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9 年中国-东盟城市羽毛球 

混合团体邀请赛（资格赛）竞赛规程 
 

一、办赛单位 

指导单位：南宁市体育总会 

南宁市体育管理培训中心 

南宁市羽毛球协会 

主办单位：广西践行体育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广西宇冠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西鱼悦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南宁市宇冠羽毛球俱乐部 

北京微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媒体支持：人民日报、广西电台、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

国晚报、当代生活报、广西体育网、南宁电视台 

赞助单位：广西汉聪投资有限公司 

二、比赛项目 

混合团体赛（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

混合双打）。 

三、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 

地点：南宁市宇冠球馆 

1.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凤江路 10 号达信商业街 4-5 号楼 3 层



 

 

（近白沙海鲜市场） 

2.广西南宁市星光大道 191号亿元通机械展示中心三楼（星

光立交桥下） 

四、参赛办法 

（一）参赛资格：此次比赛现役或退役的专业运动员均可参

赛;外籍队员均可参赛。 

（二）参赛者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合羽毛球运动。有下列疾

病者不能参加本次比赛： 

1.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 

3.心肌炎和其他心脏病患者； 

4.冠状动脉病患者和严重心律不齐者； 

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 

6.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三）参赛人员将报名表提交后，则被视为参加者对参加比

赛存在的风险和意外做出了谨慎地评估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在比赛期间如出现伤病或安全事故，将由当事人

自行承担负责，费用自理。 

（四）报名办法 

1.报名人数 



 

 

报名办法：每个参赛团体包括：每队可报 12 人，领队 1人，

教练 1 人，运动员 10 人。每场团体赛最少可有 6 个运动员，最

多可有 8 个运动员参赛。于 2019年 11 月 1日前将报名表以邮件

形式发送至 1349807545@qq.com 邮箱，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2.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 11月 1 日 

报名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长园路一支路 26 号 1 栋 3 单

元 305号，逾期报名不予受理。 

3.报名格式 

报名表需要以“国家＋城市＋俱乐部名称”的方式重命名报

名文件 

4.报名联系人 

联系人：吕静 

联系电话：0771-5518116、18697994966 

五、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按照世界羽联最新发布的竞赛规则进行比赛，

主要参照苏迪曼杯比赛规程。 

（二）资格赛竞赛办法：报名人数 7 队（含 7队）以下的采

用单循环赛，决出相应名次；8队（含 8队）以上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获小组 1、2 名的队伍分别进入第二阶



 

 

段进行淘汰赛，决出冠亚军。 

资格赛参赛人员男子运动员不能兼项，女子运动员可以兼一

项。 

（三）计分方法： 

第一阶段采用 21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决胜负，11分交换场

区，21 分封顶；第二阶段采用三局两胜制，第一、二局采用 15

分每球得分制，15 分封顶。决胜局采用 11 分每球得分制，6 分

交换场区，11 分封顶。 

（四）交换名单 

各领队应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交换每个团体比赛的出场名单，

所有参赛者需在报名单内选取各项参赛队员。 

（五）比赛顺序 按以下顺序排列； 

1.MD-WS-MS-WD-XD 男双-女单-男单-女双-混双 

2.MS-WS-MD-WD-XD 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 

3.XD-MS-MD-WS-WD 混双-男单-男双-女单-女双 

4.XD-MS-WS-MD-WD 混双-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5.XD-WS-MS-WD-MD 混双-女双-男单-女双-男双 

6.WS-MS-WD-MD-XD 女单-男单-女双-男双-混双 

7.MD-WD-MS-WS-XD 男双-女双-男单-女单-混双 

根据各队交上的名单，以上七个顺序排列依次查看，顺序靠



 

 

前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优先： 

（1）参赛运动员不连场； 

（2）运动员单打兼双打时，单必须先打。 

如果根据以上条件所有顺序都不能选择，则按顺序 2 的排列

进行比赛。如此有运动员连场的可休息 15分钟。 

六、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资格赛前两名将获得参加正选赛比赛的资格。 

正选赛比赛将设有奖金奖励，人民币共计：200000（税前），

具体如下： 

第一名 100000元，第二名 70000元，第三名 30000. 

