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体字„2016‟293 号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关于印发“博爱”杯 2016 年 

中国桌式足球大奖赛竞赛规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社体中心（群

体处、体总秘书处），各有关学校，各桌式足球俱乐部：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丰富阳光体育活动内容，促进

桌式足球运动的发展，“博爱”杯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大奖赛定

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 

                                2016 年 10 月 10 日 

 

 

 



 “博爱”杯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大奖赛 

竞 赛 规 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承办单位：广州市桌式足球协会 

    协办单位：广州市凤江小学、赞助单位 

    支持单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深圳市传云桌式足球俱

乐部 

    二、时间与地点 

2016 年 12 月 23—26 日在广州市凤江小学举办（23 日报到，

24 日至 25 日比赛，26 日离会）。 

    三、比赛器材 

经组委会认证，符合比赛标准的球台。 

    四、竞赛项目 

（一）精英组 

少年单打、少年双打、少年团体、成年单打、成年双打、成

年团体。 

（二）大众组 

少年单打、少年双打、少年团体、成年单打、成年双打、成

年团体、老年双打、亲子双打。 

    五、比赛规则 

本次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2009年审定发

行的《桌式足球竞赛规则》。 



    六、竞赛方法 

    （一）各组别单、双打分别采用小组单循环加单淘汰赛制。

初赛采用 3 局 2 胜，每局 5 分，以先进 5 球者为胜，遇决胜局，

以超出对方两分为胜、超出 5 分后以先得 8 分一方为胜。决赛采   

用 5 局 3 胜制 

（二）团体赛根据报名队数确定赛制。按 2 场单打、1 场双打

进行。初赛采用 3 局 2 胜制，每局 5 分，以先进 5 球者为胜，遇

决胜局，以超出对方两分为胜。超出 5 分后以先得 8 分一方为胜。

决赛采用 5 局 3 胜制 

（三）视各组别报名人数组委会如对赛制进行调整，将于赛

前技术会议公布并进行抽签。 

    七、参赛资格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计划单列市、行业体协、各学校、俱乐部均可组队参赛。 

（二）社会各界桌式足球爱好者可以个人名义参赛。 

（三）在华外籍人士可组队或以个人名义参赛。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选手年龄、性别不限，身体健康，并自行办理比

