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洲际杯”国际公棚鸽王赛（神州辉煌站）

暨 2021 年辽宁神州辉煌赛鸽公棚第五届竞翔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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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县神州辉煌赛鸽俱乐部 

本站竞赛执裁：中国信鸽协会、辽宁省信鸽协会 

一、参赛条件、参赛缴费 

1、参赛幼鸽必须是 25-45 天鸽龄的健康幼鸽，参赛鸽必须

佩带一枚国家或地区信鸽协会组织承认的 2021 年正式足环。

参赛鸽佩戴假足环，成绩取消，奖金下移。注：（不收纪

念专环和职工环） 

2、参赛费每羽 11800 元（含饲养费 500 元）。限集鸽结束

10 日内交纳保证金 11800 元，逾期未交视为鸽主自动放弃

赛鸽所有权，主办单位有权做任何处理（不予认购），此

保证金待 100 公里探视后正式转为参赛费，如探视无鸽，

保证金全额退还。 

 



二、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1、热身赛 200KM 

第一关  热身赛  200 公里 

冠军 5 万元 
前十名各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3 万元 

季军 2 万元 

4-50 名 1 万元 

2、预赛 300KM 

第二关  预赛  300 公里 

冠军 10 万元 

前十名各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5 万元 

季军 3 万元 



4-100 名 1 万元  

3、决赛 500KM 

第三关  决赛  500 公里 

冠军 500 万元 

前十名各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300 万元 

季军 150 万元 

4-10 名 50 万元 

11-100 名 10 万元 

101-700 名 8 万元 

 4、小多羽赛 



注：交鸽满 7 羽即可参加，限 500 公里决赛产生。700 名以

内同一组归巢羽数（2 羽及 2 羽以上）最多者为胜，如羽数

相同则以首羽先到者为胜。 

小多羽 

冠军 100 万元 
前十名各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50 万元 

季军 25 万元 

4-30 名 8 万元 

5、大多羽赛 

注：交鸽满 14 羽即可参加，限 500 公里决赛产生。700 名

以内同一组归巢羽数（2 羽及 2 羽以上）最多者为胜，如羽

数相同则以首羽先到者为胜。 

大多羽 

冠军 100 万元 各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50 万元 

 
季军 25 万元 

4-5 名 20 万元 

 

6、双关综合赛（300KM、500KM） 

奖励前十名（按双关名次计算，如名次相同，以 500 公里

决赛成绩先到者为胜。） 

双关综合赛奖励前 10 名 

冠 军——10 名 

各颁发奖杯 1 樽 

 

各奖 50 克纯金奖牌一枚 



 

7、三关综合赛（200KM、300KM、500KM） 

奖励前十名（按三关名次计算，如名次相同，以 500 公里

决赛成绩先到者为胜。） 

三关综合赛奖励前 10 名 

冠 军——10 名 
各颁发奖杯 1 樽 

 

各奖 50 克纯金奖牌一枚 

三、竞赛办法 

1、100 公里训放全程将由中国信鸽协会裁判长、辽宁省信

鸽协会裁判员及鸽友代表监督，并委托媒体全程直播。赛

鸽归巢交费后允许参赛鸽友上手探视(探视时间届时网上公

布），限 5 日内按实际存棚羽数，一次交清同一名下全部

赛鸽的参赛费和饲养费，方可参加比赛，如鸽主在规定时

限内未办理交款手续，则视为鸽主自动放弃赛鸽所有权，

主办单位有权做任何处理（不予认购）。不探视鸽友 200



公里赛鸽未上笼退还参赛费，探视鸽友则不退参赛费。如

在 100 公里训放前发生病亡、游棚丢失等情况，本公棚不

负责赔偿赛鸽。预赛决赛前均进行家飞和训放，如有丢失，

属自然淘汰，本公棚不负任何责任。 

2、比赛依照《中国信鸽竞赛规则》（2019）有关规定执行。 

 

 

