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洲际杯”国际公棚鸽王赛（陕西威奇站） 

暨陕西威奇秋棚四关赛竞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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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亚冠信鸽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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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凡承认本规程的信鸽爱好者均可交鸽参赛；参赛者在

交鸽时要认真填写登记卡，参赛鸽主必须采用实名制，（参

赛者的真实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号码，若参赛鸽主未履行

实名制，相关权益受损，责任自负）领取奖金以实名身份证

为准办理。 

例：(1) 姓名   2、XX 鸽舍--姓名     3、XX 公棚

--姓名 

 (2) 参赛鸽必须套戴 2021年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制作的足

环，鸽龄为 26—60 日龄的健康幼鸽，拒收大龄参赛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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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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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在交鸽单上声明。凡鸽主所在

地有疫情的均不接收； 

 (4) 鸽主将赛鸽交入公棚后，视为本规程双方认同，参赛

鸽友交齐参赛费后，合同生效，双方必须遵守合同条款。 

（5) 参赛费用：每羽收参赛费 5000 元(含饲养费 300 元). 

（6）第一关比赛未上笼的参赛鸽全额退费（每羽 5000 元）；

在查棚探视后，扫描注册名单公告后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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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汇款方式 

①、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市北三环支行） 

卡号：6228 4502 1603 6190 666 

户名：杨小辉 

②、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高陵区支行泾河工业

园区分理处） 

卡号：6222 0837 0000 7252 595 

户名：杨小辉 

③、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高陵区支行） 

卡号：6217 0042 2003 4089 890 

户名：杨小辉 

收鸽时间、地点及方式 



(8)、收鸽时间：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全天服务，

节假日不休息。市内电话联系，可上门收鸽，外埠鸽主可直

接空运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或运至西安汽车站，并提前通知

公棚接鸽。 

(9)、收鸽地址：富平县吕村塬农业生态园区陕西威奇公棚 

公棚联系电话： 13072904333 

 0913-8930111    0913-8930888  

外 地 接 鸽： 

杨印德：15309283460 

文  兴：13488470702  

王 翔：18791980913 

市内、车站接鸽 ：蔡 正：13072905333 

机 场 接 鸽 ： 高伟：13072904333 

二、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名次录取及奖励办法 

第一关赛（200 公里）名次录取前 10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30000 元     第二名(亚军)：20000 元 

第三名(季军)：10000 元     4－100 名各 3000 元 

第二关赛（300 公里）名次录取前 10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30000 元     第二名(亚军)：20000 元 



第三名(季军)：10000 元      4－100 名各 3000 元 

第三关赛（400 公里）名次录取前 100 名，前 3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第一名(冠军)：30000 元     第二名(亚军)：20000 元 

第三名(季军)：10000 元       4－100 名各 5000 元 

第四关赛（500 公里）名次录取前 700 名，前 10 名颁发奖杯。 

奖金分配： 

  (冠军)：200 万元     (亚军)：100 万元 

  (季军)：50 万元        4－10 名各 10 万

元      

11－700 名各 30000 元    

三、竞赛办法 

（1）本公棚执行中国信鸽协会颁发的《中国信鸽竞赛规则》

（2019）、2015年下发的《陕西省信鸽公棚竞赛管理暂行办

法》及 2016 年《陕西省信鸽公棚竞赛管理补充规定》，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肃、认真、准确”的做

好竞赛各项工作。 

（2）比赛成绩以电子扫描器排序，并经当值裁判长确认无误

后，方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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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信鸽均分； 

②、赛鸽回归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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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前三关赛报到有效期为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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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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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防揭动密封不干胶软环） 

③、司放当天无归巢鸽，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信鸽均分。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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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归巢鸽防揭动密封

不干胶软环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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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赛时间、地点 

本比赛：设四关赛、时间、距离、地点。 

第一关赛： 2021 年 10 月下旬，  180 公里 --230 公

里， 北 线、 陕北地区 

第二关赛： 2021 年 11 月上旬，  280 公里 --330 公

里， 北 线、 陕北地区 

第三关赛：2021 年 11 月中旬， 380 公里--430 公里， 北 



线、 陕北地区 

第四关赛：2021 年 11 月下旬， 480 公里--530 公里， 北 

线、 陕北地区 

注：比赛时遇天气原因或特殊情况，另行通知。 

五、获奖鸽归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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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拍卖会拍卖鸽王前 10名及第四关决赛冠军——700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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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鸽