赛期间伤病、意外事故保险。50 周岁以上的选手须出具本年度县

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 

（二）参赛选手只可选择精英组或大众组之中一个组别参赛，

同一组别中可多个项目兼报。 

（三）双打组合只能由同一参赛队内人员组成。 

    （四）每代表队限报运动员 8 人；团体赛报名队伍每队不少



于 4 人（其中，至少有女选手 1 名）。 

（五）参赛人员在报名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承办单位传

送数码照片一张（JEPG 格式，不小于 50K）。 

（六）比赛设趣味体验赛，安排前锋互射、后卫互射、国际

选手配对或专业/业余选手配对双打赛等项目，具体赛制赛前技术

会议公布。趣味赛可于比赛开始前三小时现场报名，组委会提供

奖品，比赛成绩不纳入排名和奖励范畴。 

（七）少年组选手要求年龄在 14 岁以下（2002 年 12 月 23

日以后出生），老年组选手要求 50 岁以上（1966 年 12 月 23 日以

前出生）；亲子选手要求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且其中少年选手年

龄在 14 岁以下（要求同上）。少年选手可报名参加成年组赛事，

成年选手不得参加少年组赛事。 

（八）请填写附件 1《报名表》，并于 12 月 1 日前传真或电子

邮件报至广州市桌式足球协会。 

联系人：赵勇    手机：18665602275 

传真：020-85162501    邮箱: zhaoyongtx@163.com 

    九、费用 

（一）参赛服务费：精英组 200 元/人、大众组 100 元/人。按

组别缴纳报名费后，可参加该组别所有比赛项目。 

（二）各参赛队差旅费、食宿费自理。大会官方酒店食宿标

准为 200 元/人/天（详细信息请查看附件 2）。 

（三）报名费及食宿费请于递交报名表同时汇款至以下账号 

开户名：广州市桌式足球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三角市支行 



账号：3602087609200018775 

汇款后请短信通知或报到时出示银行单据。 

九、裁判与仲裁 

    （一）组委会设立仲裁委员会，成员由主办单位选调，按照

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开展工作。 

    （二）裁判长、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十、名次录取与奖励 

（一）各组别录取前 8 名并给予奖励（不足 8 名减 1 录取），

前 3 名颁发奖金、奖牌或奖杯、证书，4—8 名颁发奖金、证书。 

（二）奖金：比赛总奖金额不低于 5 万元，具体标准赛前技

术会议公布。 

    （三）比赛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 

十一、报到和离会 

（一）报到。参赛选手请于 12 月 23 日到赛区报到，具体报

到地点、联系方式、交通路线见附件 2。各参赛队领队、教练请于

23 日 19 时前到广州市凤江小学参加赛前技术会议。 

选手报到时需交验身份证明、保险证明、健康证明。 

（二）离会。12 月 26 日 12 时前离会。如需承办单位协助预

定返程车票、机票，请于报名时说明。 

（三）提前报到和延迟离会，并需组委会安排食宿者，按实

际发生费用缴纳。 

十二、本规程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大奖赛 

个 人 报 名 表 

 

单位名称 

Team Name 
 

联系人 Contact Name：  

联系电话 Tel：  

E-mail：  

领队 Leader：             主教练 Coach：            助理教练 Trainer： 

选手姓名 Player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性別 sex：□男 M   □女 F       年龄 Age: 

等级 Level：□精英成人组 Pro Adult       □精英少年组 Pro Teenager     

 □大众成人组 Amateur Adult   □大众少年组 Amateur Teenager 

赛事 Event 

精英 Professional 大众 Amateur 

□精英单打 Pro Singles   

 

□精英双打 Pro Doubles         

搭档姓名 Partner Name： 

 

□精英团体 Pro Team 

队员 1 姓名 Member 1 Name: 

队员 2 姓名 Member 2 Name: 

队员 3 姓名 Member 3 Name: 

队员 4 姓名 Member 4 Name: 

 

 

 

□大众单打 Amateur Singles 

 

□大众双打 Amateur Doubles     

搭档姓名 Partner Name： 

 

□大众团体 Amateur Team 

队员 1 姓名 Member 1 Name: 

队员 2 姓名 Member 2 Name: 

队员 3 姓名 Member 3 Name: 

队员 4 姓名 Member 4 Name: 

□老年双打 Elder Doubles     

搭档姓名 Partner Name： 

 

□亲子双打 Family Doubles       

搭档姓名 Partner Name： 

 



 

2016 年中国桌式足球公开赛 

单位报名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领队：                  主教练：              助理教练： 

组别：□精英成人组 Pro Adult     □精英少年组 Pro Teenager 

    □大众成人组 Pro Adult     □大众少年组 Pro Teenager 

 

注： 

1、团体赛报名要求：每队运动员 4-8 人、教练员 1-2 名、领队 1 名，每单位可报 1-2 支队伍。 

2、比赛时须统一着装。 

3、团体赛每支队伍运动员不得少于 4 人、多于 8 人。 

 

 

编

号 
姓名 英文（拼音） 性別 年龄 年级/科系 参加赛事 双打搭档 

1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2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3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4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5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6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7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8   □男 

□女 

  □单打□双打 

□团体赛 

 



附件 2 

 

报到及食宿事项说明 

 

    一、选手报到地点：广州市莫泰 168 旅店大堂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77 号    前台电话：020 39287388 

    赵先生：18665602275     沈先生：13826445250 

    二、食宿安排：参赛运动员可以自行安排食宿。为便于竞赛安排、保

证财物和食品卫生安全，组委会建议统一住宿官方指定酒店：广州市莫泰

168 酒店。房价标准：200~300 元（此为参赛运动员可享受的组委会协议价）。   

用餐：早餐（酒店提供），午餐和晚餐可在比赛地点广州市凤江小学食

堂用餐，20 元/餐。请在报到时确认用餐人数和次数，并一次性缴纳餐费。 

三、交通路线 

1、广州白云机场乘坐地铁 3 号线（机场—体育西路站下转 3 号线番禺

广场到天河客运站方向）到客村站后换乘 8 号线，在鹭江站下 B 出站口即

到。地铁运行时间：06:10—23:00，行程时间：65 分钟，票价：12 元。 

2、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 2 号线到昌岗站换乘 8 号线，在鹭江站下 B 出

站口即到。行程时间：45 分钟，票价：8 元。 

3、广州火车站乘坐 211 路公交车，在鹭江站下车往西步行 239 米即到。

公交运行时间：06:00—22:00，行程时间：60 分钟，票价：2 元。  

4、广州火车东站公交车 263 路在鹭江站下车，往西步行 374 米即到。

公交运行时间：06:10—23:00，行车时间：20 分钟，票价：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