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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航海、建筑

模型项目）暨“我爱祖国海疆”等全国青少年航海、

建筑模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的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

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落实复赛前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有关竞赛规则等事项修改

（一）请各参赛队自行安排好时间，若运动员在同一时

间段内有兼项比赛，比赛时经检录处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

比赛弃权，责任自负（日程安排表见附件 4）。

（二）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规定

从本次 2022 年“我爱祖国海疆”、“共筑家园”全国青

少年航海、建筑模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中选拔，由竞赛组

委会办公室汇总，统一组队方可参赛。

（三）各组别小项个人前三名授予奖牌（省体育局），

个人前八名及综合团体授予证书（省体育局）。

二、报到事宜

（一）报到时间、地点

时间：7 月 13 日 10:00-16:00

地点：旅游大厦 2 号楼 3 楼(横店镇万盛北街 1 号)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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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献，13429661537；陈昱琦，13735456799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在校的中、小学生，报到时出

示①加盖学校或各区（县）、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公章后的

报名表原件，②48 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③健康码（如未带

手机，②③可在报到日提交打印的截图），④赛事期间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凭证（10 万元以上），⑤会员费汇款或转账凭

证，⑥参赛运动员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资料不全者

不予参赛。

（三）为做好本次赛事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各参赛队

请备好赛事期间所需口罩，在赛事期间按要求测量体温、健

康码并佩戴口罩，请仔细阅读《参赛告知书》，签署《参赛

健康安全承诺书》、《代表队参赛承诺书》（详见附件 1、2、3）。

三、第二次报名要求

（一）报名参赛编号、会员号，请填写身份证号。

（二）报名运动员中请填写教练员（辅导员）（最多一

人，打印到获奖证书中）。

（三）报多人项目时，二人或三人组合队请在同组里填

写组合号（如张三、李四一组，都填 A；王五、赵六一组，

都填 B）。

（四）第二次报名时间为 6 月 17-30 日，超过截止时间

报名，作无效报名处理。

四、因此次赛事重大，参赛人数较多，应疫情防控需要，

赛事组委会要求出行安全、住宿安全、餐饮安全，现要求各

参赛队必须入住已和组委会签定食宿安全的指定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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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有关事项如下：

（一）横店旅游大厦（240 间，车程 15 分钟）

地址：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1 号

食宿标准：标间 240 元/间/晚，自助餐 50 元/人/餐

（二）横店影星酒店（60 间，车程 15 分钟）

地址：横店镇医学路 75 号

住宿标准：标间 200 元/间/晚（不含早）

（三）横店国贸大厦（180 间，车程 15 分钟）

地址：横店镇康庄南街 18 号

食宿标准：标间 358 元/间/晚，自助餐 50 元/人/餐

（四）食宿预订联系人：周献，13429661537

五、会员费收费办法

（一）会费标准

中小学生会员费 80 元/人/年。

（二）收费方法

1、支付宝转账

支付宝账号：zjmrr2013@163.com

用户名：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转账请备注：单位+海/建模+人数

2、支付宝扫描二维码转账

转账请备注：单位+海/建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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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赛告知书

各参赛队：

为做好本次赛事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大家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落实行程报备

您若 14 天内有疫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请您如实

告知组委会往返时间、车次(车牌、车票、航班号、座位号)。

二、金华健康码申领

打开支付宝-点击健康码-当前地区选择金华-填写相关

资料。

三、加强自我管理

自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请养成良好安全饮食习

惯，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出入赛场、入住酒店请配合检

测体温，出示健康码，竞赛期间务必佩戴好口罩。

四、不适及时就医

您若有发热、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请佩戴口

罩，及时联系赛事组委会，服从防控应急小组安排，并如实

告知组委会旅居史、接触史。

五、参与群防群控

如发现身边有境外或高、中风险地区人员未及时报备或

没有管控的，请及时向当地组委会报告。

六、明确法律责任

若隐瞒病史、疫区旅居史和接触史，造成疫情扩散，危

害他人健康，影响公共安全，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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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航海、建筑

