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中国帆船城市超级联赛(青岛)
竞赛通知
8 月 5 日-8 月 8 日 ★ 山东 青岛
主办单位：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承办单位：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组委会
青岛市体育局
青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奥帆城市发展促进会
协办单位：青岛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青岛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独家运营：海南君翊广传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防疫要求
● 所有参赛人员报到时必须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于报到后
在青岛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 所有人员需提前 7 天开展健康筛查和健康监测。
● 所有参赛人员应确保未到达或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现场报到须核查行踪
信息。其他疫情防控要求按照办赛地防疫政策动态调整。
● 工作人员、服务保障人员等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鼓励参与赛事活动
人员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参赛运动员整个比赛期间，除比赛时，应自觉佩戴口罩，并按要求进行体
温检测。
●现场设置测温设备，对赛事活动工作人员、参赛人员严格进行体温检测，
有发热症状，处于隔离期等人员不得入场，体温超过 37.3 度或发现有发热、感
冒、咳嗽等人员，须配合临时医学观察。
●赛事活动工作人员、参赛人员进入赛场必须进行电子健康通行码核验，无
健康码或健康码存疑的不得入场。
●现场配备免洗手消毒液，供参赛队员进行消毒。
●工作人员和参赛队员实行实名登记，按要求落实健康筛查和健康监测。各
船队负责人务必详细掌握参赛人员身份证、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
●赛事举办（日程）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及时进行动态

调整，若赛事出现调整、推迟或取消，组委会将根据比赛实际调整及前期开支情
况与参赛船队友好协商善后事宜。
一、规则
1、比赛执行《帆船竞赛规则》（RRS）中所定义的规则。
2、参赛船队需遵守组委会对船只器材使用的相关规定。
3、增加规则 41(e)：帮助落水船员在营救位置附近返回到船上。
4、船队可自带符合 ISO12402-5 或更高标准的救生衣、VHF 海事对讲机和手持
GPS。
二、航行细则
报到后将获取本站赛事的航行细则。
三、信息沟通
在线赛事官方公告将通过“中国帆船城市超级联赛”以及“海上之路 The Sea
Road”公众号发布。
四、竞赛船只与报名
1、竞赛船只
1.1、组委会计划于 8 月 4 日前将竞赛船只运抵青岛市奥林匹克帆船中心。组委
会于 8 月 4 日统一吊装船只下水。
1.2、各船队可于 8 月 5 日报到手续完善后向组委会提交船只下水训練申请。
1.3、下水训练的船队只用于各船队的训练或者船队赞助商接待，不能进行任何
盈利性活动。
1.4、组委会不另收取船队用于训练的船只租金，但是会指定安排某些船队服务
于组委会的接待或体验。
请各船队予以协助支持。
1.5、分站赛结束后，船队将竞赛器材与组委会进行交接、登記，配合协助组委
会收纳整理后统一保养并运往下一站赛事举办地，继续由船队使用。除赛季首站
比赛之外，赛季其他分站赛以及总决赛均不再进行船只抽签。
1.6、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如出现船只、帆具或者配件损坏，需各队自行、自费
维修；若无法维修，则按照组委会指定的帆船维修厂家订购新帆和新的配件。
1.7、各参赛船队报到时须缴纳船只器材押金 10000 元/船。船只器材押金须在报
到时，现场通过“海上之路”小程序平台进行线上支付。船只器材押金在赛事结
束后，经检查，器材完好的予以全额退还，器材出现损毁的，根据实际情况，扣
除相应费用。
1.8、组委会所提供的器材优劣、差異不作为要求补偿的理由。组委会力争向器
材统一努力。

1.9、本年度整个赛季不允许船队自行携带任何帆具参赛。
1.10、不允许船队打磨船底。
2、报名
2.1、2022 年联赛执行船员唯一注册制，即一经注册某一船队，全年度比赛不得
转会变更注册。
2.2、从竞赛通知发布日起，至报到日前一周止，各船队可更换不超过两名原船
队报名成员，更换后执行上述规则 2.1。船队注册报名总人数不超过十人。
2.3、更换船员的船队须在 7 月 29 日前向组委会提交更新的船队报名表，更新后
的船队报名表须有船队经理签字，无须加盖城市体育局公章。
2.4、更新后的船队报名表须经组委会审核确认后，新的船员才能参加比赛。
2.5、组委会赛事报名联系人：
联系人：刘爽
联系电话：18521709333
邮箱：iris.liu@thesearoad.cn
五、船员限制
各帆船城市船队允许报名 10 名选手，竞赛时船上参赛队员不少于 4 名船员，
不多于 6 名船员。
六、广告
1、船只上的广告应符合《世界帆联广告守则》。经组委会认定带有违反政府规定
及与赛事赞助商利益相冲突广告的船只，组委会有权拒绝。若有任何疑问，请尽
早向组委会提出。
2、参赛船队已经展示的船队形象或船队赞助商标志，如有异意和任何变更，请
尽早向组委会提出。
3、船只应依据竞赛通知与航行细则的要求，于船首及后支索展现赛事赞助商广
告。在任何分站赛中获得过前三名的船队须在左舷侧支索展示名次旗帜，泊船时、
开赛前、比赛结束后，各船队主动展示相应旗帜和赞助商标志。各种旗帜宣传品
等将由组委会提供。若有船队人为损毁组委会提供的广告内容，组委会保留抗议
的权力。
七、竞赛日程
8 月 5 日 报到日
09:00-16:00 报到、交接器材
16:00-17:00 技术会议
20:00-21:00 开幕仪式
8 月 6 日 竞赛日

