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洲际杯”国际公棚鸽王赛（泰山信鸽站） 

暨泰山信鸽国际竞翔中心秋季大奖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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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安泰山信鸽国际竞翔中心 

本站竞赛执裁：山东省信鸽协会  泰安市信鸽协会 

 

一、参赛条件、参赛缴费 

1、境内外认同本竞赛规程的信鸽爱好者均可送鸽参加本年度

公棚赛。 

2、参赛缴费及相关规定 

  （1）报名费：每羽参赛鸽须缴纳报名费 3900 元。 

  （2）探视查验参赛鸽：本公棚进行 100 公里训放结束后，将

安排一天时间允许参赛者来公棚凭参赛卡上手探视自己的参赛

鸽，参赛者探视前须完成缴纳报名费。探视期间未经公棚允许任

何人不得将赛鸽带出公棚。放弃探视的参赛者请将其名下所有的

存棚鸽参赛报名费汇入公棚指定银行账号，并将汇款凭证及参赛

鸽主姓名、赛鸽环号以短信或微信等方式发送至本公棚。 

（3）同一参赛者必须一次缴清名下全部赛鸽的参赛费，缴费时

间截止到 180 公里集鸽前一天中午 12 点整。未缴清参赛费的参赛



鸽视为鸽主自动放弃赛鸽所有权，本公棚将做剪环处理，取消上

笼参赛资格并上网公布。(如遇自然灾害、疫情、政府和行政命令

等不可抗拒因素导致无法正常上手探视，则取消探视)。 

注：汇款后请参赛者务必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和参赛卡，获奖后

其将作为领奖依据。 

3、交鸽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地点：泰山信鸽国际竞翔中心。 

4、山东地区及周边市、县参赛者可直接到公棚交鸽或联系本

公棚上门收取，外省市参赛者，可与当地本公棚代理联系收取，

也可将赛鸽空运、陆运至济南机场或泰安客运站，采取空运、陆

运交鸽需提前通知本公棚接鸽。 

5、参赛鸽必须是 35 天至 50 天的健康幼鸽，为保证赛事公平

公正公开，拒收更换两根主羽（条）以上幼鸽入棚。 

6、参赛鸽必须佩戴所属国家或地区信鸽组织承认的 2021 年信

鸽足环，拒收佩戴非信鸽足环的鸽子入棚。一旦发现参赛鸽佩戴

伪造信鸽足环，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7、参赛鸽入棚后统一接种疫苗，如鸽主交鸽前已自行接种疫

苗请在交鸽时注明。 

8、参赛鸽入棚后将佩戴电子足环，公棚定期进行查棚扫描并

将相关信息及家飞视频上网公布，便于参赛者了解赛鸽情况。 



9、凡参加本年度公棚竞赛的参赛者均为我公棚本年度会员，

本公棚对会员实施实名制登记，会员名称登记分以下格式：1.参

赛者本人姓名，2.XX 鸽舍-参赛者本人姓名，3.XX 企业或单位-参

赛者本人姓名。请参赛者交鸽时告知我棚会员名称、联系方式及

身份信息，以便后续办理缴费与领取奖金时使用。领取奖金必须

出示本人身份证及参赛卡，如身份证与登记会员名称不符者，我

棚将不予办理奖金发放。对未缴费赛鸽不允许第三方认购，本公

棚拒收协议鸽参赛。 

 二、比赛项目、时间及奖金分配办法 

2、奖金分配方案 

（1）180 公里热身赛    录取 1—50 名 获奖奖金各

3900 元 

（2）300 公里第一关 

第一关录取前 50 名获奖，前十名各发高级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50 名 

1 万元 1 万元 1 万元 3900 元 

（3）400 公里第二关预赛录取前 100 名获奖，前十名各发高

级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0 名 

3 万元 2 万元 1 万元 3900 元 



（4）510 公里第三关决赛录取前 800 名获奖，前十名各发高

级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 名 11-500 名 501-800 名 

100 万

元 
50 万元 30 万元 10 万元 2.4 万元 

1.8 万元（保证金

专享） 

（5）小团体赛（交鸽 6 羽方有参赛资格） 

小团体录取前 20 名获奖，前 10 名各发定制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20 名 

