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事通知书

澳大利亚第二届国际武术节
时间：2019 年 8 月 29 日-9 月 11 日
地点：851 Whitehorse road Box Hill Melbourne Australian Vic 3129

赛事流程
日

上午 9：00—12：00

期

下午 1：00—5：00

8 月 30 日（星期五） 各国运动员，裁判员报到，领取参赛资料

晚上 7：00
领队/裁判员会议 墨尔本论坛
下午 3：00-6.30

8 月 31 日（星期六） 开幕式/集体赛

千人航拍

集体赛

开幕式大演绎

9 月 01 日（星期日） 个人赛

名家大课堂

闭幕式彩排

闭幕式

参赛单位
境内外各武术协会、武术馆校、其它社会武术组织和个人均可报名参加

竞赛指南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项目赛和集体项目赛
二、本次套路比賽按中國武術協會 1999 年審定的《武術套路競賽規則》和相关補充規定執
行。
三、赛事规则能在中国武术协会官方网站下载：www.wushu.com.cn

竞赛项目
（参照第二届国际武术节年龄套路项目分类表 1）

项目规定时间
一、武术套路專案：4 分鐘以內。演练至 3 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时间到套路未完成
的不扣分）
二、太極拳：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4 分钟。演练至 3 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三、武术器械，太極器械、木蘭器械、太極柔力球：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3 分钟。演练至 2
分钟时，裁判长鸣哨提示。
四、太極對練完成套路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五、集體專案：太极，武術套路、柔力球 6 人以上，演练时间 5 分钟以内，健身氣功限 6
人以上，演练时间 6 分钟以内，须配音乐(自备播放器)，音乐中不得出现说唱等内容，
否则，裁判长扣 0.1 分，未配乐者裁判长总扣 0.1 分。比赛时，由本队教练或领队负责
播放音乐。
六、规定项目须按照规定套路顺序演练，不得自行增减和改变动作，裁判长吹哨之后剩余套
完成不予扣分。

仲裁和仲裁委员会

路未

1，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由大会组委会统一选聘。
2， 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选调，裁判员需自备黑色裁判服和黑皮鞋。

三大赛事
一、武術套路錦標賽（武术套路和项目年龄分组请参照年龄项目分类表 1，表 2）
（1） 單練專案：按男、女各单项，各年龄组分别设一等奖 30%、二等奖 40%、三等奖 30%。

录取比例按照实际参赛人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计奖。参赛人数不足 6 人的单项，编入其它
组别或其它拳种比赛录取。各組分別頒發冠軍亞軍季軍獎牌、證書。
（2） 對練專案：可跨年齡組，太極對練以隊(對)中年齡最低者為准，不分性別，录取办法

和颁奖与个人项目相同。
（3） 集體專案：可跨年齡組，按組別、專案和參加隊伍總數按拳术类、器械类（拳术和器

械混编项目归属器械类）评分以技术分數乘於人數為总積分。录取和颁奖方法与个人项目相

同。

二．全能精英选拔赛（精英奖产生方案和奖励方法查阅附表 5：）
（1） 個人武術套路全能獎錄取條件和奖励方法：（请查阅附表五）

全能運動員必須參加拳術、器械，三个单项以上方可參加全能評比。从男组和女组中分 别
评出三名（共 6 名全能精英奖）以所有参赛项目的前三项总分最高者（包括对练，但不包
括集体赛评分）除奖状奖牌外分别对全能赛精英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颁发獎金 10000
元/5000 元/2000 元人民币以资鼓励
（2） 精英奖奖学金錄取條件和奖励方法：（请查阅附表五）
（3） 中华武术形象大使奖錄取條件和奖励方法：（请查阅附表五）

附注：个人奖项颁奖奖项不重复领取。不设并立（四舍五入+决赛加分）
三．武林精英集体赛（参赛方法和规则集体赛附表 5：
）
武林擂台赛團體獎，分别设立团体赛精英奖共 12 名：
1·武术类
2·广场舞
3. 健身操
4·中华旗袍秀类
产生方法：集体赛必须在 6 人以上方可参赛，低于 6 人不于安排；精英赛各组别须在
12 组以上（含 12 组）基础上产生，各组别低于 12 组可归并其他组一起参加精英奖选拔赛。
评分标准：（为鼓励和提倡“大众参与”的全民健身运动精神）以技术分數乘於人數為
总積分。集体精英赛时间同武术套路集体赛：5 分钟之内。音乐自备无唱词。否则扣 0.1 分。
奖励方法：四个组别设立團體冠軍，亞軍，季軍共 12 名，除授予武林盟主奖状奖杯之
外，还分别颁发獎金 10000 元/5000 元/2000 元人民币对团体赛精英奖第一名，第二名，第
三名授予“一带一路”传承中华国粹精英團體进行特别褒奖。

报名规定
一、報名截止時間為 2019 年 7 月 31 日（选择一条龙服务的境外参赛者请查阅报名方法）
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武術愛好者均可組隊參賽，可用贊助企事業的名義參加(煙酒類企業
除外)。
三、套路比賽每名运动员限报 3 个单项（包括拳术、器械）。另加对练和集体项目。澳大利
亚推手项目属于身体接触本次暂不设置。
四、每支代表队限报集体项目 1 项。人数不得少于 6 人（含 6 人），性别年龄不限，少

