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洲际杯”国际公棚鸽王赛（威力青年站） 

暨陕西威力青年公棚四关双向赛竞赛规程 

联赛主办单位：国际信鸽联盟（F.C.I.） 

联赛承办单位：中国信鸽协会（CRPA）山东省泰安高新区管委会 

本站承办单位：富平县进凯源信鸽养殖有限公司 

本站竞赛执裁:中国信鸽协会、陕西省信鸽协会 

 

一、参赛条件、参赛缴费 

(一) 凡承认本规程的信鸽爱好者均可交鸽参赛。参赛者应在交

鸽时认真填写登记卡（参赛者的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若参赛鸽主未履行实名制，相关权益受损，责任自负）。 

例：1.姓名；2.XX 鸽业-姓名；3.XX 鸽舍-姓名；4.XX 公棚-

姓名。 

(二) 参赛鸽必须佩戴所属国家或地区 2021 年统一制作的足环，

参赛鸽佩戴假足环，成绩取消，奖金下移。鸽龄为 26—60 日

龄的健康幼鸽；境外鸽佩戴该国家或地区认可的足环，并持有

入关免疫进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 本公棚统一进行疫苗接种(包括鸽痘疫苗)，如鸽主已为幼

鸽接种疫苗的，请务必在交鸽单上注明时间。凡鸽主所在地有

疫情的均不接收。 

(四) 为了杜绝不缴费和剪环鸽出现，本站比赛实行参赛保证金

制，从接收参赛鸽开始至交鸽结束，（封棚）后 10 日内，参

赛会员需缴纳 2800 元保证金，如未按时缴纳保证金者，视为

鸽主自动放弃赛鸽所有权，且不允许第三方认购，公棚有权自

行处理。交费公告发布后所缴保证金转为参赛费。第一关比赛

无参赛鸽，则全额退还保证金。为了赛事的公正，望全国鸽友

理解，感谢支持！ 

(五)鸽主将赛鸽交入公棚后，视为本规程双方认同，合同生效，

双方必须遵守合同条款。 

收鸽时间、地点及方式 

(1) 收鸽时间：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7 月 10 日，全天服务，节假

日不休息。外埠鸽主可直接空运到西安国际机场或运至西安各

汽车站，并提前通知公棚接鸽.（如果提前封棚，各项具体事

宜以本公棚封棚通知为准） 

(2) 收鸽地址：  

陕西威力青年公棚 （富平县美原镇美原村）邮政编码：711706 



办公室联系电话：19992364665 

          19992315511 

          0913-8925333 

   接鸽负责人：张斌  13325386800 

   西安市各车站：赵哲 17764707782 

   咸阳国际机场：刘瑶 17764702257 

   总经理：梁 星 13571876789 

   贵宾热线：唐云鹏 18700789111 

参赛费用及汇款方式 

(1) 参赛费 

1、参赛鸽：每羽收费 2800 元（其中参赛费 2500 元、饲养费 300

元）； 

在 2021 年 9 月份陕西省信鸽协会查棚后，根据实际训放情况

安排上手探视（具体探视时间提前三天通知，如遇自然灾害、

疫情、政策和行政命令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无法上手探视，则

取消探视），扫描注册名单公告后（具体交费时间已公告为准），

在同一名下所交的参赛鸽，必须一次性交清所有费用；过期不



交者，视为鸽主自动放弃所有权，取消该鸽参赛资格，且不允

许第三方认购，该鸽处置权归公棚。 

2、外地鸽友可将参赛费直接汇入以下账户（手续费自理）汇款后

请将汇款凭证注明参赛鸽主姓名、地址和电话传真至陕西威力

青年公棚以便查询。 

(2) 汇款方式 

1、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西安兴盛园支行 

  卡 号： 6215 5937 0001 8837 258 

  户 名： 杨亚军 

2、开户银行：农业银行西安文景路支行（分理处） 

  卡 号： 6228 4502 1603 7630 363 

  户 名： 杨亚军 

3、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西安国际港务区支行 

  卡 号： 6214 6642 2045 8873 

  户 名： 杨亚军 

二、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1、第一关比赛、录取前 5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冠军---50 名奖金各 2000 元 

2、第二关比赛、录取前 10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10000 元    第二名(亚军)：10000 元， 

第三名(季军)：10000 元    4 名－100 名各 2000 元。 

3、第三关比赛、录取前 10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20000 元    第二名(亚军)：15000 元， 

第三名(季军)：10000 元    4 名－100 名各 2000 元。 

4、第四关决赛、录取前 1000 名，前 10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100 万元      第二名(亚军)：50 万元， 