11:00

预告信号

8 月 7 日 竞赛日
11:00 预告信号
8 月 8 日 竞赛日
11:00 预告信号
14:00 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16:00 颁奖仪式
竞赛日程安排在 8 月 6 日--8 日具体以航行细则为准。
八、报到
1、报到时间：8 月 5 日上午 9 点--16 点。
2、报到地点：青岛市奥林匹克帆船中心南停船码头。
九、航线
组委会将根据竞赛水域特点安排竞赛航线，航行线路参考航行细则。
十、计分
1、计划进行不超过 9 轮航线赛。必须完成 3 轮比赛才能有效。
2、如设置长距离航线赛，则长距离航线赛成绩实行双倍积分。
3、任何一轮的成绩均不得被取消。
十一、泊船
参赛选手应将船只停泊在指定的停船区。
十二、拖船上岸的限制
未经竞赛委员会事先的书面许可并符合规定的条件，不得在赛事期间拖船上
岸。
十三、数据保护
1、出于竞賽安全原因，船队将有可能被搭载组委会提供的轨迹航迹仪器。若船
只的航迹仪器发生故障或停止运作，须依据航行细则，以其他方式报告所在位置
信息。
2、组委会保留以媒体传播为目的，在参赛船上有放置摄像机的权利。拒绝搭载

和使用航迹仪器或安放组委会摄像机者，组委会将不受理该船只报名、取消其报
名、或取消其竞赛资格。
十四、风险声明
1、RRS 3 指出：“决定是否参加竞赛或继续竞赛是该船自己的责任。” 参与本
赛事的每名选手都同意并承认帆船运动是一项存在潜在危险的活动，具有一定风
险。这些风险包括强风和恶劣海况、天气突变、器材故障、操作失误、与其他船
的碰撞、在船失平衡和比賽疲劳会导致受伤风险的增加；帆船运动还有水上固有
风险由于溺水、意外创伤、体温过低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永久性、灾难性伤害或死
亡。
2、所有船队参賽人员将签署组委会提供的《免责声明书》。
十五、保险
每位参赛选手需持有在竞赛区域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最低额度为 100 万
元人民币。各船队报到时提供参赛船员保险单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验证后，原
件返回船队，组委会保留复印件。
十六、媒体权力与限制
1、组委会拥有本次赛事的所有媒体权利，并且会于适当时机行使该权利；参赛
船队全体人员将无条件赋予组委会永久的权利，于世界各地无论为何目的与透过
任何媒介，公开与散播船员的名字、影像与简介，以及竞赛前、中、后之船只与
船员的相片、影片与录音；
2、船队成员可于竞赛前、竞赛中与竞赛后，接受由组委会认可的媒体代表采访，
或提供采访材料，内容可包括赛事本身、参赛船只的预期表现与策略，但不得提
供任何负面的、会导致组委会及其官员与员工、竞赛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丈量
官、现场以及过去的赞助商等造成损害、妨碍、不利影响的评论或采访材料。
3、经组委会或竞赛委员会认定违反上述规定者， 可能受到相应惩罚。
十七、奖励
1、前 3 名颁发奖杯奖牌，4--10 名颁发成绩证书。
2、前 8 名设置赛事奖金：
第一名 60000 元人民币、第二名 30000 元人民币、第三名 10000 元人民币。
第 4-8 名分别获得 6000 元/5000 元/4000 元/3000 元/2000 元人民币。
3、联赛奖金均为税前奖金，组委会负责缴税。
4、船队还将有可能获得组委会或赞助商提供的其他奖金或奖品。

十八、交通
各船队自行选择交通方式，汽车、高铁、飞机均可到达。
十九、住宿
希望下列酒店的优惠信息能给您带来帮助：
1、青岛海尔洲际酒店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 98 号，266071
联系人：董岱 手机：15898871205（微信同号）
组委会协议价格： 城景标间或大床房，1300 元，含早餐。
2、中航翔通游艇会酒店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新会路 12 号，266071
联系人：辛文霞 手机：13583297782（微信同号）
组委会协议价格： 标间或大床间，830 元含早餐。
二十、其他信息
详情见补充通知。
中国帆船城市超级联赛组委会
2022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