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文件 
 

      北装协〔2022〕5 号        签发人：樊淑玲 

 

关于举办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 

“之江杯”羽毛球大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建筑装饰企业： 

举世瞩目的‚北京 2022冬奥会‛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民运

动热潮，此时我们也即将迎来‚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 

‘之江杯’羽毛球大赛‛。在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的积极支

持下，经过四年的努力拼搏，‚之江杯‛羽毛球大赛已成为行业文化

的知名品牌，与‚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丰富

行业文化，扩大交流合作，激发斗志，增添健康可持续发展动能做出

了卓越贡献。协会拟于 4 月 28 日（周四）在丰台丽泽体育馆举办本

次大赛。现邀请相关企队踊跃报名，积极备战，再创佳绩。 

大赛主办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 

协办支持单位：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设计文创专业委员会 

媒体支持：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官网、中装新网、中华建筑报社、

新浪地产网、中国网、中国幕墙网、中国幕墙工程网、腾讯网、搜狐



网、网易新闻，凤凰网客户端、中华网、今日头条、知乎、一点资讯、

环球资讯网、华夏网等。 

大赛组委会 

荣誉顾问：马挺贵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 

顾    问：张京跃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孟建国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会长 

行业健康形象大使：吴晞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监事长、北京清

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组委会主任：     樊淑玲             何永富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董事长兼总经理 

副主任：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旭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顾问 高建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设计文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设

筑邦（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 张磊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刘倩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建一局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毛立臣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丽贝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总裁 白海波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运营区总经理 刘国新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韩冰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市金龙腾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喜顺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建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庄其铮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上海金茂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总经理 张旭东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鸿屹丰彩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贤永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东豪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 陈长虹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 丁一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中信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王潇猛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捷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李书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于洪满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理事单位、北京港源建筑装饰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裁 丁春亚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理事单位、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工会主席 李荣军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总监  杨丽丽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北京海阳顺达玻璃有限公



司销售副总  王青青 

组委会秘书长：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党支部书记兼副秘书长 孙戌翯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孙吉礼 

副秘书长：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设计文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刘静 

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  吴海华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场馆 

