舟赛 

赛事 

介绍 

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龙舟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国际龙舟联合会非常重要的赛事活

动，只有上一年度获得世锦赛前 8名的队伍才能获得资格进行世界杯的角逐。目前已在我

国福建省福州市、江苏省武进市成功举办了两届。 

时间 

安排 
2018年 5月江苏盐城（竞赛时间 2天）（合同履行中）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公安、交通、医疗救护、食品卫生保障； 

2、竞赛水域长度不小于 700米，宽度不小于 100米，水深不小于 3米，水质

不低于 III类水； 

3、符合国际龙联标准的 22人龙舟不少于 18条，12人龙舟不少于 18条； 

4、可伸缩起航平台不少于 3组，拼装式登舟平台面积不小于 700平方米。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观龙台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收报名，审验参赛运动员资格。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由 CCTV-5或 CCTV-5+直播或录播。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800-10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舟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8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吕冉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28832，传真：010-67133577 

E-mail：zglzxh@126.com 

 



中国大力士公开赛 

赛事 

介绍 

    大力士运动是一项集健身、休闲、娱乐、观赏于一体的体育项目；它是力量与美的融

合，是运动与健康的展示，是激烈精彩的视觉盛宴。2018 年中国大力士公开赛，在秉承

固有的比赛方式外，可根据承办方的需求，设置比赛项目、选择场地，以突出宣传展示承

办地的文化特色。本年度采取 4场分站赛和 1场总决赛的赛制。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1-10月（竞赛时间 3天） 

第二站 2018年 1-10月（竞赛时间 3天） 

第三站 2018年 1-10月（竞赛时间 3天） 

第四站 2018年 1-10月（竞赛时间 3天） 

总决赛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比赛地点可根据承办方的需求选定； 

2、场地要求： 

（1）在宽敞的露天广场或室内等空地上进行，且场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个

别项目可设在水上进行）； 

（2）场地规格要求：长 35米、宽 30米的平坦的水平区域面。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审核制定开、闭幕式、安全计划方案； 

2、审核制定赛事组委会、竞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委会人员名单； 

3、审核制定赛事工作流程、竞赛编排流程； 

4、审核制定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方案及实施； 

5、勘查、设计、制作场地图、工作平台、安全设施及工作流线图； 

6、发布竞赛通知、规程，接受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验。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视承办方的需求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80万元，不含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报道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六号国家体育总局综合办公楼四层 

联 系 人 崔山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61320，传真：010-67133577 

E-mail：1608069885@qq.com 

 



 

 

 

 

业务三部 



“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钓鱼锦标赛创办于 2004 年。在突出个人多项目钓技水平的同时，强调团队整体

水平的表现。全国钓鱼锦标赛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最具分量的赛事。2018年，本赛事计划

举办年度届赛，由 CAA团体会员单位选拔的 1个代表队参赛和 CAA区域性多场“全能王”

选拔赛资格队参加（名额待定），参加人数约 300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9-11月间（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4个以上的标准竞技钓池、1个可容纳 100人的抛竿池； 

2、容纳 300辆车的停车场； 

3、容纳 500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20万元，电视直播或录播费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中国钓鱼大师巡回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钓鱼大师巡回赛为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倾力打造的顶级淡水池钓赛事。参赛人员仅

限 2018-2019年度 167 名现役垂钓大师、30 名获得 2017年资格三级大师、当年度的准一

级竞钓大师（实际参赛人员资格审定由 CAA 按各站赛事规划进行调整）。该赛事以“级别

高、赛制新、技术精”为比赛看点。经过 2016-2017年的运作，该系列赛事已成为职业钓

手晋级垂钓大师的标志性赛事。2018年本项赛事初步计划举办 3站次，每站参赛运动员在

200人左右。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8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4个以上标准竞技钓池、1个标准 PK池，一个抛竿池 

2、200 辆车的停车场； 

3、300 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90万元。电视直播和录播费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英赛 

赛事 

介绍 

    以强化中国竞技钓鱼核心技术为诉求的全国钓鲫精英赛是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英赛

的前身。2015年，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提出“竞技钓鱼电视化，群众钓鱼趣味化”的办赛思

路，并实现全国钓鲫精英赛与湖南快乐垂钓频道优势栏目《快乐垂钓直播大奖赛（FTT）》

的强强联合，升级为“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英赛”。2018 年本系列赛事仍规划为 3 场分站

赛和 1场总决赛形式，分站赛接受全国钓鱼爱好者自由报名参赛，参赛运动员 500-600人；

总决赛以在 3站分站赛中获得参加总决赛资格的 126人（各站正赛 32名、排位赛 10名）

参加。4站比赛由快乐垂钓频道电视直播。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6个标准竞技钓池； 

2、400 辆车的停车场； 

3、800 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及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分站赛约 90万元，总决赛约 110万元。直播费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全国垂钓俱乐部挑战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钓鱼运动协会老牌竞赛项目，以促进我国钓鱼职业化、推动全国垂钓俱乐部建设

为目的。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赛事以形象新颖、奖金设置高额、预选赛站次多、承办条

件精简等因素，受到全国众多钓鱼俱乐部热捧，也为行业企业俱乐部在全国提高知名度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2018年本系列赛事仍规划为 3场分站赛和 1场总决赛形式举办，分

站赛接受全国钓鱼俱乐部自由报名参赛，参赛队 100支，参赛运动员 300 人，总决赛以在

3站分站赛中获得参加总决赛资格的参赛队参加。4站比赛均由快乐垂钓频道电视直播。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4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8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6个标准竞技钓池； 