模型项目）参赛健康安全承诺书

代表队

负责人 手机号码

各代表队承诺：

领队、教练、运动员及同住家庭成员均为绿码，且

1. 没有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 没有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 过去 14 天没有与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旅居史的

人员密切接触。

4. 过去 14 天没有去过疫情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

5. 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6. 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

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代表队负责人签字：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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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代表队参赛承诺书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代表队参加 2022 年“中天杯”浙江省

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体育比赛（航海、

建筑模型项目）暨“我爱祖国海疆”等全国青少年航海、建筑模

型教育竞赛浙江选拔赛，特向大会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管理队伍，加强安全教育，杜绝责任事故。

二、遵守赛事有关规定，遵守竞赛规程和规则，服从赛事

安排。

三、自觉维护竞赛秩序，公平竞赛，文明参赛。

四、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

五、秉承“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争创一流运动成

绩，争做文明运动队。

六、若竞赛期间发现任何安全隐患或潜在风险或不寻常之

危险，本代表队领队及教练会尽量避免和阻止任何安全事故发生，

并马上通知大会组委会处理。

七、对于在竞赛期间发生的任何伤亡事件除保险公司承担

的赔偿金外，本代表队自行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八、如有妨碍和干扰比赛正常秩序的行为，将接受组委会

对其上级主管部门的通报。情节严重的将通过新闻媒体给予曝光，

并取消今后参赛资格。

领队签字： 身份证号：

手机号：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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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航海模型项目日程安排表

日期 项目

7月 13 日 10:00-16:00 报到，19:00 联席会议

7月 14 日

上午

“西宁”号导弹驱逐舰模型制作赛

南湖“红船”电动拼装模型制作赛

F5-PS400“白马湖”号遥控帆船绕标赛

7月 14 日

下午

“义乌”号导弹护卫舰模型制作赛

南湖“红船”遥控赛

F5-PS280“白马湖”号遥控帆船绕标赛

USV-AI 南湖“红船”1:40 编程航行

自控船创意赛

7月 15 日

上午

中国“海警”船模型制作赛

“沂蒙山”号两栖登陆舰制作赛

直航赛第 1轮：“银河战士”、“中华鲟”、“梦想”号、“昆明”号、

“中国海警船”、“沂蒙山”号、“义乌”号、南湖“红船”、“英雄

快艇”、南昌号

7月 15 日

下午

南湖“红船”1:40 木质模型仿真制作赛

直航赛第 2轮：“银河战士”、“中华鲟”、“梦想”号、“昆明”号、

“中国海警船”、“沂蒙山”号、“义乌”号、南湖“红船”、“英雄

快艇”、南昌号

7月 16 日

上午

“英雄快艇”号鱼雷艇模型制作赛

“功勋”号导弹艇模型制作赛

遥控赛第 1轮：新“自由”号、“极光”号、“中国海警船”、“功

勋”号、“英雄快艇”、南昌号

7月 16 日

下午

遥控赛第 2轮：新“自由”号、“极光”号、“中国海警船”、“功

勋”号、“英雄快艇”、南昌号

7月 17 日 发奖离会

注：所有项目不设决赛，以两轮成绩之和作为比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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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模型项目日程安排表

日期 项目

7月 13 日 10:00-16:00 报到，19:00 联席会议

7月 14 日

上午

“我的建筑梦”创意建筑设计赛（仅小学组、中学组，不分男女）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场景设计制作赛（A3 底板+灯光版）

木桥梁结构承重赛（制作）

7月 14 日

下午

“绿野春天”花园别墅赛

“锦绣江南”古典园林创意赛

“生态雅居”创意住宅模型制作赛

7月 15 日

上午

“梦想家园”小筑创意赛

“遵义会址”场景设计制作赛

木桥梁结构承重赛（承重）

7月 15 日

下午

“城市梦想”区域规划赛

“延安精神”场景设计制作赛

“缤纷童年”涂装木屋赛（仅小学男、女子组）

“天安门”场景设计制作赛

7月 16 日

上午

“毛泽东故居”场景设计制作赛

“中华庭院”古典民居创意赛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建筑模型制作计时赛

7月 16 日

下午
机动

7月 17 日 发奖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