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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浙江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的

补充通知

各参赛单位、参赛选手：

2022 年浙江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将于 7 月 13 至

18 日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现将有关

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和地点

（一）主要裁判员（裁判长以上）请于 7 月 13 日 12:00

前至万和豪生大酒店报到（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路 777

号），联系人：陈仲熠，13516813471。

其他省派裁判员请于 7 月 13 日 15:00 前到万和豪生大

酒店报到，联系人：陈仲熠，13516813471。

丽水当地辅助裁判员请于 7 月 14 日 8:15 到体育中心阶

梯教室报到，联系人：陈仲熠，13516813471。

（二）短距项目各代表队于 7 月 14 日 13:00-15:00 到

飞达国际大酒店（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 848 号）报到，

联系人：陈仲熠，13516813471。

（三）标距项目各代表队于 7 月 16 日 14:00-16:00 到

飞达国际大酒店（地址：丽水市莲都区中东路 848 号）报到，

联系人：陈仲熠，13516813471。

二、报到要求

浙江省模型无线电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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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疫情防控要求，各参赛队尽可能不要乘坐公共

交通，建议以“点对点”的方式派车直接到达报到地点。

（二）裁判员请保管好自己往返高铁或城际间大、中巴

实名车票，作为报销凭据，无票者不能报销。

（三）各代表队报到时需交验下列资料：

1.盖单位公章的报名表原件；

2.学校开具的浙江省学生学籍卡或身份证；

3.有资质的医疗单位（县区级）出具的运动员体检健康

证明（6 个月内有效，一人一份）；

4.运动员 20 万以上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

5.签署完成的安全承诺书（加盖参赛单位公章）；

6.《2022 年浙江省无线电测向锦标赛疫情防控承诺书》

（见附件 2）。

三、费用

（一）各队参赛者的保险费、食宿费、交通费及会员费

等自理，赛事费用由组委会承担。

（二）食宿推荐表

酒店名称
参赛队入住

价(标间)元
用餐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飞达大酒店 278
各

参

赛

队

自

行

与

周美元 15105885250 总70标间

锐捷酒店 238 周美元 15105885250 总20标间

蔚徕J酒店 258 朱邦林 15988028595 总100标间

中心智选假日

酒店
280 吕晓维 13735924222

总30标间

（仅14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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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地至赛场交通由组委会安排，交通费 80 元/人

（报到现场缴纳）。赛场不允许运动队和运动员家长的自备

车辆进入，如有违例被发现，取消该队本场比赛最好成绩一

名。

（四）会员费收费办法

1.本次赛事一次性缴清会员费 80 元/人/年。已参加本

年度省互联网+科技体育教育竟赛者补足会员费至 80 元。会

员费费建议各参赛单位在报到前交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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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测向+人数

（2）支付宝扫描二维码转账

转账请备注：单位+无线电测向+人数

酒

店

联

系

丽水国际大酒

店
308 潘健英 13957079328 总20标间

希尔顿逸轩 248 赵兰燕 13957079361 总40标间

全季酒店/

汉庭
340/260 潘美玲 13957083106

总30标间/

25标间

紫金花园大酒

店
340 张旭霞 18906788686 总30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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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浙江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

疫情防控要求

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有序推进赛事开展，结合

我省实际，现就赛事承办单位及运动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如

下：

一、承办单位

赛事承办单位全面负责赛事的管控工作。

（一）后勤保障

要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请工作方案预案，服从交通、

住宿、就餐等疫情防控特殊管理要求，并对交通、生活场所

和餐 厅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赛事的组织管理、服务保障

人员必须 为同意复工人员，赛事承办单位对上述人员的安

全负责。

（二）赛场管理

比赛开始前，应根据各级防控办相关的防控疫情卫生清

洁与消毒指南要求，对比赛场地、休息区等进行全面的清洁

消毒。赛中要全面实施赛事场地“封闭式”管理制度，严控

人员进出，加强进出流程管理，实行测体温和凭健康码方式

进入场馆。

（三）防控物资

要高度重视赛事期间的防疫物资保障工作，按照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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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要求和机构规模，配备必要的防护口罩、消毒液、红

外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用品，做好应急处置预案。

二、参赛单位

参赛单位负责参赛队伍的安全管理，实行领队、教练员

全权负责制（包括运动员来回途中和比赛期间的安全）。

（一）要全面掌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领队等相关人

员 的身体状况，确保参赛人员健康、14 天内无感冒症状，

生活在外省人员不能参赛。

（二）参赛代表队必需在大会推荐的酒店和餐厅食宿。

家长及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酒店和餐厅。运动队出入酒店、

餐 厅、比赛场馆需出示健康码。

（三）运动队报到前请扫描国务院疫情防控行程码，绿

色才可参加比赛。建议运动队出行尽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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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浙江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

疫情防控安全承诺书

代表队 人数

负责人 手机号码

本代表队承诺：

领队、教练、工作人员、运动员及同住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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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赛前按要求做好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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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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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浙江省青少年无线电测向锦标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7月13日

12：00前
赛事监督、总裁判长、主要裁判

长、秘书长等报到
万和豪生大酒店

15：00前 省派裁判员报到 万和豪生大酒店

16：00—18： 00 裁判长会议 万和豪生大酒店

7月14日

8：30—9：00 全体裁判会议 体育中心阶梯教室

9：00—11：30 裁判员分组学习、培训、实操 体育中心阶梯教室

13：00-15：00 短距项目参赛队报到、校波 飞达国际大酒店

15：30—16：30 短距领队、教练联席会议 体育中心阶梯教室

18：30—21：00 测向机制作作比赛 体育馆（羽毛球馆）

7月15日

7：00— 短距144MHz比赛

16：00— 3.5MHz阳光测向比赛 主体育场

20：00—21：00 短144MHz、3.5MHz阳光颁奖 飞达国际大酒店

7月16日

7: 00— 短距3.5MHz比赛

14：00—15：30 短距项目领奖、离会 飞达国际大酒店

14：00—16：00 标准距离报到 飞达国际大酒店

16：00—17：00 标距领队、教练联席会议 体育中心阶梯教室

17:00—18:00 标准3.5MHz、144MHz 校波 飞达国际大酒店

19:30——20:30 理论考试 体育中心阶梯教室

7月17日

7：00― 标距3.5MHz比赛

19：00—20：00 标距3.5MHz颁奖 飞达国际大酒店

7月18日

7:00-- 标距144MHz比赛

15:00— 标距144MHz领奖、离会 飞达国际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