2、300 辆车的停车场； 

3、500 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80万元，总决赛约 100万元，直播费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全国自然水域垂钓系列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自然水域垂钓系列赛是国内参与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赛事。以“心拥碧水 游

钓神州”为主旨，打造“一赛一品牌,一城一特色”的赛事文化，经过多年运营这项赛事

已经锻造出“台儿庄”、“升钟湖”等一大批国内外驰名的赛事品牌。全国自然水域垂钓系

列赛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的人气比赛，是获得各地各级政府支持最多的比赛。本系列赛事

规划为 6-8场分站赛形式举办，分站赛接受全国钓鱼爱好者自由报名参赛，参赛运动员人

数依据各场地条件控制在 400-1000人之间。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4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五站 2018年 8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六站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3天） 

第七站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八站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符合国赛标准的自然水域； 

2、500-700辆车的停车场； 

3、600-1200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150-200万元（依据参赛人数及场地条件作浮动）。电视直播或录播费

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全国海钓锦标赛 
赛事 

介绍 

2018年全国海钓锦标赛拟举办 4场海钓赛事，覆盖中国沿海最具代表性的垂钓区域。

比赛与中国海钓优秀钓手排行榜挂钩，推动运动员职业化进程，每站选手 100-150名不等。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18年 12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符合国赛标准的垂钓海域； 

2、100 辆车的停车场； 

3、200 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6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80万元。电视分段直播或录播费用另计。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是中国钓鱼运动协会主推的国家级路亚赛事，使用绿色环保的卡

亚克艇作为做钓载体，与世界接轨的赛制设置已成为沟通全球的桥梁，吸引一批又一批国

内路亚高手投入其中。2017年该赛事体系吸纳英国、澳大利亚举办的两场境外赛事加入，

使得赛事体系更加国际化，国际选手也将能通过这项比赛参与竞争。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18年 8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符合国赛标准的自然水域； 

2、200 辆车的停车场； 

3、300 人的开幕式广场； 

4、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分站赛约 50万元，总决赛约 80万元，不含电视直播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钓鱼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孙乾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aa_fishing@163.com 

 

  



中国飞镖公开赛 

赛事 

介绍 

飞镖运动以其时尚性、休闲性、趣味性吸引了广大人群参与，中国飞镖公开赛是目前

中国飞镖运动发展中水平最高的赛事。此赛事面向飞镖职业选手和国内的飞镖爱好者开

放，是他们一展身手，释放激情的展示平台。中国飞镖公开赛主要以软式飞镖运动为主，

在有条件的场地及场次可兼开展硬式飞镖运动。中国飞镖公开赛为 3场分站赛和 1场总决

赛赛制。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1-12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符合联赛标准的场地、国家安全标准的飞镖机及数量、灯光音响等设备； 

2、比赛场地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3、容纳 500-800人的开幕式场地（室内）； 

4、驻地距赛场 15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分站赛约 70万元，总决赛约 100万元，不含电视直播费用。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飞镖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04149827@qq.com 



中国青少年飞镖联赛 

赛事 

介绍 

    飞镖运动以其时尚性、休闲性、趣味性吸引了广大人群参与，中国青少年飞镖联赛主

要面对国内中、大学生群体，以校园为依托全面普及飞镖运动。中国青少年飞镖联赛以软

式飞镖运动为主，全年设 3场分站赛和 1场总决赛。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4-11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1-12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学校、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符合联赛标准的场地、国家安全标准的飞镖机及数量、灯光音响等设备； 

2、比赛场地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3、容纳 500-800人的开幕式场地（室内）； 

4、驻地距赛场 15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分站赛约 40万元，总决赛约 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飞镖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李汉杰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4762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04149827@qq.com 

 

  



全国风筝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风筝锦标赛是全国风筝竞赛中级别最高的风筝赛事，以“赛事规格高、风筝作品

精、创新亮点多、竞技难度大”为特点，它涵括了风筝主要竞赛项目，赛制编排精细合理，

参与人群广泛，已成为我国风筝竞技的最高技术展示平台。全国风筝锦标赛竞赛项目主要

有：1、传统风筝赛；2、运动风筝赛；3、特色风筝表演赛。2018年全国风筝锦标赛由全

国各省市风筝协会派队参加，总队数约 45支，运动员 300名。 

时间 

安排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 竞赛场地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四周不得有高大建筑和高压输电设施； 
（1）长方形场地：竞赛场地长 80至 150米，宽 80至 100米（场地越宽广、
平坦越好）； 
（2）凹凸形场地：不规则场地与长方形场地基本一致，其区别在于：以起点
线为基准，将 4至 6个连续的“6米×6米”的留空计时区沿道位纵向延长线
向前（后）移 10米； 
2、风筝竞赛活动受天气影响明显，举办时间应以当地最佳适宜风筝放飞的季
节为参考；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7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风筝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冷世祥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45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050392528@qq.com 

 

  



全国风筝精英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风筝精英赛分为四站。竞赛项目分为：传统风筝赛、竞技风筝赛和地方特色风筝

表演赛。其中传统风筝赛包括龙串类风筝、软翅串类风筝、硬翅串类风筝、软板串类风筝、

硬板串类风筝和串类最长风筝。竞技风筝赛包括运动风筝双线团体芭蕾赛和打斗风筝个人

赛。每站总队数约 35支，运动员 200名。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竞赛场地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四周不得有高大建筑和高压输电设施； 