于 6人不予编排。
五、拳术、器械单项不足 6 人时编入相邻组别或其它拳种比赛。
六、為保證大會編排秩序，報名截止欲更改專案者須報名後書面申請，領隊簽字並交納每
項更改費$50.
报名方法
收费标准
七、為了保證賽事得以順利舉辦，組委會收到報名表後會將專案核對確認表發回給各团隊；
請各團隊負責人務必認真核對無誤後，簽字回傳給組委會負責人。组委会在收到核對表2
日內未回傳，大会默认参赛者无异议。
八、报名表和参赛规则，章程以及参赛项目，年龄段分组表请查询附表

1. 报到时间和地点：

( a ) 请各国裁判员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下午 4.00 点前报到参加裁判会议.
( b ) 请各国参赛队领队和教练，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00 按时参加组委会技术
会议。
( c ) 请各国参赛运动员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00 点开始报到领取胸牌参赛编码
检录号和入场证
2.

( d ) 报到地点：851 White Horse Road Box Hill Melbourne Australian
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需自行购买赛会期间（8 月 29 日至 9 月 11 日）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3.

各队报到后，请认真阅读秩序册内容，对项目和姓名有异议者，请务必在 2019.08.30

晚上5:00 之前，由领队或教练填写申请表并签字递交大会组委会竞赛部(注明签字人联系电话)。
编排记录长将进行核查，最终结果以原始报名表为准。
4.
5.

参赛项目如无编排错误不予更改。
参赛运动员须在赛前 30 分钟参加检录，上场前在检录处等候，3 次点名未到，按弃权

处理。
7.

参赛运动员须穿着武术服装、武术鞋参赛。服装、器械自备。
各参赛队名称要求在 10 个字以内.可以用赞助商名义冠名。

8.

以上各条款解释权归澳大利亚第二届组委会所有，组委会对各项活动参与者的肖像具有

6.

无偿永久使用权。
9.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0. 报名后由旅行社一条龙服务统一办理。由于时间段差和移民局审理规程的缘故，被拒签

者审理费不退。

一、中国境内报名方法：（缴费优惠和减免方法查阅报名表和缴费一览表）
1、參賽人員需根據其比賽專案組別、年齡認真填寫報名表。
2、①提交其护照或(驾照、出生證明、身份证)复印件一张；②提交一寸免冠照片一張(照片背
面請書寫本人姓名)；③應繳納的全額費用的匯款憑證，一起寄至組委會指定委托单位账号。組
委會將為其發送《參賽專案核對表及參賽指引》並為每位運動員製作參賽胸卡和紀念證書，
此胸卡將作為參加賽事等活動的憑證。
二、收費標準和报名截止期：
A/ 自理食宿和澳洲境内参赛运动员：
1、報名費：$ 50 美金./人 （凡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随队入场观摩人员都需缴纳入场
会务费）

赛事咨询
2、單項及對練專案費：$ 50.美金/人項、集體專案費：$ 20 美金.人/項
3、30 人以上武術套路運動員可免收集体赛专案费（即免去$20 美金人/项参赛费）
4、报名截止期：2019 年 7 月 31 日（由于航拍，演示和出游人数安排设计限制，一旦额满自
行截至报名，不再另行通知，请报名付费前务必与组委会确认为先）
B/ 澳洲境外运动员食宿委托旅行社代办方案选择：
1. 四天赛事费用安排：4000 元（8 月 30，31，9 月 1，2 日四天三晚赛事接待费:含墨尔本机
场来回接送和赛事 2 天的包车费，三星酒店住宿费和所有参赛费。
2.七天赛事旅游行程全包费用：7000 元（8 月 30，31，9 月 1，2，3，4，5 日七天五晚三星
酒店住宿，餐食和墨尔本境内包车费，以及所有的参赛费用，景点门票和导游司机消小费。）.
3. 中国境内观光旅游参赛者可以申请一条龙活动服务套餐 16800 元（8 月 29 日
--9 月 11 日 14 天行程）：包括运动员所有参赛费用，签证，机票， 航拍，大型演绎到四星
级所有行程的吃住行景点门票和小费
三．備註事项：
1、所有參賽費用須在正式报名之前交齊。并在报名表上写上转账凭证号，或连同照片证件复印
件寄到赛委会指定联络处。
澳大利亚第二届国际武术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叶平
组委会咨询电话/微信号： 0061-467597080
组委会官方网址：https://awcc.com.au
Email 地址：dw@awcc.com.au
邮寄地址：4 Kintore Crescent, Box Hill VIC 3128
预付款支付宝：jjxxyy126.126.com微信转账：13024189895燕子
余款转账银行名:AUSTRALIAN WUSHU ARTS CULTURE CENTRE P/L
BSB/Account No: 033172/970469
SWIFT Code: WPACAU 2 S

组委会赛事咨询二维码：

请长按赛事二维码了解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