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⒛19年中国式摔跤冬令营活动规程

北京绿得金生态园站

一、时间

⒛19年 2月 12日 -2月 16日 (5天 ),⒛ 19年 2月 12

日下午 1⒋ 00前报到,2月 16日 下午 1⒋ 00前 离会。

二、地点

北京市大兴区南六环南大红门桥东 800米北绿得金生态

园。

三、报名条件

在读高、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国式摔跤训练基础 ,

年龄在 9-18周 岁 (2010年 1月 1日 —⒛00年 12月 31日 出

生)。

四、费用

(一 )参加活动 (包 干经费)每人每天 300元 ,共计 1500

元,在报到时一次性交齐,晚报到及早离会均不退返费用 ;

(二 )提前报到或推迟离会者,自 行安排食宿,费 用 自理 ;

(三 )参加冬令营活动人员的往返交通费、保险费等 自

理。

五、乘车路线

绿得金生态园报道线路图 (仅供参考 )

(一 )北京西站坐地铁 7号 线到珠市口转 8号线,瀛海站



出;

(二 )北京南站坐地铁 14号线到永定门外站转 8号线 ,

瀛海站出;

(三 )北京站坐 2号 线到崇文门站转 5号 线到磁器口站转

7号 线到珠市口站在转 8号线到瀛海站出;

(四 )到瀛海站出口处,营地出车接。

联系人 :蒋 志杰

电话 : 15082926500

海南省澄迈县站

一、时间

⒛19年 2月 14日 -2月 21日 (8天),⒛ 19年 2月 14

日下午 1⒋ 00前报到,2月 21日 下午 1⒋ 00前离会。

二、地点

海南省澄迈县体育馆 (金 江镇)。

三、报名条件

在读高、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国式摔跤训练基础 ,

年龄在 9-18周 岁 (2010年 1月 1日 一⒛00年 12月 31日 出

生)。

四、费用

(一 )参加活动 (包 干经费)每人 2400元 ,在报到时一

次性交齐,晚报到及早离会均不退返费用 ;



(二 )提前报到或推迟离会者,自 行安排食宿,费 用 自理 ;

(三 )参加冬令营活动人员的往返交通费、保险费等 自

理。

五、乘车路线

澄迈体育馆报道线路图 (仅供参考 )

(一 )海 口美兰机场到澄迈体育馆,大约 40公里,出租

车费用大约 120元 (最好 3一4人拼车划算)。

(二 )海 口火车站到澄迈县体育馆,大约 35公里,出租

车费用大约 100元 (最好 3一4人拼车划算)。

联系人 :王 慧堂

电话 : 13907549599

首都体育学院站

一、时间

⒛19年 2月 14日 -2月 21日 ;⒛ 19年 2月 14日 下午

1⒋ 00报到,2月 21日 下午 14:00前退房。

二、地点

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训练基地 ;

三、报名条件

在读高、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国式摔跤训练基础 ,

年龄在 9-18周 岁 (2010年 1月 1日 -2000年 12月 31日 出

生)。



四、费用

(一 )参加活动 (包 干经费)每人 2400元 ,在报到时一

次性交齐,晚报到及早离会均不退返费用 ;

(二 )提前报到或推迟离会者,自 行安排食宿,费 用 自理 ;

(三 )参加冬令营活动人员的往返交通费、保险费等 自

理。

五、乘车路线

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训练基地报道线路图 (仅供参考 )

(一 )北京西站到校区大约 137元 ,北京南站到校区大约

173元 ,北京站到校区大约 174元 。

(二 )北京西站到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乘地铁 9号

线国家图书馆方向 (4站 )到 国家图书馆、换乘 4号 线安河

桥北方向 (7站 )到 西苑站、换乘 16号 线北安河方向 (9站 )

北安河站、步行 400米到北京后花园临线 (1站 )到 九王坟

站步行 900米到达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

(三 )北京西站到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乘 39钅 路始

发站 (18站 )到 回民公墓站,同 站换乘 346路凤凰岭方向 (18

站)到 九王坟站步行 900米到达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

(四 )北京南站到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乘地铁 4号

线换乘 4号 线安河桥北方向 (19站 )北宫门 (A1口 )步行

200米乘 346凤凰岭方向 (26站 )到 九王坟站步行 900米 到

达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

(五 )北京站到首都体育学院凤凰岭校区,乘地铁 2号线

崇文门方向 (4站 )到 宣武门,乘地铁 4号线换乘 4号线安



河桥北方向 (19站 )北宫门 (A1口 )步行 ⒛0米乘 346凤

凰岭方向 (26站 )到 九王坟站步行 900米到达首都体育学院

凤凰岭校区。

联系人:郭老师

电话 : 18611758872

(一)具体要求。参加冬令营活动的学生家长需与主办单

位签订安全协议书 (一 式两份)(见附件 );参加冬令营活动

的学生必须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请携带所有相关

证件原件,身份证、安全协议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

红色底版照片 3张 ;参加冬令营活动的学生需自各中国式摔

跤跤服、跤鞋和运动服、运动鞋等相关用品。

(二)报名操作。
“
赢动少年

”
平台营员报名、查询登录 ;

请在手机微信添加朋友栏中,点 击公众号,搜 索
“
赢动少年

”

并关注,然后点击左下角
“
冬 /夏令营

”
按钮,进入下一级

页面后,选择相应项目中心协会。进入后选择要报名的令营 ,

点击立即报名,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即报名成功。登陆官网:

Ⅵ⒒、,\C!Shtlol,∶ tl11。 C(0m,

后返回首页,选择
“
冬 /夏令营

”
按钮,进入后选择相应地

区或项目及要报名的令营。

赢动少年平台客服电话:010-582荃 9366、 58249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