（1）长方形场地：竞赛场地长 80 至 150米，宽 80至 100米（场地越宽广、

平坦越好）； 

（2）凹凸形场地：不规则场地与长方形场地基本一致，其区别在于：以起点
线为基准，将 4至 6个连续的“6米×6米”的留空计时区沿道位纵向延长线
向前（后）移 10米； 
2、风筝竞赛活动受天气影响明显，举办时间应以当地最佳适宜风筝放飞的季
节为参考；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 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风筝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冷世祥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45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050392528@qq.com 

 

  



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竞赛项目包括个人双线芭蕾赛、双人双

线芭蕾赛、团体双线芭蕾赛，双人四线芭蕾赛、团体四线芭蕾赛；表演项目包括动态类、

软体类、最长串类、最佳空中效果赛、夜光风筝赛等特色风筝。2018年全国运动风筝锦标

赛由全国各省市风筝协会派队参加，总队数约 30支，运动员 150名。 

时间 

安排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 竞赛场地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四周不得有高大建筑和高压输电设施； 

（1）长方形场地：竞赛场地长 80 至 150米，宽 80至 100米（场地越宽广、

平坦越好）； 

（2）凹凸形场地：不规则场地与长方形场地基本一致，其区别在于：以起点

线为基准，将 4至 6个连续的“6米×6米”的留空计时区沿道位纵向延长线

向前（后）移 10米； 

2、风筝竞赛活动受天气影响明显，举办时间应以当地最佳适宜风筝放飞的季

节为参考； 

3、驻地距赛场 30分钟左右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 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风筝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33室 

联 系 人 冷世祥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458/；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050392528@qq.com 

 



 

 

 

 

业务四部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总冠名招商 

赛事 

介绍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创立于 2009 年，由 5 个分站赛和 1 个总决赛组成。分站赛接受

全国体育舞蹈爱好者报名参赛，总决赛由在 5站分站赛中获得积分最高的 24对或 12对选

手参加。该赛从每年 4月开始，贯穿全年，是我国体育舞蹈的重要品牌赛事，每年体育舞

蹈公开赛在不同地域举办，参与人群多达万人以上，间接参与人数更是多达数十万，对推

动各地体育舞蹈的普及与提高，促进各地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年 4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二站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三站 2018年 6月(竞赛时间 2天) 

第四站 2018年 9月(竞赛时间 2天) 

第五站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2月（竞赛时间 2天） 

总 

冠 

名 

条 

件 

总冠名费 面商 

总冠名回

报条件 

1、总冠名方为本年度公开赛各分站赛及总决赛的独家冠名单位。本年度公开

赛的整体宣传方案由总冠名方设计后提交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审核确定； 

2、统一设计带有总冠名方 LOGO 的比赛现场背景； 

3、在比赛场地可放置 24块围栏广告的情况下，为总冠名方安排 14块、尺寸

为 200厘米×60厘米的围栏广告； 

4、在比赛场馆安放带有总冠名方 LOGO的采访区背景版（需安装采访灯光）； 

5、为总冠名方安排秩序册封面、封底以及封壹对开广告 1页； 

6、在工作人员胸卡及运动员号码布上印制总冠名方广告； 

7、在裁判台、主持台及麦克风上安排总冠名方广告； 

8、在门票及 VIP台面上印制总冠名方广告； 

9、在获奖证书以及颁奖台底座上印制乙方广告； 

10、在比赛场馆内所有与比赛有关的指示牌、引导牌及成绩公布栏上安排乙

方广告； 

11、在符合当地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在比赛场馆外安排广告一辐； 

12、在《中国体育报》上的新闻报道； 

13、在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官方网站上制作专题； 

14、在不少于 5家体育舞蹈相关网络上进行专题报道； 

15、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对总冠名新闻发布会进行报道； 

16、在各承办地召开新闻发布会； 

17、协调在各承办地电视及平面媒体上进行宣传。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与中

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成功总冠名合作经历者具有优先权。 

网上公示 确认总冠名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陈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创立于 2009 年，由 5 个分站赛和 1 个总决赛组成。分站赛接受

全国体育舞蹈爱好者报名参赛，总决赛由在 5站分站赛中获得积分最高的 24对或 12对选

手参加。该赛从每年 4月开始，贯穿全年，是我国体育舞蹈的重要品牌赛事，每年体育舞

蹈公开赛在不同地域举办，参与人群多达万人以上，间接参与人数更是多达数十万，对推

动各地体育舞蹈的普及与提高，促进各地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时间

安排 

第一站 2018 年 4 月(竞赛时间 2 天) 

第二站 2018 年 5 月(竞赛时间 2 天) 

第三站 2018 年 6 月(竞赛时间 2 天) 

第四站 2018 年 9 月(竞赛时间 2 天) 

第五站 2018 年 10 月（竞赛时间 2 天） 

总决赛 2018 年 12 月（竞赛时间 2 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 个功能设施齐全、3000-6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国性体育舞

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办方承担，

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6、如有总冠名，应按主办方承诺的回报条件及总冠名商的要求做好宣传回报工作。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12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陈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是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水平最高、也最具权威性的体育舞

蹈赛事，已连续举办 27 届，每年参与人群多达 7000-8000 人次，是全民参与性得到最好

诠释的体育舞蹈赛事。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4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陈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标赛主要面向青少年体育舞蹈爱好者，为规范青少年体育舞蹈

教学、引导青少年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锦

标赛每年举办一届，迄今已连续举办了 15 届，成为了我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舞蹈重

要品牌赛事之一。 

时间 

安排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个功能设施齐全、4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2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陈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健身交谊舞锦标赛和健身舞蹈大赛是我国一年一度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群众