所得奖金及拍卖所得收益应缴税费，由受益者自理。 

（4）拍卖会结束后，鸽主凭参赛卡或有效缴费凭证，本市 10

日内、外埠 20 日内，免费领回迟归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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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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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规定 

（1）在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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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赛鸽丢失、

碰伤等意外情况，公棚将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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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训 0－100 公里不少于 10 次。最后一次路训不少于

100 公里，由信鸽协会委派裁判员，负责扫描、上笼、训放

全过程，上网公布。 

（4）本公棚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交鸽参赛，本公棚拒绝协议鸽。 

（5）因自然灾害、政策或行政命令等不可抗因素而致赛事无

法进行，对已交参赛费赛鸽退还参赛费，现有存棚赛鸽领回，

公棚不负赔偿责任。 

（6） 参赛鸽若在查棚前游棚或病亡，公棚将及时通知鸽主

补交。 

（7）接收参赛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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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未参加第一关集鸽入笼的参赛鸽，不能参加第二关比赛；

未参加第二关集鸽入笼的参赛鸽，不能参加第三关比赛；未

参加第三关集鸽入笼的参赛鸽，不能参加第四关比赛。以各

关集鸽单为准。 

（9）、如本公棚有违规行为、愿承担本次公棚竞赛的一切民

事、经济和法律责任。 

七、加强赛 

 本公棚特设加关赛，第四关决赛归巢鸽前 700 名获奖鸽除

外，剩余归巢鸽达到 600 羽以上，将举办加关赛，所有归巢

鸽全部参赛。加关赛未交费的参赛鸽只记名次不发奖金，但



参加拍卖。具体规程届时另行通知！ 

陕西威奇 2021 年第十六届秋季“西部之巅”四关赛竞赛规程 

附件： 

 小团体赛 前 3 名颁发奖杯 

冠军 50 万元 亚军 30 万元 

季军 20 万元 4 名-30 名各 30000 元 

大团体赛 前 3 名颁发奖杯 

冠军 50 万元 亚军 30 万元 

季军 20 万元 4 名-10 名各 50000 元 

  

竞赛说明： 

（一）本届比赛第四关 500 公里赛设团体赛： 

小团体：凡交鸽羽数在 6 羽的鸽主均有资格参加团体奖的竞

赛，超过的应分为 A、B、C……参赛（例：交 6 羽即为 1 个

小团体资格，12 羽为 2 个小团体资格，18 羽为 3 个小团体

资格……以此类推）；100 公里训放后，3 日内进行分组确

认，如在规定时间内鸽主未分组，公棚将以电脑随机分组为

准（分组仅限同一名下，不可并组）。公棚将上网公布，不

得更改。凡在第四关比赛中获胜羽数最多者为优胜者，（获

奖至少 2 羽），如获奖鸽羽数相同，以第一羽成绩鸽优胜者

排列名次领先。如遇团体奖未报满剩余奖金由团体获奖者均



分。 

大团体：凡交鸽 10 羽的鸽主为一个参赛单位，超过 10 羽的

应分为 A、B、C……组参赛（例：交 10 羽即为 1 个大团体资

格，20 羽为 2 个大团体资格，……以此类推）。100 公里训

放结束三天内分组，请以发 传真或微信拍照告知公棚（不接

受电话口头分组），逾期电脑以 100 公里成绩随机分组（分

组仅限同一名下，不可并组），一经公布不再更改。凡在第

四关比赛中获奖鸽羽数多者为优胜者（获奖两羽以上），获

奖鸽羽数相同的，以第一羽获奖鸽成绩优胜者排列名次领先，

如遇团体奖未报满剩余奖金由已获奖团体均分。 

三关综合鸽王 1-10 名各奖 50g 金鸽一樽 

（二）、三关鸽王的评判标准： 

三关综合鸽王（300 公里、400 公里、500 公里）有效归巢期

内录取，前两关赛报到有效期为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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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时止）。按照三

关飞行距离总和，除以三关飞行时间总和，得三关平均分速，

高者为优胜者。如遇鸽王未报满剩余奖金由鸽王获奖者均分。 

（三）、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富平亚冠信鸽养殖有限公司所

有。 

 

富平亚冠信鸽养殖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