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建 筑 金 属

结  构  协  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中建金协（钢构）[2015]第 26号 

 

第三届《金协杯》“莱钢建设”篮球邀请赛通知 
 

各单位： 

第三届“金协杯”篮球邀请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证

此次赛事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员单位及其它有篮球志趣的企业。 

二、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三、承办单位： 

     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 

四、比赛时间、地点： 

    2015年 10月 30~11月 2日 

中国海洋大学篮球馆（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238 号） 

五、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队员一经报名，队员不得更换。一名运动员仅可代表

一个单位参赛。 

（二）凡具备下列资格人员方可报名参赛： 

1、各队参赛队员需是所在企业的男性正式职工，于所在企业参

加工作一年以上。报到时提交 2014年 10月至今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

险的证明材料。 

2、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

加比赛方可报名参赛。 

（三）在各级各类体育组织中注册的专业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本次



比赛，运动员停止注册满 5 年（2011 年 10 月 1 日前，含 2011 年 10

月 1日）以上可报名参加比赛。 

（四）违规处理 

为保证公平竞争，赛事组委会赛前要对参赛人员进行严格的资

格审查，查出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者，大会将通报批评，直接判该队

该场比赛负，严重者，取消该队余下比赛的参赛资格。 

六、比赛办法 

（一）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积分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排位

制。 

（二）小组赛如二队积分相等，则以胜负关系决定名次；若三队

积分相等，则按得失分率决定名次。 

（三）每场比赛采用 4节×10分钟/节的比赛办法。 

（四）距离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双方教练到记录台登记上场运

动员名单，同时查验运动员参赛证件，无证者视为弃权，不能上场参

赛。 

（五）各代表队在比赛开始时间到达后 10 分钟不到者，按弃权

处理。 

（六）规则：除规程特殊规定外，均采用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

的《篮球竞赛规则》。 

七、报名办法 

（一）为确保此次赛事高质、顺利完成，收取每支参赛队报名费

8000元，主要用于比赛的奖项、奖金费用。 

（二）除欢迎晚宴、欢送午宴外，各参赛队的食宿、路程费用自

理，为便于组织管理，住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预定。 

（三）报到时持有效证件（能证明本人符合运动员资格要求的），

经验证符合参赛资格方可报名参赛。 

（四）参赛队要自行准备深、浅比赛服装各一身，服装上队员

号码、企业名称的规格按照篮球规则印制，比赛前如发现服装不符合

要求，禁止其上场参加比赛。 



（五）组委会为所有运动员提供保险保障，除保险条款所保项

目以外，赛时阶段出现任何其它意外均与组委会无关。组委会鼓励各

队自行为运动员办理保险。 

八、录取及奖励办法 

（一）比赛将决出冠、亚、季军，最有价值球员、优秀运动员

（各 1名）。赛后颁发相应奖杯、奖金及证书。 

（二）通过比赛决出其它名次，颁发相应奖牌、奖金。 

（三）本次比赛将评定体育道德风尚奖若干，颁发奖牌、奖金。 

九、比赛用球、裁判员选派 

（一）比赛用球由大会组委会提供，如不满意可在双方运动队同

意的前提下由裁判员挑选比赛用球。 

（二）仲裁及裁判员由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担任。 

十、其它相关事宜 

（一）具体的时间安排待确定好比赛球队后，由赛事组委会再行

通知。 

（二）遵守大会秩序和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尊重对手、尊

重观众、尊重裁判、服从裁判裁决，爱护酒店；比赛校区、场馆公物。 

（三）比赛期间，协会与承办单位拟举办两项交流活动，一项为

“企业文化及和谐企业创建交流”、第二项为“钢结构发展趋势论坛”。

各参赛单位请提前提供经验交流材料（如有意在会上作经验交流，请

自行制作幻灯片，时间不超过 8 分钟）。请各单位务必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前将上述有关材料通过电子版发送邮件至“第三届金协杯篮