性舞蹈赛事，已连续举办 17 届，每年参与人群多达 3000-4000 人次，是全民参与性得到

最好诠释的体育舞蹈赛事。 

时间 

安排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个功能设施齐全、5000-8000 座位、带副馆的体育馆； 

2、符合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要求的灯光、音响、木制地板等设备； 

3、体育馆周边饭店房间充足且交通便利； 

4、具有大型体育活动策划、执行经验，特别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的全

国性体育舞蹈赛事运营经验； 

5、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2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陈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67183764；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dance@vip.sina.com 

 



2018 年全国拔河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拔河锦标赛每年举办一届，是国内最高水平的竞技拔河赛事。参赛队来自各省（区

市）、行业体协、俱乐部等。赛期两天，设硬地（室内室外均可）和草地两个大项，10-15

个小项。本赛事同时也为 2018 年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国家队选拔赛，预计有来自全国

15-20支队，200-250人参赛。 

时间 

安排 
2018年 4-8月间(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1-2条标准塑胶拔河道、1个标准草地比赛场； 

2、面积合适的体育馆或室外广场； 

3、驻地距赛场不超过 20分钟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50-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拔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拔河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tugofwar@163.com 

 

  



2018 年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 

赛事 

介绍 

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由中国拔河协会主办，旨在促进拔河运动在全国的普及开展，与

各省市、各单位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或拔河赛有机结合，协会提供技术服务。比赛以当地队

伍为主，国内其它队伍参与。2018 年计划设 10-20个分站赛及 1 个年终总决赛（已确定在

广东惠州）。每一站协会将选派 2名国家级裁判员为赛事服务，每站比赛前两名有资格参加

年终总决赛。 

时间 

安排 
2018年 3-11月间(每站竞赛时间 1-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1条标准塑胶拔河道或其它类型场地（硬地、草地均可）； 

2、面积合适的体育馆或室外广场； 

3、适宜的食宿条件； 

4、当地至少有 20支队伍参赛。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每站 2名国家级），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20-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中国拔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拔河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tugofwar@163.com 

 

  



2018 年全国木球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木球锦标赛是国内最高水平木球赛事，每年一届，已举办 12届。参赛队伍来自各

省市、行业体协、大中小学校、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参赛范围和人群覆盖广。 

    2018 年全国锦标赛同时为第 8 届世界杯木球赛国家队选拔赛。近两届全国锦标赛参赛

总人数均超过 600 人，为减轻办赛压力，提高竞赛精彩程度，2018 年拟设两站比赛（按竞

赛类型分为杆数赛和球道赛，或按地域分为南方和北方赛）。每站比赛参赛队伍 20-25队，

约 300-350名运动员。项目设置男女单人、男女团体、混合双人等。 

时间 

安排 
2018年 5-10月间(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可规划至少 24条球道的草地比赛场； 

2、满足需求的食宿条件； 

3、驻地距赛场不超过 20分钟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40-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社体中心业务四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woodball@163.com 

 

  



2018 年中国国际木球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国际木球公开赛是国内举办的最高水平国际木球赛事，每年一届，已连续举办近

20届。比赛同时为国际木球总会年度积分系列赛中国站，参赛队伍来自各国家和地区，国

内各省市、行业体协、大中小学校、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参赛范围和人群覆盖广。 

    比赛参赛队伍 20-25 队，约 300-350 名运动员。项目设置男女单人、男女团体、混合

双人等。 

时间 

安排 
2018年 5-11月间(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可规划至少 24条球道的草地比赛场； 

2、满足需求的食宿条件； 

3、驻地距赛场不超过 20分钟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50-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社体中心业务四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woodball@163.com 

 

  



2018 年全国荷球锦标赛 

赛事 

介绍 

荷球是全世界唯一一项男女同场竞技的集体球类项目，在欧洲风靡百年，是世界运动

会正式比赛项目。全国荷球锦标赛是国内最高水平荷球赛事，每年一届，已举办9届。参赛

队伍来自各省市、大中学校，共15-20支队伍、约200-250名运动员。比赛与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合作，队伍包括多所重点高校。 

    2018 年全国锦标赛同时为 2018 年亚洲大洋洲荷球锦标赛国家队选拔赛。比赛分为 8

人赛和 4人赛两个组别。 

时间 

安排 
2018年 4-8月间(竞赛时间 5 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40x20米场地体育馆，20x20米场地副馆； 

2、满足需求的食宿条件； 

3、驻地距赛场不超过 20分钟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4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社体中心业务四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 系 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korfball@163.com 

  



2018 年中国桌式足球冠军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国桌式足球冠军系列赛是全新打造的赛事，将以往每年举办的中国公开赛、邀请赛、

大奖赛、青少年比赛等统一纳入到新的赛事体系。计划举办5-6站比赛及年终总决赛。参赛

队伍来自各省市、大中学校、在华外籍人士等，每站比赛共15-20支队伍、约200-250名运

动员。 

时间 

安排 
2018年 3-11月间(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可满足 30张球台以上的室内场地或室外场地（需气候条件适宜）； 

2、满足需求的食宿条件； 

3、驻地距赛场不超过 20分钟车程。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4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位 社体中心业务四部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6室 

联系人 何懿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6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5629134@qq.com 

 



 

 

 

 

业务六部 

 



2018 年全国毽球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毽球锦标赛，创办于 1984年，迄今已 30余届，代表全国毽球竞赛的最高水平。