正选赛前三名均获得奖杯 1座。 

七、参赛经费 

（一）赛事承办方将收取 150元/人赛事服务费。 

（二）各参赛队伍往返南宁市的交通费、食宿费等一切费用

自理。    

八、报到时间和地点 

（一）报到时间：11 月 8日（星期五） 

（二）报到地点：请各代表队于 11 月 8 日（星期五）到南

宁凯里亚德酒店（江南万达广场店）服务总台报到。 

（三） 技术会议时间   



 

 

将于 11 月 8 日（星期五）16:30 在南宁市体育局 8 楼会议

室举行领队技术会议，请各队领队参加。 

（四）其他 

如果资格赛报名人数超过 500 人（超过 32 支队伍），则增

加 11 月 2日-3日的一组比赛（报到日期为 10月 31 日，25日召

开领队技术会议，报到地点不变）。具体比赛时间的分配将于报

名截止后以微信的进行通知。请各运动队在报名时预留正确的微

信号码，便于建群发通知使用。 

八、比赛场地详细图 

 南宁市宇冠球馆 

1.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凤江路 10 号达信商业街 4-5 号楼 3 层

（近白沙海鲜市场） 

 

2.广西南宁市星光大道 191号亿元通机械展示中心三楼（星

光立交桥下） 



 

 

 

 

九、路线推荐 

1.机场线路： 

机场巴士 2号线-江南客运站-步行 2.56公里 

机场巴士 1号线-火车站地铁 2号线-步行 1.52公里 

2. 火车站路线： 

地铁 2号线-步行 1.52公里 

3. 火车东站路线： 

地铁 1号线-213路公车步行 500米 

地铁 1号线-2 号线-步行 1.52公里 

4.打车至球馆     

机场约 75 元；火车站约 25 元；南宁东站约 50 元；江南客

运站约 10元。 

赛事组委会提供大巴车接站服务，详细价格请电话咨询。 

十、酒店推荐 

怡程酒店(南宁白沙大道店) 电话 0771-4805808 

维也纳国际酒店(南宁白沙石柱岭地铁站店)  



 

 

电话 0771-8053999 

凯里亚德酒店 电话 0771-559388 

雅斯特酒店（南宁江南万达店）电话 0771-2803399 

优程酒店（南宁白沙大道店） 电话 0771-6780999 

优范酒店(南宁江南万达广场店) 电话 0771-2808800 

宜尚酒店(南宁白沙大道南城百货店)  

电话 0771-3826699 

十一、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十二、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2 

2019 年中国-东盟城市羽毛球 

混合团体邀请赛（资格赛）报名表 

 

单位：                 领队：        电话： 

                       教练：        电话： 

                       教练：        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项目 1 配对 项目 2 配对 

1 张三 男 450XXXXXXXXXXXXXX 男单  男双 李四 

2 李四 男 450XXXXXXXXXXXXXX   男双 张三 

3 王二 女 450XXXXXXXXXXXXXX 女单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备注：可自行修改成 excle 表格报名 

 

 

 



 

 

附件 3 

参赛运动队免责声明 
为保障 2019年中国—东盟城市羽毛球混合团体邀请赛（资格赛）顺

利进行，规范赛事组织和服从管理，安全有序，公平竞赛，拟定《参赛运

动队免责申明》。请各参赛队共同遵守并签署承诺以下条款： 

一、承诺本参赛队运动员均符合 2019年中国—东盟城市羽毛球混合

团体邀请赛（资格赛）比赛运动员参赛资格规定，保证向大会组委会提供

的所有参赛运动员的证件真实有效，如出现提供的证件资料和参赛运动员

资格不符，愿意接受大会组委会作出的任何处罚。  

二、承诺本参赛队严格执行竞赛规程和规则的相关规定，遵守并服

从大会组委会制定的参赛细则和各项安排。如违反相关规定，愿意接受大

会组委会作出的任何处罚。 

三、承诺本参赛队严肃赛风赛纪，团结全队，尊重队友，尊重对手，

尊重裁判，尊重观众，遵守比赛纪律，杜绝出现暴力和非体育道德行为，

如违反相关规定，愿意接受大会组委会作出的任何处罚。  

四、承诺本参赛队认真比赛，不打假球，杜绝消极比赛和罢赛现象，

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平竞赛环境，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如违反相关规定，愿

意接受大会组委会作出的任何处罚。  

五、承诺本参赛队领队、教练和运动员赛前均已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本次比赛期间如出现的任何人身意外伤害事故

均由保险公司和个人负责，自行承担本参赛队全体人员在本次比赛期间产

生的法律责任，参赛队产生的法律责任，均与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

单位和大会组委会无关。  

队 名：                     

领 队（签名） :             教练员（签名) ： 

参赛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