第三名(季军)：20 万元       4名－10 名：各 5 万元， 



11 名－600 名：各 18000 元    感恩奖 601 名-1000 名：各 5000

元 

（温馨提示:此感恩奖不参加团体、鸽王排名及拍卖） 

三、竞赛办法 

（一）本公棚执行中国信鸽协会颁发的《中国信鸽竞赛规则》

（2019）、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指导中心下发的《中国信鸽

公棚竞赛管理暂定规定》和陕西省信鸽协会下发的《陕西省

信鸽协会公棚竞赛管理暂行办法》，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严肃、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竞赛工作。 

（二）比赛成绩以电子扫描器排序为准，并经当值裁判长确认无

误后，方为有效。 

1、比赛时赛鸽尚未归巢前，若遇电子扫描计时系统出现故障且无

法及时修复，本关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鸽均分。 

2、赛鸽回归中，若遇电子扫描计时系统突发故障，比赛结束，故

障前己录入的名次归巢鸽奖金兑现，剩余名次奖金由上笼鸽均

分，获奖鸽除外。 

(三)前三关赛报到有效期为一天（当天日落时止），第四关赛为

二天（自放飞当日的司放时间开始算起至第二天省会城市日落

时间为止）。 



1、前三关赛：司放当天无鸽归巢，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赛鸽均

分；司放当天归巢鸽达不到规程录取名额时，比赛结束，己录

入的名次归巢鸽奖金兑现，余下奖金由上笼鸽均分，获奖鸽除

外。 

2、第四关赛：（贴易碎封环） 

① 司放当天无归巢鸽，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赛鸽均分。 

② 司放当天归巢鸽达不到规程录取名额时，次日继续录取至规

定报到期限，仍达不到规程录取名额时，比赛结束，余下的奖

金由上笼鸽均分，获奖鸽除外；裁判员对获得名次赛鸽易碎封

环要逐羽查验；如归巢鸽易碎封环完好，承认其成绩；缺失或

有揭动痕迹或破损的，取消该鸽成绩，名次递增。（递增的赛

鸽必须是在有效归巢时间报到）。 

 