地    点：丽泽体育馆（北京市丰台区西局前街西局玉璞园东区 6-1室） 

时    间：2022年 4月 28日（周四）8:30-17:00 

参赛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 

二、大赛规则 

1.团体赛 

（1）项目：第一男双，混双，第二男双，共三对双打； 

（2）团体赛限报 40支队伍，每队限报 8人，包括领队 1人，教

练 1人，运动员 6人，领队教练均可上场比赛，参赛运动员不可兼项

目比赛； 

（3）团体赛允许各会员单位联合组队参赛； 

  2.单项赛 

（1）项目：男子单打，限报 64人； 

（2）单项赛优先不能参加团体赛的单位报名； 

（3）参加团体赛的个人允许报名单项赛，比赛过程中，优先完成

团体比赛；（参加团体赛的单位，限报两人参加单项赛） 



3.参赛队须在 4月 14号之前填写报名表，如临时替换队员，须于

比赛前三天提出替换申请。 

本次大赛为行业公益活动，旨在促进行业交流合作，加强企业文

化和团队建设，不收取任何费用，鉴于此： 

1. 参赛人员必须为参赛单位员工； 

2. 参赛人员须提供本人在参赛单位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证明； 

3. 比赛当天请参赛人员携带身份证以备身份认证查验； 

4. 参赛单位不得外聘球员（专业运动员及参加过全运会群众羽毛

球项目比赛的业余运动员均属外聘球员），一经发现，将取消

比赛资格； 

注：专业运动员范围： 

①在中国羽协注册的国家队运动员和各省、市羽毛球专业运动队和解放

军体工队的羽毛球运动员，以及参加过全国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或全国

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的运动员无论现役或退役均属专业运动员。 

②在省市级体校注册，参加过省、直辖市级（综合运动会）青年羽毛球

锦标赛。 

5. 参赛资格的最终解释权在大赛组委会。 

望各参赛单位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诚信为本、促进交流的

原则，赛出友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三、参赛要求 

1.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请各参赛企业队派一位企业副总以上的

领导担任领队； 

2.参赛队服：为体现运动员风貌，彰显企业风采，请各参赛队着

统一队服参赛，并在队服上显示企业名称或球队 logo，以及运

动员姓名； 



3.参赛人员要坚持‚安全第一、参与第一、健康第一‛的原则。

参赛人员须身体健康，患有影响运动的疾病者不能参赛。比赛

期间如因身体健康原因发生意外事故，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

任。报名时须填写人身意外伤害责任免除书； 

4. 参赛人员须随身携带运动员证，以备核查； 

5. 各参赛队自行安排交通食宿及医疗等费用（比赛日当天参赛

人员午餐由大赛组委会提供）。比赛结束后将在比赛场地举行

颁奖仪式，由行业协会领导、行业健康形象大使、知名企业家

等组委会领导为获奖团队颁发奖项。届时获奖团体前十六名，

单项前十六名及全体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  

6. 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参赛人员于比赛当日出示

北京健康宝与行程卡绿码并测量体温正常后进入比赛场所。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戌翯、刘静 

联系电话：010-63379824；18511977708；15901035282 

报名邮箱：2447759029@qq.com 

地址：门头沟区美安路 1号 IDM智能科技园 

附件 1：竞赛办法 

附件 2：参赛报名表 

附件 3：活动流程 

附件 4：奖项设臵 

附件 5：赛场地图 

附件 6：法律责任免除声明书 

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 

2022年 3月 21日 

mailto:2447759029@qq.com


附件 1 

 

竞赛办法 

1. 竞赛规则：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和国际羽

联公布的最新规则。 

2. 团体赛根据实际报名队伍，提前召开预备会，由大赛组委会组织抽

签分成合理组别，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开始，比赛采用交叉淘汰赛。 

3. 团体赛记分方法：第一阶段采用 21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决胜负，先

到 21分者为胜，团体赛三项必须全部打完；第二阶段采用 21分每球

得分制一局定胜负，先到 21分者为胜，团体赛三项两胜即可结束。 

4. 单项赛为直接淘汰赛，比赛当天签到时抽签决定对阵双方，胜方

晋级。 

5. 单项赛记分方法：采用 21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决胜负，先到 21分者

为胜。 

6. 由大赛组委会提供比赛用球（金胜利 1号）。 

7. 组委会设仲裁委员会，参赛人员对比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申诉，应

由参赛队领队以书面形式报仲裁委员会，组委会拥有最终决定权。 

8. 裁判员由北京莹动体育服务有限公司选送。 

9. 弃权和罢赛。 

①弃权：在一场比赛进行中，运动员凡因伤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比

赛者按该场比赛弃权论。一场比赛，运动员迟到 10分钟者，判该运动

员该场比赛弃权。 

②罢赛：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有异议可通过临场裁判员向裁判

长反映，对裁判长的裁决仍有异议者，可向组委会提出申诉。运动员

或各代表队不论什么原因造成比赛不能进行或中断比赛，临赛前拒绝



出场，赛后拒绝领奖等，超过 5分钟者（经劝解说服教育工作后计算

时间）为罢赛。赛场一旦出现罢赛运动员或运动队，组委会有权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处罚。 

③希望各参赛运动队认真组织比赛。为了严肃赛风赛纪，保证比赛的

顺利进行，对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无理取闹、拖延比赛、干扰比赛、

罢赛等行为的参赛队及运动员，我们将根据《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

法》、《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

作条例>的纪律规定》及羽毛球竞赛规则、本次比赛竞赛规程的有关规

定给予取消比赛资格、比赛成绩，乃至禁止参赛等处罚。 

10. 未尽事宜由组委会于赛前三天下发补充通知。 

 

 

 

 

 

 

 

 

 

 

 

 

 

 



附件 2 

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 ‚之江杯‛羽毛球大赛报名表 

比赛日期 - 2022年 4月 28日        截止报名日期 - 2022年 4 月 14日 

 

 

 

 

 

