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桂体办〔2019〕77 号 

 

自治区体育局关于举办 2019 年“宝骏杯” 

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市网球协会、各位网球爱好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条例》，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实现体育强国战略，

推动广西网球运动的发展，打造广西网球赛事品牌。经研究，定

于 9 月 6 日至 9 月 8 日在柳州市举办 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

余网球公开赛。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积极组队参赛。 

 

附件：1.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竞赛规程 

2.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自愿参赛

责任书 

3.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报名表 

 

 

 

 

2019 年 8月 7 日 



附件 1 

 

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一、赛事名称：2019 年“宝骏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 

二、主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三、承办单位：广西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 

柳州市体育局  

广西网球协会 

四、协办单位：柳州市网球协会 

五、冠名单位：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六、比赛时间：2019 年 9 月 6日至 9 月 8 日。 

（6 日晚上有比赛的运动员直接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19:30

开始比赛；7日上午 8：30开幕式，8日下午闭幕式颁奖） 

七、比赛地点：柳州市网球中心。 

八、比赛项目 

（一）男子公开组：单打、双打。 

（二）女子公开组：单打、双打。 

（三）中年公开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40 岁-49 岁）。 

（四）常青公开组：双打（50 岁至 65 岁）。 

九、参赛资格 

（一）公开组参赛选手年龄为：14-39岁（2005年 12 月 31

日至 1980 年 1月 1 日之间出生）。 



（二）中年组参赛选手年龄为：40-49岁（1979年 12 月 31

日至 1970 年 1月 1 日之间出生）。 

（三）常青组参赛选手年龄为：50-65岁（1969年 12 月 31

日至 1954 年 1月 1 日之间出生）。 

（四）本次比赛业余选手的身份认定标准根据中国网球协会

业余选手身份认定规则 2011 版执行。 

（五）参赛选手只能选择一个年龄组参赛，公开组可报两项

比赛。 

（六）参赛选手必须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户籍业余网球爱好者，

在广西工作或常住的业余网球爱好者凭单位证明或暂住证等有

效证件报名，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

项比赛，并亲笔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十、报名、报到 

（一）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为 2019年 8 月 8 日至 8月 29 日。 