四、比赛时间、地点 

本比赛：设四关赛、时间、距离及司放地。 

第一关赛：2021 年 10 月中旬，180 公里-230 公里、东北线、山西

地区 

第二关赛：2021 年 10 月下旬，280 公里-330 公里、东北线、山西

地区 



第三关赛：2021 年 11 月上旬，380 公里-430 公里、北   线、

陕北地区 

第四关赛：2021 年 11 月中旬，500 公里-530 公里、北 线、内蒙

古地区 

注：比赛时遇天气原因或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五、获奖鸽归属 

（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进行，拍卖会日期根

据比赛日程决定，拍卖细则在第四关赛结束后公布。 

（二）拍卖会拍卖鸽王前 10 名，第四关赛前 600 名。 

（三）获奖鸽主在拍卖会前提供获奖鸽血统书，以利竞拍。拍卖

所得 60%归鸽主，30%归公棚，10%归拍卖会费用；（注：如

获奖鸽意外死亡，公棚按该鸽起拍价 60%赔偿鸽主）获奖鸽

所得奖金及拍卖所得收益应缴税费，由受益者自理。 

（四）每关比赛所设附属赛公棚将以 90%设制奖金，剩余作为组织

竞赛费用。 

（五）外地鸽主需公棚托运的，请及时与公棚联系，办理相关手

续，由公棚直接托运给鸽主，其费用由鸽主承担；逾期未领，

视鸽主自行放弃，公棚有权处理。 



（六）感恩奖 601 名-1000 名不参加团体、鸽王排名及拍卖。 

（七）本公棚特设加关赛，第四关决赛归巢鸽（获奖鸽除外）达

到 800 羽以上，举办加关赛，所有归巢鸽全部参加（包括 601

名-1000 名）。加关赛采取鸽友自愿交费原则。上笼参赛鸽

未交费，只计名次不获奖金，但参加拍卖会，奖金由后名次

递进。具体规程决赛后将公布细节。为了不影响鸽子状态我

公棚将正常家飞，在此期间如有丢失，公棚将不负任何责任。 

六、其它规定 

1、第一关比赛未上笼参赛的赛鸽，已交参赛费的全额退参赛费。 

2、因政府行为或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在紧急情况下，监赛单位可

以采取必要措施，变更公棚竞赛审批事项或暂停公棚竞赛活

动，并向社会发布公告。 

3、在查棚注册名单公布后直至比赛期间，为增强赛鸽的体能，公

棚将进行正常家飞和短途路训，若发生赛鸽游棚、丢失、碰伤

等意外情况，属自然淘汰，公棚将不负任何责任。 

4、路训 5-100 公里不少于 8 次，最后一次路训不少于 100 公里。

由监赛信鸽协会委派裁判员，负责扫描、上笼、训放全过程，

上网公布。100 公里有效报道期为 3 日，赛鸽逾期归巢永久失



去参赛资格，无需缴纳参赛费，鸽主免费领回失格赛鸽。未交

参赛费的赛鸽，一律取消参赛资格。 

5、因比赛途中有很多不可预见性因素和不确定性，获奖鸽和归巢

鸽因病或因伤死亡、公棚第一时间通知鸽友、但公棚不承担任

何责任、不给予任何赔偿。 

6、待全部比赛结束后，迟归鸽免费领回、若公棚发放迟归鸽、赛

鸽在司运途中发生任何意外与公棚无关，公棚不承担任何责

任，不给予任何赔偿。 

7、如遇恶劣天气、比赛顺延，择日进行比赛。 

8、本公棚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交鸽参赛，本公棚拒绝协议鸽。 

9、因自然灾害及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赛事无法进行时，对

已交参赛费的赛鸽退还参赛费，现有存棚赛鸽领回，公棚不负

赔偿责任。 

10、参赛鸽若在查棚前游棚或死亡，公棚及时通知鸽主补交。 

11、参赛鸽入棚后，套戴电子环，入观察室，上网公布交鸽情况。

无论集鸽多少，比赛如期进行，奖金兑现。 

12、参赛鸽主未履行实名制，若相关权益受损，责任自负。 



13、本规程经〝中国信鸽协会、陕西省信鸽协会〞审定后，并具

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 

一、本届比赛设团体赛： 

1.小团体赛：凡交鸽 6 羽的鸽主为一个参赛单位，均有资格参

与团体赛。凡是 6 羽倍数的应分为 A、B、C……组参赛。100 公里

训放归巢后 3 日内分组，逾期以电脑自动随机分组为准（分组仅

限同一名下，不可并组）一经公布不再更改。凡在第四关决赛前

600 名获奖羽数多者为优胜者（获奖 2 羽以上），获胜羽数相同的，

以首羽先到者为胜，如遇团体奖未报满剩余奖金由团体获奖者均

分。 

第四关小团体赛奖金分配：前十名颁发奖杯 

冠军 20万元 亚军 10万元 季军 5万元 4名-30名各 1.8万元 

2.大团体赛：凡交鸽羽数在 10 羽的鸽主均有资格参与大团体

赛（分组仅限同一名下，不可并组），凡是 10 羽倍数的分为 A、B、

C……组参赛；100 公里训放归巢后 3 日内分组、逾期以电脑自动

分组为准，并上网公布，一经确定不得更改。凡在第四关决赛前

600 名获奖羽数多者为优胜者，如获奖羽数相同，以首羽先到者为



胜，（获奖两羽以上）。如遇团体奖未报满剩余奖金由团体获奖

者均分。 

第四关大团体赛奖金分配：前十名颁发奖杯 

冠军 30 万元  亚军 20 万元  季军 10 万元 4 名-10 名各 1.8

万元 

二、本届比赛设四关综合鸽王赛 

1、四关综合鸽王的评判标准：四关综合鸽王在第一关、第二关、

第三关、第四关比赛有效报到期内录取，按照四关飞行距离总和，

除以四关飞行时间总和，得四关平均分速，高者为优胜者。如遇

鸽王奖未报满剩余奖金由鸽王获奖者均分。 

2、四关综合鸽王奖金分配：鸽王 10 名各颁发奖杯一尊 

四关鸽王冠军---10 名。各奖励 30 克纯金 金牌一枚 

陕西威力青年公棚排名赛规程 

（限 500 公里决赛产生） 

1、排名赛：参赛费每羽 3000 元 

2、排名赛奖金分配如下：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 名 11-N 名 



100 万 50 万 20 万 各 6 万 各 3 万 

 3、以上前十名按 770 羽参赛鸽设定，无论比赛报名多少，奖金

保证发放。如超出，每增加 11 羽，增加一个获奖名额（3W）若最

后一名不足 11 羽按实际羽数的 90%发放， 

以决赛成绩为准，前者为胜。第一关比赛结束后确定环号并缴

纳参赛费，报名截止时间第二关比赛集鸽前一天。每羽参赛鸽均

有资格参赛，一经公布不再更改。第二关未上笼退费，在比赛衔

接中间为了保证赛鸽的竟翔状态，公棚要组织正常家飞，如有丢

失属于自然淘汰，其他参赛鸽不得替补。如决赛未能产生获奖鸽

由该项目决赛上笼鸽均分，获奖名次不足录取名次时，由已获奖

名次鸽均分。 

☆：温馨提示参赛鸽友 

不要因为参加信鸽比赛，影响家庭经济生活。 

妥善保管信鸽所有权证明（足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