设有网毽、平推毽、花毽等项目。其中网毽攻防激烈、观赏性强；平推毽接地气、群众喜

闻乐见、参与性强；花毽集技巧、音乐、编排于一身，极具表现力。预计有来自近 20 个

省市的 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时间 

安排 
2018年 10月（竞赛时间 4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6-8片标准毽球场（同羽毛球场地）； 

2、三星级以上宾馆食宿，距赛场交通便利，车程 10 分钟以内（组委会提供

宾馆信息，运动员自行安排食宿）。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驻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网络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5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毽球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25931055@qq.com 

 

 



2018 年全国青少年（中学生）毽球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青少年（中学生）毽球锦标赛，已连续举办 20 余届，由中国毽球协会和中国中

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比赛设网毽、花毽项目，分初中组、高中组，规模约 300人。该

赛事承上启下，培养和发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年轻毽球运动员。 

时间 

安排 
2018年 8月（竞赛时间 5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6-8片标准毽球场（同羽毛球场地）； 

2、三星级以上宾馆食宿，距赛场交通便利，车程 10分钟以内。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驻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网络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毽球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8/13911992065；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25931055@qq.com 

 

 



2018 年全国少儿毽球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少儿毽球锦标赛创办于 2012 年，非常受小学生毽球爱好者欢迎。赛事参与人数

逐步增加，技战术水平逐步提升，社会影响力日趋扩大。已成为广大少儿毽球爱好者争相

讨论和参与的赛事。该赛事以网毽和计数赛为主，强调毽球基本功和团队意识。参与者为

13岁以下的毽球运动员和爱好者，比赛规模约 300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7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6-8片标准毽球场（同羽毛球场地）； 

2、三星级以上宾馆食宿，距赛场交通便利，车程 10分钟以内。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驻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网络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毽球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8/13911992065；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25931055@qq.com 

 

 



2018 年中国毽球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毽球公开赛是一项国际级赛事，预计有来自德国、匈牙利、越南、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总规模约 200人。赛事受到 CCTV5、中国体育报等中

央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打造城市名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间

安排 
2018年 6月或 9 月（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6-8片标准毽球场（同羽毛球场地）； 

2、三星级以上宾馆食宿，距赛场交通便利，车程 10 分钟以内（组委会提供

宾馆信息，运动员自行安排食宿）。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驻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网络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65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毽球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传真：010-67133577 

邮箱：1125931055@qq.com 



2018 年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跳绳联赛创办于 2013 年，目前已连续成功举办 4 届，赛事参与人数逐年提高，

已突破 7000 人，关注度显著提升，已形成品牌。预计每站参赛人数为 400-600 人。参赛

队伍广泛，除了全国 20 余个省市外，香港、澳门等地也派队参加。参赛选手水平高，不

乏跳绳速度赛世界纪录保持者，世锦赛、亚锦赛花样、交互绳等冠军团队。媒体关注度高，

电视媒体、网络媒体上经常可见赛事的精彩短视频，有的点击量达千万。 

时间

安排 
2018年 3月-2018年 12月（竞赛时间为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赛场应为不低于 30 米×40 米的室内场地，场外有容纳 100 人以上的检录

区域、热身区域； 

2、场地地面为平整木质地板或者橡胶地面； 

3、赛场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 

4、驻地距赛场少于 10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报名及资格审查；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奖杯、证书、奖牌设计和制作； 

9、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10、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1、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2、运动员庆功宴和赛事奖品、奖金；13、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 CCTV5新闻晨报、中国国家级媒体等报道邀约； 

2、省级、地方媒体邀约，大众媒体邀约； 

3、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官方微信、头条公众号推送； 

4、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实时发布赛事精彩视频； 

5、企鹅直播全程互联网直播，微信短视频采编和扩散； 

6、当地主干道道旗、横幅或背板、赛场周边及内部宣传展示； 

7、结合跳绳和当地特色的前后宣传片制作和主流视频网站发布； 

8、生活、娱乐、体育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发布。 

运营 

经费 
承办包干 每站 30-4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递交，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合同签订 确认承办保障条件及报社体中心确认后，签订赛事承办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 1125931055@qq.com 



2018 年中国跳绳公开赛 

赛事

介绍 

中国跳绳公开赛创办于 2016 年，目前已连续成功举办 2 届，赛事品牌已在全球跳绳

界产生影响力，受到媒体广泛关注。2017 年赛事中，共有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114 名

外籍队员，国内 20多个省市，共计 76支参赛队伍 7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得到 CCTV5、

贵州、荔波电视台、国外媒体、网络媒体报道，对承办地贵州省荔波县打造世界自然遗产

地的金名片，及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基地产生积极作用。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12月（竞赛时间为 5-6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赛场应为赛场面积大于 30米×40 米，设施先进齐全的综合性体育馆； 

2、场地地面为平整木质地板或者橡胶地面； 

3、比赛场馆需提供一块大于 20米×20米热身场地； 

4、比赛场馆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 

5、赛场周边酒店具备接待 500人以上能力； 

6、驻地距赛场少于 15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含国外运动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奖杯、证书、奖牌设计和制作； 

9、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10、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1、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2、运动员欢送晚宴和赛事奖品、奖金；   13、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 CCTV5新闻晨报、中国国家级媒体等报道邀约； 

2、省级、地方媒体邀约，大众媒体邀约； 

3、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官方微信、头条公众号推送； 

4、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实时发布赛事精彩视频； 

5、企鹅直播全程互联网直播，微信短视频采编和扩散； 

6、当地主干道道旗、横幅或背板、赛场周边及内部宣传展示； 

7、结合跳绳和当地特色的前后宣传片制作和主流视频网站发布； 

8、生活、娱乐、体育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发布。 

运营 

经费 
承办包干 15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递交，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合同签订 确认承办保障条件及报社体中心确认后，签订赛事承办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 1125931055@qq.com 