四、比赛时间、地点 

1、交鸽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7 月 15 日止。 

2、交鸽地点：辽宁东戴河神州辉煌赛鸽俱乐部 

3、公棚周边地区可预约上门接鸽，外地鸽友交鸽须提前联

系本公棚。 

四、比赛时间、地点 

1、本届赛事由 200 公里热身赛、300 公里预赛、500 公里

决赛、多羽赛、双关综合赛、三关综合赛、精英赛及各关

指定赛组成。 

2、200±5%公里 天津滨海新区   时间：2021 年 10 月下

旬。 



3、300±5%公里 河北沧州     时间：2021 年 11 月

上旬。 

4、500±5%公里 河北石家庄     时间：2021 年 11 月

中旬。 

若遇恶劣天气及不可抗拒因素，比赛顺延，顺延时间届时

上网查看或电话咨询。 

5、小多羽赛：200 公里热身赛后 3 日内编组，按鸽主送鸽

时的羽数为基数，每 7 羽一组，多送 7 羽的倍数则另算一

组。编 A、B、C...以此类推。 

6、大多羽赛：200 公里热身赛后 3 日内编组，按鸽主送鸽

时的羽数为基数，每 14 羽一组，多送 14 羽的倍数则另算

一组。编 A、B、C...以此类推。 

五、获奖鸽归属 

1、决赛结束后，对决赛前 700 名获奖赛鸽进行拍卖,拍卖

收入 60%归鸽主，40%归公棚。 

2、未获奖归巢鸽全部参加公棚举办的加站赛，如不交费只

得名次，不得奖金，奖金下移。全部参赛结束未获奖的信

鸽免费领回。（具体章程届时公布。） 



3、获奖鸽奖金和拍卖收入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由获奖鸽主自

理。 

六、其它规定 

1、公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参赛者均须采用实名制。领

取奖金以实名身份证为准办理。 

2、参赛鸽一经入棚,公棚将参赛鸽放入观察室，统一接种

疫苗,参赛鸽已接种疫苗的必须在交鸽时说明。公棚确认赛

鸽身体健康后，佩带电子足环,届时在网上公布集鸽情况。 

3、同意幼鸽入棚即采集羽毛进行 DNA 样本存储，公棚为决

赛获奖鸽进行基因检测并提供获奖鸽 DNA 身份检测报告，

相关信息所有权归公棚所有。 

 

 

 

 

 

 

 

 



 

 

 

 

 

 

 

 

辽宁神州辉煌赛鸽公棚精英赛规程 

（限 500 公里决赛产生） 

 1. 参赛费每羽 15000 元，限收 1000 羽，参赛费全部用

于奖金发放。公棚不提取任何费用。 

 2. 探视结束三日内确定环号，一经确定不可更改。精

英赛按 500 公里决赛排名取奖，名次前者为胜，取满有奖

名额为止。200 公里未上笼，则退回未上笼赛鸽精英赛参赛

费，200 公里上笼后丢失死亡属自然淘汰。 

 3. 如不足 1000 羽，公棚根据实际报名费 100%用于奖金

发放。总奖金根据实际交费羽数同比递减或递增。 

 4. 即日起开始接受精英赛报名。 



精英赛 

冠军 300 万元 前十名颁发奖杯 1 樽 

 

亚军 150 万元 

季军 90 万元 

4-10 名 30 万元 

11-60 名 15 万元 

 

六、竞翔办法： 

1、本届比赛将严格执行中国信鸽协会颁发的《中国信鸽竞

赛规则（2019）》和《中国信鸽公棚竞赛管理规定》。 

2、各项比赛均由裁判员和鸽友代表监督比赛全过程，100

公里收费站开始每次比赛公棚将进行视频直播全过程。各

站比赛集鸽，各地鸽友可现场监督，随车监放，公棚免费

安排食宿。200 公里比赛成绩 8、18、28、38、48 名获奖鸽

主随车监放 300 公里预赛，每人奖励 500 元，决赛由预赛

的前三名和 8、18、28、38、48名获奖鸽主提前三天入住



公棚监督饲养和随车监放，每人奖励 500 元。【可选送代

表】 

3、比赛使用隆飞尔电子计时系统，自动显示排名，若计时

同分同秒,以系统排名顺序为准。若遇电子计时系统出现故

障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本场比赛取消，7 日后重新集鸽比

赛。丢失的参赛鸽按自然淘汰处理。 

4、决赛集鸽均由集鸽裁判逐一读号核对，并采用一次性特

制封环，封环如有破损或揭开均取消成绩及奖金分配，名

次下移。 

5、决赛报到有效期为第一羽赛鸽归巢后至次日 18 时结束，

如在有效期内未报满名次剩余奖金由上笼未获奖鸽均分

（多羽赛奖金除外）。  

6、集鸽至比赛期间如遇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比赛不能正常

进行，主办单位将退还鸽主参赛费 11300 元。 

七、其他事项： 

1、为确保公平、公正、公开，本公棚所有参赛鸽将接受同

等的饲养及训练，并及时通过网站向鸽友提供赛鸽的训放，

竞赛情况，随时接受参赛鸽友查询。 

2、预赛前不少于 10-15 次训放，并在互联网上及时公布。 



3、公棚工作人员一律不得直接或间接参赛，本公棚杜绝一

切协议鸽。 

汇款账户：韩春华  6230521270029519879  农业银行辽宁

绥中支行 

公棚电话：0429-6731111 

办公专线：18698961006（微信同步） 

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绥中县神州辉煌赛鸽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