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五菱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

（柳州站）竞赛规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柳州市体育局、广西网球协会

承办单位：柳州市网球协会

协办单位：柳州市东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冠名单位：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

比赛地点：柳州市网球中心

三、比赛项目

（一）青年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

（二）中年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40 岁-49 岁，组

合年龄相加需满 86 岁以上）；

（三）常青组：双打（50 岁至 65 岁，组合年龄相加需

满 108 岁以上）。

四、参赛办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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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4 天内有境外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

人员不得参加或观看赛事（北海市及防城港市、崇左市选手



谢绝参赛）。

（三）参赛人员（包括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工作

人员）赛前 14 天内的活动轨迹在广西区内，没有新冠肺炎

疑似症状，没有与国内本土病例（含确诊、疑似、无症状感

染者）接触史，没有国内中高风险区和境外旅居史或其他任

何疑似情况。报到时必须提供个人广西健康码、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赛前 48 小时内（以采样时间为准）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纸质版，不能提供以上三项材料复印件的，组

委会有权拒绝参赛。进出赛区须严格执行出入扫码制度、配

合测量体温，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并自觉服从赛

事主办方和卫健部门的有关管控措施要求。对于拒不配合或

谎报、瞒报的，将取消参赛资格并禁赛 2 年。

（四）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

该项比赛。亲笔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和疫情防控个人承诺书

并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五）本次比赛业余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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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年龄（以

二代身份证为准）。

青年组参赛选手年龄为：13 岁—39 岁（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 1983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

中年组参赛选手年龄为：40 岁—49 岁（1982 年 12 月

31 日至 1973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组合年龄相加需满 86 岁

以上）；

常青组参赛选手年龄为：50—65 岁（1972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7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组合年龄相加需满 108 岁

以上）。



（六）参赛者只能选择一个年龄组参赛，所有参赛者不

得兼项。高年龄组可以报名低年龄组参赛，低年龄组不可报

名高年龄组参赛。

五、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版网球竞赛规则。

本次比赛采用 6 局先胜制、平局决胜制或无占先计分法进行

（各项目前 8 名采用有占先计分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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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

督沟通并得到许可后对赛制进行调整。

（二）每个项目均分为两个阶段比赛。第一阶段为小组

循环赛，并采用信任制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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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未进前 4 者均为并列第 5 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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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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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胜盘（局、分）数百分比=（胜数）/（胜数+负数）

×1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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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组根据 2021 年“宝骏杯”广西业

余网球公开赛（柳州站）的比赛成绩决定小组种子数量及人

员情况，先抽取第二阶段淘汰赛各组对应位置，再进行第一

阶段小组赛的抽签。

（五）赛事说明

1.种子

本次比赛的种子认定将参考 2021 年“宝骏杯”广西业

余网球公开赛（柳州站）比赛成绩积分情况由裁判组评定设

立种子，原则上排名高的选手按单项报名人数的 1/4 直接参

加第二阶段淘汰赛，其他选手参加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

裁判长有权根据报名人数适当调整进入第二阶段精英淘汰

赛的签位数。

2.赛程

本次赛程预计 3天，开赛前按照秩序册公布的时间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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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赛人数不足最低积分相应的人数要求时，比赛将直

接进行淘汰赛决出相对应名次。

5.本次比赛视参赛选手人数确定小组出线名次，若小组

前 2 名出线，淘汰赛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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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青组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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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比赛用球

欧帝尔 Passion

七、赛事监督、裁判长

（一）赛事监督代表组委会对比赛实行全面监督。其主

要职责：

1.主持报名选手的资格审核工作；

2.担任终审仲裁人员，运用赛事规程，指导、督促赛区

工作，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二）裁判长由组委会选派。其主要职责是：

1.检查和确保比赛设施符合标准、器材的完备；

2.组织裁判员赛前理论学习和实习等工作；



3.为改善比赛中裁判工作，有权撤换临场裁判员；

4.处理解释比赛现场发生的事端；

5.主持抽签工作；

6.在赛场明显处安置公告栏，及时告知运动员有关比赛

信息。在第一阶段比赛开始的前一天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

运动员积分、排序等，以及每日比赛结束后公布当日成绩和

次日比赛秩序表；

7.若无赛事监督同意，裁判长不能上场担任裁判员之职。

八、奖励

比赛奖励办法如下(人民币/元，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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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亚军 800 8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4名 600 600 800 800 800 800 800