球赛”专用邮箱 jxblg2015@163.com。为便于查阅统计，请在邮件“主

题”栏中注明为哪一参赛单位的何种材料，如“莱钢建设企业文化交

流材料”、“莱钢建设管理、技术交流材料”等字样。 

（四）为方便各单位沟通交流，自第三届“金协杯”职工篮球赛

通知下发起，将建立“金协杯篮球赛”QQ 群，群号

为 121597156，会议相关信息动态将全部通过该 QQ

群发布，请各单位踊跃加入（每个单位至少有一名



联系人加入该群）。同时，将启用“金协杯”篮球赛微信公众平台，

请大家关注，在微信中查找公众号搜索“第三届金协杯篮球赛”或者

手机扫描二维码（见右图），全程掌握年会实时信息和精彩动态，随

时了解比赛第一资讯。 

（五）请各单位务必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前将参赛回执（附件

2）和数码照片（用于印刷《赛务手册》通讯录部分，便于今后交流，

蓝底免冠彩色数码照片，格式为 JPG，像素为 600×800，文件以“单

位+姓名”命名，各参赛队打包压缩以附件形式提交）发送至 2015比

赛专用邮箱 jxblg2015@163.com。 

（六）青岛市有两个火车站（青岛站、青岛北站）、一个机场（青

岛流亭国际机场）。青岛火车站距住宿地（世园假日酒店）约 28km,

车程约 50 分钟；青岛北站距世园假日酒店约 15km,车程约 25 分钟；

流亭国际机场距世园假日约 22km,车程约 35 分钟。请各参赛球队确

定出行方式，确定往返的人数、行程、车次，以方便组委会安排接送。 

（七）活动期间，青岛最高温度在 16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可

达 8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秋季常出现有风天气，主要是以北风为

主，风力一般 4-5级，请参赛人员注意携带适量衣物。 

（八）提倡各球队派选文艺骨干参加宴会汇演，增加现场气氛。 

（九）请于 2015年 10月 17日前，把参赛费 8000元汇至组委会

账号。 

户名：北京国瑞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银行车公庄支行 

        账号：01090322300120105069730 

联系人：张金玲    田昌 

 

十一、申诉 

如果对对方运动员身份提出质疑，或对比赛裁判提出异议，申诉

方必须在比赛结束 30分钟以内递交书面材料。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属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settingpage?t=setting/index&action=index&token=766320141&lang=zh_CN


 

 

组委会联系方式： 

    电话：010-58934476  传真：010-88363325 

联系人：刘民（13718607218）  张博（18905325215） 

张金玲（18611359045）田昌（18613873853） 

 

附 1：篮球赛日程安排 

附 2：参赛报名回执 

附 3：入住酒店至比赛场馆路线图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2015年 9月 8日 

 

 

 

 

 

 

 

 

 

 

 

 



附 1 

2015 年第三届“金协杯”篮球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地点 

10月30日 

全天 与会代表报到、安排住宿 世园假日酒店 

18:00 欢迎晚宴 世园假日酒店（ 厅） 

19:00 领队会 世园假日酒店（ 厅） 

10月31日 

7:00-8:00 早餐 世园假日酒店（  ） 

8:30 比赛开幕式 中国海洋大学体育馆 

9:40 揭幕战 中国海洋大学体育馆 

10:40 小组赛 中国海洋大学体育馆 

11:00-12:30 午餐 中国海洋大学餐厅 

13:00 

小组赛  

企业文化及和谐企业创建交流 
各单位领队、书记、工会主席

参加 

18:00 晚餐 世园假日酒店 

11月 1日 

7:00 早餐  

8:30 小组赛  

11:00-12:30 午餐 中国海洋大学餐厅 

13:00 小组赛、半决赛  

14:00 
钢结构建筑行业发展趋势交流（企业

管理、技术沙龙） 

世园假日（与会专家、各单位

领导参加） 

18:00 晚餐  

11月 2日 

7:00 早餐  

8:30 决赛  

10:00 闭幕式  

11:30 欢送酒会  



附 2 

2015 年第三届“金协杯”篮球邀请赛参赛报名回执 

参赛队名称  

领  队： 联系电话（手机）： 
服装 

颜色 
  

教练员： 联系电话（手机）： 

序号 

队员姓名 

（队长后划

√） 

岗位（职务） 
联系电话（手

机） 
球衣号码 

身份证号码（如是其它

证件，请注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 3：入住酒店至比赛场馆路线图 

（全程 4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