2018 年全国跳绳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跳绳锦标赛是国内顶级跳绳赛事，2017 年在浙江台州成功举办，赛事共吸引全国

各地 40 支参赛队伍 500 多人参赛。赛事针对性做了 4 场前期预热活动，结合正赛对台州

地区打造跳绳活力之城，推动全民健身起到突出作用。2018 年全国跳绳锦标赛作为 2019

年亚锦赛及世界学生跳绳锦标赛两项国际赛事的选拔赛，将吸引更多人参与和关注。 

时间 

安排 
2018年 5月（竞赛时间 4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赛场应为赛场面积大于 30米×40 米，设施先进齐全的综合性体育馆； 

2、场地地面为平整木质地板或者橡胶地面； 

3、比赛场馆需提供专门的更衣室及热身区域； 

4、比赛场馆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 

5、赛场周边酒店具备接待 500人以上能力； 

6、驻地距赛场少于 15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含国外运动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奖杯、证书、奖牌设计和制作； 

9、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10、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1、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2、运动员庆功宴和赛事奖品、奖金；  13、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 CCTV5新闻晨报、中国国家和国际媒体等报道邀约； 

2、省级、地方媒体邀约，大众媒体邀约； 

3、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官方微信、头条公众号推送； 

4、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实时发布赛事精彩视频； 

5、企鹅直播全程互联网直播，微信短视频采编和扩散； 

6、当地主干道道旗、横幅或背板、赛场周边及内部宣传展示； 

7、结合跳绳和当地特色的前后宣传片制作和主流视频网站发布； 

8、生活、娱乐、体育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发布。 

运营

经费 
承办包干 约 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递交，截

止时间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合同签订 确认承办保障条件及报社体中心确认后，签订赛事承办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 1125931055@qq.com 



2019 年亚洲跳绳锦标赛 

赛事 

介绍 

2019年亚洲跳绳锦标赛由亚洲跳绳联盟主办，届时将邀请亚洲跳绳联盟 9个成员国及

地区参赛。亚洲跳绳锦标赛受到成员国单位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国际

跳绳界有重大影响力。此次亚洲跳绳锦标赛第一次在我国举办，势必将受到媒体和国内跳

绳界引起关注，提升承办方知名度和美誉度。 

时间 

安排 
2019年 7-10月（竞赛时间 6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赛事保障 

1、赛场应为赛场面积大于 30米×40 米，设施先进齐全的综合性体育馆； 

2、场地地面为平整木质地板或者橡胶地面； 

3、比赛场馆需提供专门的更衣室及热身区域； 

4、比赛场馆具备完善的音响及灯光条件； 

5、赛场周边酒店具备接待 500人以上能力； 

6、驻地距赛场少于 15分钟车程或步行少于 1公里。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规划布置及器材配置；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制定； 

3、制定与公布竞赛规程； 

4、运动队招募（含国外运动队）、报名及资格审查； 

5、赛程编排； 

6、仲裁、裁判、竞赛人员选调、培训； 

7、辅助裁判及志愿者培训； 

8、奖杯、证书、奖牌设计和制作； 

9、背景板、围挡、条幅等宣传物品设计； 

10、赛事及开闭幕式组织、协调；  11、食宿落实和安全保障； 

12、运动员庆功宴和赛事奖品、奖金；  13、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赛事 CCTV5新闻晨报、中国国家和国际媒体等报道邀约； 

2、省级、地方媒体邀约，大众媒体邀约； 

3、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官方微信、头条公众号推送； 

4、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实时发布赛事精彩视频； 

5、企鹅直播全程互联网直播，微信短视频采编和扩散； 

6、当地主干道道旗、横幅或背板、赛场周边及内部宣传展示； 

7、结合跳绳和当地特色的前后宣传片制作和主流视频网站发布； 

8、生活、娱乐、体育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发布。 

运营

经费 
承办包干 200 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递交，截

止时间 2018年 10月。 

评审确认 对承办地赛事保障条件确认后，报社体中心确认 

合同签订 确认承办保障条件及报社体中心确认后，签订赛事承办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13911992065   传真：010-67133577   

邮箱: 1125931055@qq.com 



2018 年中国垂直马拉松联赛 

赛事 

介绍 

中国垂直马拉松联赛创立于 2017 年，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湖

南体运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运营，致力于推动垂直马拉松运动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全

民健身运动之一。每年在全国举办不少于 12 场分站赛，每站赛事将聚集国内外顶尖的专

业垂直马拉松选手、运动员、知名人士、外国友人及体育爱好者，主要分为个人赛、团体

赛等形式，预计每站赛事参赛人数在 800人。 

时间 

安排 
每月安排 1场分站赛，每站竞赛时间 1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大型楼宇管理单位。 

赛事保障 
1、楼宇高于 45层，楼宇的消防楼梯旁有消防电梯； 

2、容纳 1000人的开幕式广场； 

技术 

服务 

竞赛组织 

1、场地勘查、规划并制订场地功能划分方案； 

2、成立赛事组委会、确定组织机构和赛事实施方案； 

3、拟定竞赛规程及相关竞赛文件； 

4、赛事活动报批或备案； 

5、招募参赛选手、资格审查及参赛选手赛前训练工作； 

6、赛事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培训； 

7、制订开、闭幕式及暖场活动等氛围营造方案以及赛程编排方案； 

8、领导及嘉宾邀请；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1、通过百家网络媒体、主流传统媒体、知名新媒体的全媒体传播矩阵进行赛