5-8名 400 400 600 600 600 600 600

以上各组奖励名次，组委会可根据最后报名参赛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如参赛选手单打不足 6 人、双打不足 6 对的

奖励前 2 名；选手单打不足 12 人、双打不足 12 对的奖励前

4 名；如参赛选手单打不足 16 人、双打不足 16 对的奖励前

6 名。

九、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

2022 年 9 月 5 日截止报名。

（二）报名要求

1.本次比赛统一在网上报名，一是关注华体汇微信公众



号，在<精彩赛事>搜索本次比赛进入报名；二是通过扫描二

维码报名。

2.各参赛者须自行购买本次赛事期间的意外保险，报名

时上传华体汇微信公众号报名系统，否则报名不成功。

3.参加单打比赛须交赛事服务费 100 元/人，参加双打

比赛须交赛事服务费 200 元/对，请参赛者在华体汇微信公

众号报名系统缴纳赛事服务费，否则报名不成功。

4.报名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技术人员联系，

联系人：陈少阳，电话：13367718220；肖菊华，电话：

13878879776。

5.报名后如需修改或取消报名，应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操

作。

（三）报到地点

柳州市东城雅和克里湾酒店（地址：广西柳州市柳东新

区翠岭路 11 号 1 号楼），出火车站乘坐快 9 号线在卡乐星球

站下车步行约 50米即可到达酒店，自驾车可从官塘高速（G72

泉南高速入口）行驶 15 分钟左右到酒店（此路段车辆较少）。

东城雅和克里湾酒店距离比赛场地 2.5 公里左右，比赛

期间酒店到比赛场地定时有免费摆渡车接送运动员往返（具

体发车时间届时见场地和酒店公示牌）。酒店分别设有不同

档次的房源可供选择（费用自理），酒店免费提供早餐，中

晚餐均可自助（100 元/人/天）。酒店前台电话：0772-5350888，

客户经理：李茜，联系方式：19807720290。柳州市网球协

会联系人：李奕，联系方式：13978068689。赛事咨询人：

罗光明，联系方式：13907727889。

十、投诉处理



（一）如对参赛选手资格有异议，应向比赛仲裁递交详

细书面证明材料及 300 元投诉费进行投诉，比赛仲裁方受理

进行核查，投诉成功后投诉费退还，否则投诉费不予退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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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参赛纪律

（一）所有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比赛规程要求，按时

参赛和尊重、服从裁判。

（二）所有获奖的选手必须尊重赛会组织，按时参加颁

奖仪式领取奖励。除非有特殊情况经组委会同意请假。否则，

无故不参加颁奖仪式的，将不发给奖金并录入黑名单，本年

度内拒绝报名参加广西网球协会主办的比赛。

十二、经费

运动员差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十三、熔断机制

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接到上级或有关部门通知，将及

时暂停比赛。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次比赛解释权属广西网球协会



附件2

疫情防控个人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

手机号： ，在过去14天内都在广西区内，身体

状况正常，无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及国内公布的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旅游、居住史，且未近距离接触疫情重点地区人

员。特此承诺，如不属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日期：2022年 月 日



附件3

2022“五菱杯”广西业余网球公开赛

(柳州站)自愿参赛责任书

一、我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没

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

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血

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以及其它不适合相关运动的疾病），因此我郑

重声明，可以正常参加比赛。

二、确定本人赛前14天未出国（境）活动，未去过国内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未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近期国（境）外返桂人员，身体状况正

常。所提供的信息均全面且真实可信，如不属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三、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或比赛有潜在的危险，以及

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任的态度参赛。

四、我本人愿意遵守本次比赛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

参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参赛

或告知赛会官员。

五、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代理人、个人代表或亲属将放弃追

究所有导致伤残、损失或死亡的权利。

六、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

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签署此责任书纯属自愿。

参赛者签名：

2022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