（二）报名办法 

1.登录广西网球协会官网报名，或者下载报名表填写发邮件

至：gxta01@126.com（由于网站系统原因，参加中年女子组的运

动员只能通过邮箱报名,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时务必注明姓名及

参赛项目）。 

2.报名截止后一律不接受任何形式报名。 

3.修改和取消报名：报名后如需修改或取消报名或不能参赛，

请及时联系组委会工作人员肖菊华：13878879776。 

（三）报名费 

mailto:gxta01%40126.com


1.参加单打比赛交报名费 50 元/人；参加双打比赛交报名费

100 元/对。报名截止前转账至微信 xjh904485841、或支付宝账

户 13878879776（注明姓名、参加项目）。或扫描微信二维码 

（在最后一页） 

2.不按时缴费的人员作为未完成报名程序处理，赛事组委会

将谢绝其参赛，不列入赛事编排名单。 

（四）运动员报到 

1.报到时间：9月 6 日下午 18:00 之前报到，晚上 19:30开

始比赛。 

2.报到地点及食宿安排:运动员报到、食宿均安排在柳州市

东城雅和酒店（也可自行安排食宿地点），酒店地址：广西柳州

市柳东新区文林路 3 号（市网球中心旁）。 

酒店分别设有不同档次的房源可供选择(199元—429 元/间

/天含双早），饮食方面中晚餐均可自助（酒店提供 100元/人/

天）。酒店前台电话：0772-2990888 ，客户经理：韦嘉嘉，

15007726093。 

3.交通路线： 

酒店距离比赛场地 300米左右，柳州火车站--东城雅和酒店

出站乘坐快 2/快 9 区间车—飞鹅商城同站换成快 9 号线—会展

中心换乘快 7号线—二职校站下车（东城雅和酒店）。 

自驾可从雒容高速（G72泉南高速入口）行驶 30分钟到东

城雅和酒店（此高速路口下车辆较少），柳州市网球协会联系人：

李奕，电话：13978068689；参赛选手食宿费用自理，赛事咨询

人：罗光明·电话：13907727889 。 



十一、比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各项目全部采用 6 局先胜制、平局决胜制和

无占先计分法进行。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使比赛能顺利进行，裁

判长有权视比赛实际情况与赛事组委会沟通并得到许可后对赛

制进行调整。 

1.每个项目均分为两个阶段比赛，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

第二阶段为淘汰赛，若单个项目参赛情况未满 6人/对则采用单

循环赛直接决出最终名次。每个项目将参赛选手抽签分为若干个

小组，进行第一阶段循环赛，小组出线后进行第二阶段交叉淘汰

赛决出相应奖励名次。除冠亚军决赛外，其他淘汰赛轮次将不再

进行各名次决赛，均为并列，如前八未进前四者均为并列第五名; 

2.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多少决定名次。如两人获胜次数

相等，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三人或三人以上

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逐条顺序判断名次： 

（1）以在本组全部循环赛中的净胜场数； 

（2）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获胜盘数百分比； 

（3）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的获胜局数百分比； 

（4）以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的获胜分数百分比； 

公式计算：获胜盘（局、分）数百分比=胜数/(胜数+负数)×100% 

（5）在同一轮次的判断名次中，还剩两个人仍然相等的情况

下，按照两队之间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 

（6）抽签。 

3.抽签 

报名截止后，现场抽选运动员代表与裁判组共同抽签。抽签



过程欢迎各参赛选手参加监督。若无运动员代表则由裁判组代替

抽签工作。 

（二）种子及赛程 

1.种子 

种子认定将参考 2019年度广西业余选手积分排名表上的排

名确定。 

公开赛阶段根据参赛人数设定分组循环的小组数，指定数

量的获胜者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 

广西网球协会有权指定一定数量外卡选手参赛。 

2.赛程 

比赛一般安排在节假日或周末进行，赛程预计两天。每场比

赛紧跟前场，前场比赛结束后 15分钟内比赛选手未到将被视为

弃权。具体比赛安排见微信“华体汇”APP 或赛场公告栏。 

3.裁判配置 

采用信任制或一人裁判制，由裁判长依情而定。 

4. 每项比赛参赛人数不足最低积分相应的人数要求时，该

站该项比赛将直接进行淘汰赛决出相对应名次。 

5. 每项比赛视参赛选手人数确定小组出线名次，若小组前

二名出线，淘汰赛中（32位签表）同一小组两名选手位置上下

半区将相错开。 

6. 成绩积分列表 

男子单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男子双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女子单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女子双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中年组双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长青组双打 第一名 第二名 前四名 前八名 前十六名 前三十二名 

积分 200 120 72 36 18 9 

 

十二、竞赛规则 

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十三、奖励办法 

1-8 名奖金分配：（报名参赛不足 16 对/人的组别奖励名次

将酌情递减） 

名次 
青年组单打 青年组双打 中年组双打 常青组双打 

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男双 女双 男双 

冠军 1800 18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亚军 1200 12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3-4名（2） 800 8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8名（4） 500 500 800 800 800 800 800 

 

 



十四、比赛用球 

（一）比赛用球：欧帝尔  Passion 

（二）每场比赛使用 2个球。 

十五、投诉 

如对参赛选手资格有异议，应向广西网球协会递交详细书面

证明材料及 500元投诉费进行投诉，广西网球协会方受理进行核

查，投诉成功后投诉费退还；否则投诉费不予退还。为维护竞赛

编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参赛选手资格问题进行投诉的截止时

间为第二阶段淘汰赛开始前，逾期一律不再受理。 

十六、其他 

（一）各参赛选手做好充分准备，选手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

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比赛，并亲笔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 

（二）各双打参赛选手上场着装基色统一。 

十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八、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