主办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 

支持单位：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市建筑装饰协会设计文创委员会 

 

注：1.队员姓名和身份证号请与身份证一致，为参赛者买保险用； 

2.报名时请一同提交社保证明及《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之江杯‛羽毛

球大赛法律责任免除声明书》 

参赛企业 

名称 
 队   名  

序号 参赛项目 队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微信号 备注 

1 领队      

2 教练      

3 男双      

4 男双      

5 男双      

6 男双      

7 混双（男）      

8 混双（女）      

9 男单      

10 男单      



附件 3 

 

活动流程 

8:00-8:30 参赛队伍、人员签到，领取随手礼，团体赛每支队伍一箱饮

用水、单项赛每人一瓶饮用水。根据分组表，参赛队伍到各

自的场地自行热身。嘉宾入场，裁判就位。 

8:30-9:00 开幕式 

1、主持人刘静介绍到场嘉宾及参赛队伍（5分钟） 

2、主办方讲话：北装协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樊淑玲、杭州之江董

事长何永富、行业健康形象大使吴晞（10分钟） 

裁判代表宣誓（3分钟） 

运动员代表发言（2分钟） 

3、合影留念（10分钟） 

9:00-9:05  教练领操，集体做热身操 

9:05-16:00 羽毛球比赛 

由于时间紧张，中午不设固定午餐及休闲时间。各参赛队

自行调整休息时间。 

16:30-17:00 颁奖仪式（丽泽体育馆） 

 

 

 

 

 



附件 4 

 

奖项设臵 

1.名次设臵 

团体成绩取前十六名。冠军 1名；亚军 1名；季军 1名；第四 1

名; 并列第五 4名;优胜奖 8名。 

单项成绩取前十六名。冠军 1名；亚军 1名；季军 1名；第四 1

名; 并列第五 4名;优胜奖 8名。 

2.奖项设臵 

团体冠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10000元； 

团体亚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6000元； 

团体季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4000元； 

团体第四名：获奖证书，奖金 2000元; 

团体并列第五名（4名）：获奖证书，羽毛球 12桶; 

团体优胜奖：9-16名，获奖证书，羽毛球 8桶； 

团体参与奖：参赛证书； 

单项冠军：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3000元； 

单项亚军：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2000元； 

单项季军：奖牌，获奖证书，奖金 1000元； 

单项第四名：获奖证书，奖金 600元; 

单项并列第五名（4名）：获奖证书，奖金 300元。 

单项优胜奖：9-16名，获奖证书，羽毛球包； 

参赛人员均可获得由本次活动支持单位杭州之江有机硅化工有限

公司赞助的随手礼。 

 



附件 5： 

比赛场馆 

 

地址：丽泽体育馆（北京市丰台区西局前街西局玉璞园东区 6-1室） 

 

 



附件 6： 

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之江杯‛羽毛球大赛 

法律责任免除声明书 

 

本人自愿参加于 2022年 4月 28日举办的北京市建筑装饰行业第五届（2022）

‚之江杯‛羽毛球大赛及其相关活动，本人以自己的名义并以本人的后继者、继

承人、配偶和最近的亲属的名义做如下保证: 

1、本人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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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糖或低血糖、以及其它不适合羽毛球运动的疾病），可以正常参加比赛；参赛

期间，因本人健康原因或行为不当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人自负。 

2、本人充分了解，参加赛事训练、比赛及有关活动面临潜在的危险，可能遭

遇伤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故，本人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的态

度参加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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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主办方。 

3、本人同意接受比赛主办方或承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

治疗，并承担因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 

4、本人承诺不会就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死亡向比赛组织单位、个人提起关

于因本人参加比赛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的诉讼或提出有关索赔。 

5、本人同意凡是本人参加比赛有关的本人的所有照片、图片、影片、录像片

和影音片，归比赛组织单位所有，并同意组织单位使用、授权使用前述资料。 

6、本人保证报名时提供的姓名及身份信息与参加比赛的人员信息一致。如果

由于信息不一致造成的保险失效，由本人负责。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本声明书内容，且自愿签署本声明书。 

 

参赛者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