事综合新闻宣传；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约 5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至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联 系 人 魏勇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8/13911992065 

邮箱：1125931055@qq.com 



中国柔力球公开赛 

赛事 

介绍 

柔力球是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国柔力球公开赛是国家级柔力球品牌赛

事，可设花式和网式两个项目比赛。分站赛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为柔力球爱好者就地就

近参赛提供了平台，是受关注度最高的比赛。2018 年赛事计划为 5场分站赛加 1场总决赛，

分站赛接受全国柔力球爱好者组队参赛，每站参赛运动员约 600人；分站赛的优胜者获得

参加总决赛的资格。 

时间 

安排 

第一至 

第五站 
2018年 5-10月（竞赛时间 2天） 

总决赛 2018年 11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需提供套路项目和竞技项目比赛场馆各 1 个（需有看台）。套路项目比赛

场地为 26米×16米，配备专业音响设备和灯光等；竞技项目比赛场地为 11.88

米×6.1米（4-6片），每片场地四周至少有 2米的无障碍区； 

2、承办单位具有较丰富的竞赛组织经验和竞赛组织团队，辅助裁判和志愿工

作人员充足； 

3、具备接待和后勤保障能力，可安排 200-400人的食宿酒店和交通车辆（车

程 10分钟内）； 

4、备有视屏音响设备（如 LED屏、音响、麦克、音控台等）； 

5、该项目在举办地有一定群众基础，承办单位有推广项目积极性。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场分站赛约 15万元，总决赛约 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王瑜、段新川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nqytx@163.com 

 



全国健身秧歌（鼓）大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健身秧歌（鼓）大赛参赛队伍来自各省（区、市），代表各地区最高水平。比赛

精彩纷呈，包括健身秧歌、健身腰鼓、手拍鼓三大项目，极具竞技性和观赏性。参赛者身

着亮丽的民族服装，踏着轻快的节拍，舞动腰肢、手拍鼓点，刚柔并济、激情四射，充满

了活力和热情。大赛为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增添了新的内涵和魅力，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的

发展。2018年计划举办 3-4站比赛，每站预计参赛队伍 30-50支，运动员 300-500余人。 

时间 

安排 

第一至 

第四站 
2018年 5-11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有大型室内体育馆（可容纳 1000人以上），配备 LED背景屏幕、成绩显示

屏、音箱设备等； 

2、三星级酒店食宿，驻地距赛场较近，备有容纳 80人的会议室。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3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王瑜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yanggegu@163.com 

 

  



全国青少年柔力球、气排球夏令营 

赛事 

介绍 

   柔力球、气排球均是源于中国的新兴体育项目，且都是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

为丰富广大青少年学生暑期生活，进一步在学校中普及柔力球、气排球运动，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司、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推出该项活动。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四年，深受广大青少年的

喜爱。夏令营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加，规模限制在 220人。 

时间 

安排 

一至 

二期 
2018年 7-8月（时间 5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 

活动保障 

1、有大型体育馆（两片篮球场地大小），配备音像设备等； 

2、可安排 300 人的食宿酒店和交通车辆，驻地距体育馆较近（车程 10 分钟

以内）； 

3、承办单位具有较丰富的体育赛事及培训组织经验和组织团队，辅助教师和

志愿工作人员充足； 

4、该项目在举办地有一定群众基础，承办单位有推广项目积极性。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夏令营通知的编写、印发； 

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教师选调，辅助教师、志愿者培训； 

6、日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领导、嘉宾邀请； 

8、总结及资料收集； 

9、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新媒体报道等。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10-20万。 

承办包干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止时

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待活动评审组初审后发出陈述邀请。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相关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业务六部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王瑜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2199；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nqytx@163.com 

 

  



2018 年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健身瑜伽公开赛是为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推行《健身瑜伽 108 式体位标准》

而组织的系列赛事。比赛设社会组和院校组，项目为女单、男单、女双、混双和集体项目。

比赛接受各级体育部门、高等院校，瑜伽社会组织、会馆和个人报名。比赛按 4＋1方式进

行，即组织 4 站分区赛和 1 站总决赛，分区赛每站规模控制在 300人以内，取得分站各项

目比赛的优胜者参加年度总决赛。 

时间 

安排 
2018年 4月至 8 月 (每场比赛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0m×16m×0.8m舞台、灰色地毯、LED显示屏 16m×5m； 

2、交通便利、场地设施符合健身瑜伽竞赛规则标准、拥有更衣室、化妆间、

热身区、用餐室、后场通道可容纳 200人； 

3、提供 15-19名裁判员的差旅食宿费和技术服务费； 

4、提供安保和食品安全； 

5、驻地距赛场距离不超过 10分钟车程； 

6、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 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4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7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李怡青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yogasport@126.com 



2018 年全国健身瑜伽总决赛 
 

赛事 

介绍 

    全国健身瑜伽总决赛是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组织的年度冠军赛事，是全国健身瑜

伽高水平运动员精彩竞技的对战平台，取得各分站赛各项前 6 名的运动员获有参赛资格，

比赛设有社会组和院校组，比赛项目为女单、男单、女双、混双和集体项目，预计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赛总人数将达到 400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10月 (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0m×16m×0.8m舞台、灰色地毯、LED显示屏 16m×5m； 

2、交通便利、场地设施符合健身瑜伽竞赛规则标准、拥有更衣室、化妆间、

热身区、用餐室、后场通道可容纳 200人； 

3、提供 15-19名裁判员的差旅食宿费和技术服务费； 

4、提供安保和食品安全； 

5、驻地距赛场距离不超过 10分钟车程； 

6、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场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6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李怡青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yogasport@126.com 

 



首届全国瑜伽俱乐部精英赛 

赛事 

介绍 

全国瑜伽俱乐部精英赛，是瑜伽行业（瑜伽协会、培训学校、瑜伽馆、健身俱乐部等）

之间的高水平对抗赛，参赛选手的专业性更强，比赛设：单人、双人和集体组，集体组比

赛以自行创编的 3 分钟《办公室健身瑜伽套路》为主，前三名代表队将获得组委会颁发的

大奖，冠军队创编的套路将成为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办公室健身瑜伽规定套路》向

全国推广。本次比赛是瑜伽行业的巅峰对决，参赛人数限制为 300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9月 (竞赛时间 2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1、政府部门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社会团体 

2、无不良信息记录 

活动保障 

1、10m×16m×0.8m舞台、灰色地毯、LED显示屏 16m×5m； 

2、交通便利、场地设施符合健身瑜伽竞赛规则标准、拥有更衣室、化妆间、

热身区、用餐室、后场通道可容纳 200人； 

3、提供 15-19名裁判员的差旅食宿费和技术服务费； 

4、提供安保和食品安全； 

5、驻地距赛场距离不超过 10分钟车程； 

6、赛事费用为广告权益转让费、技术服务费、赛事运营费三部分构成，由承

办方承担，金额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功能划分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8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社体中心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社体中心网站及全国瑜伽运动推广委员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09室 

联 系 人 李怡青 

联系方式 
电话：（010）87183992；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ayogasport@126.com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



2018 年中华龙狮大赛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华龙狮大赛系列赛（以下称“大赛”）创办于 2011 年，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龙

狮比赛分站赛模式，全年预计举办 3-5站，每站比赛 3天。大赛设南狮、北狮和舞龙三个

项目，每个项目选调 6-8支国内精英队伍，总人数预计 200人至 300人之间。中华龙狮大

赛的举办有助于整合全国各地龙狮赛事资源，统一赛事名称，统一竞赛模式，统一判罚标

准，规范提高各地龙狮比赛的办赛水平和赛事活动的整体市场开发和商业包装。目前，全

国已有广东深圳、浙江舟山、四川米易以及江苏靖江等地成功承办此项赛事。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2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政府支持； 

2、经费保障； 

3、场地器材符合竞赛要求； 

4、食宿条件不低于三星级标准； 

5、为获奖队伍提供奖金。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搭建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70-8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

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确

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9室 

联 系 人 于浩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221/1391199257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longshi@163.com 

 

  



2018 年中国龙狮公开系列赛 

赛事 

介绍 

   中国龙狮公开系列赛（以下简称“公开赛”）是由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主办，公开邀请海

内外优秀龙狮团体参与的一项赛事活动，全年根据承办地需求设若干站。公开赛的举办旨

在为国内外龙狮爱好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龙狮运动在海内

外的推广。公开赛的举办形式多种多样，可设南狮、北狮和舞龙三个项目，也可根据实际

需要只设立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单项比赛。赛事规模也可以根据承办地的实际预算情况进行

调整。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2月(竞赛时间 3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政府支持； 

2、经费保障； 

3、场地器材符合竞赛要求； 

4、食宿条件不低于三星级标准； 

5、为获奖队伍提供奖金。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2、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搭建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每站约 70-8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9室 

联 系 人 于浩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221/1391199257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longshi@163.com 

 

  



2018 年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赛事 

介绍 

   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以下简称锦标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主

办的全国性最高水平的龙狮竞赛项目，目前已举办 10届。其特点是参与人群广，奖牌覆盖

面大，竞技水平高以及社会影响大。锦标赛设南狮、北狮和舞龙三个项目，其中每个项目

又分别设自选、规定、传统、竞速、障碍和抽签等 6 个小项。锦标赛每年举办一届，每次

比赛举办 5天时间，2017年参与人数超过 1000 人。 

时间 

安排 
2018年 1-12月(竞赛时间 5天) 

承办 

条件 

承办资质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活动保障 

1、政府支持； 

2、经费保障； 

3、场地器材符合竞赛要求； 

4、食宿条件不低于三星级标准； 

5、为获奖队伍提供奖杯、奖牌和证书。 

技术 

服务 

 

活动组织 

1、场地勘察、规划； 

2、2、组织机构、工作方案确定； 

3、3、竞赛规程、通知的编写、印发； 

4、4、运动队参赛发动、报名及资格审查； 

5、5、仲裁、裁判选调，辅助裁判、志愿者培训； 

7、6、赛程编排、场地搭建及氛围营造方案制订； 

7、7、领导、嘉宾邀请； 

8、8、领队、裁判员联席会会议组织； 

10 9、赛事总结及资料收集； 

   10、其他事宜。 

新闻宣传 
8、1、赛事综合新闻宣传协调； 

2、赛事直播、录播或专题安排。 

运营 

经费 

主办划拨 无 

承办包干 约 100万元。 

承办 

程序 

申办报名 
承办单位填写申办意向书，会议现场或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渠道提交，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月 31日。 

评审确认 召开赛事评审会，承办单位陈述，评审组提出建议，报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确认。 

网上公示 确认承办单位后在协会网站公示。 

合同签订 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签订赛事合同。 

联系 

方式 

单    位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秘书处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号 229室 

联 系 人 于浩 

联系方式 
电话：010-67183221/13911992576；传真：010-67133577 

邮箱：chineselongshi@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