5 万元 5 万元 5 万元 2 万元 

（6）大团体赛（交鸽 12 羽方有参赛资格，且兼得小团体奖项） 

大团体录取前 10 名获奖，前 10 名各发高级奖杯一樽。 

冠军 亚军 季军 4-10 名 

8 万元 8 万元 8 万元 4 万元 

（7）双关鸽王（400 公里预赛、510 公里决赛）录取前 6 名获

奖（各发 50 克金鸽一樽）。400 公里预赛、510 公里决赛双关分

速相加高者胜，分速相同则按决赛名次前列先。 



（8）三关综合鸽王奖（300 公里第一关、400 公里预赛、500

公里决赛）录取前 6 名获奖（各发 50 克金鸽一樽）。300 公里第

一关、400 公里预赛、510 公里决赛三关分速相加高者胜，分速相

同则按决赛名次前列先。 

    精英赛及各关比赛指定赛规程另行制定并在各关比赛前

发布，请关注本公棚官网公告。 

4、小团体每组限 6 羽参赛，多交者可拆分为 a、b、c、d……

组，热身赛（180 公里）归巢后 3 日内进行分组，环号一经确定不

可更改，未能分组的鸽主，由电脑自动分组为准。产生的后果由

鸽主自负。分组后赛鸽家飞丢失、受伤导致第一关（300 公里）未

上笼属自然淘汰，所有迟归鸽不得重新分组。不是同一名下的参

赛鸽不允许并组。 

5、小团体限 510 公里决赛产生（500 名以内同一组赛鸽归巢

羽数多者胜，如羽数相同以决赛第一羽先到者为胜，注：有团体

资格的赛鸽，两羽归巢算团体成立）。 

6、大团体赛限 510 公里决赛产生（500 名以内同一组赛鸽归

巢羽数最多者胜，如羽数相同以决赛第一羽先到者为胜，注：有

团体资格的赛鸽，两羽归巢算团体成立)。凡同一名下交 12 羽以

上（含 12 羽）参赛鸽，即具备参加大团体赛资格。多于 12 羽的

倍数则另算一组，编组 A、B、C…以此类推，热身赛（180 公里）

归巢后 3 日内鸽主自行确定大团体参赛鸽足环号码编组，并短信



或微信本公棚确认（电话编组不予受理）环号一经确定不可更改，

未能分组的鸽主，由电脑自动分组为准。产生的后果由鸽主自负。

分组后赛鸽家飞丢失、受伤导致第一关（300 公里）未上笼属自然

淘汰，所有迟归鸽不得重新分组。不是同一名下的参赛鸽不允许

并组。 

三、竞赛办法 

1、为保证赛鸽竞技状态，各项比赛前均进行强制家飞及短途

训放，如有丢失和死亡，本公棚不负任何责任，不退还参赛费。 

2、100 公里收费站缴费未探视的赛鸽，在热身赛（180 公里）

集鸽时未能上笼将退还该赛鸽参赛费（探视鸽除外）。不探视需

提前告知我棚，否则视为探视。100 公里上手探视缴费结束后迟归

的赛鸽，本棚将及时通知鸽主，鸽主可选择缴费继续参赛或放弃

继续比赛。对于弃赛鸽将按照竞赛规则规定处置。 

3、为保证参赛者利益，比赛的公正、公平、公开、透明，收

费前 100 公里训放、180 公里热身赛、300 公里第一关、400 公里

预赛及 510 公里决赛上笼、赛鸽运输至目的地及开笼全过程，本

公棚将委托专业媒体全程跟踪拍摄视频并通过网络、快手平台同

步直播。 

4、本公棚将向所有参赛者开放各项训放及比赛的全过程。收

费前 100 公里训放、180 公里资格赛、300 公里第一关、400 公里

预赛和 510 公里决赛，将聘请在上一关获得第 103、153、203、253、

303、353、403 名的鸽主到现场监督集鸽和比赛全过程，公棚负责



他们的一切食宿并每人补助 1000 元（不到场监放的代表此补助不

发放）。2021 年秋季赛事期间随时接受参赛者自愿报名来现场监

放 (每关集鸽和开笼由当关执裁裁判长指派代表随车监放和留

棚监督)。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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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公里热身赛：比赛时间：10 月初 

300 公里第一关赛：比赛时间：10 月上旬 

400 公里第二关预赛：比赛时间：10 月中旬 

510 公里第三关决赛：比赛时间：11 月上旬 

注：如遇恶劣天气，比赛顺延（比赛时间网上另行通知）。 

五、获奖鸽归属 

1、决赛后公棚将举行颁奖及拍卖，决赛前 500 名获奖鸽及境

外归巢鸽必须全部参加拍卖，拍卖所得 60%归鸽主，40%归公棚。

未拍出的获奖鸽，由鸽主按起拍价 40%交公棚领回。获奖鸽奖金和

拍卖所得收入产生的相关税费由鸽主自理。501—800 名奖鸽不参

加拍卖，501—800 名奖鸽均有权参加加站赛。拍卖结束后 10 日内

未与公棚联系者将视为放弃该羽赛鸽，处理权归公棚所有。 

2、510 公里决赛结束后，如具备加站赛条件，除获奖鸽（前

500 名）可自愿参加，具体规程另行制定通知。所有比赛结束后迟

归鸽由鸽主凭参赛卡免费领回。参赛者委托公棚发运迟归鸽，在

运输中发生任何意外公棚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补偿。 



六、其它规定 

1、赛鸽入棚后至 6 月 30 日前如发生丢失、死亡、伤残等情况，

公棚将及时通知鸽主领回或补交。 

     2、缴费前本公棚将安排进行 10 次以上训放，并及时上

网公布。 

3、决赛报到时间截止次日 18 时，如有效报到期内未满 500

名，剩余奖金由决赛上笼鸽均分（获奖鸽除外），如有效报到期

内幸运奖（501 名-800 名）名次未报满，剩余幸运奖奖金由有幸

运奖资格的上笼鸽均分（获奖鸽除外），团体奖金由够团体资格

的赛鸽均分，（决赛获奖鸽除外，鸽王奖金除外）。 

4、决赛对赛鸽逐羽进行封环，比赛中密封环如发生破损或有

打开痕迹者取消该羽比赛成绩，名次向后顺延。 

5、本棚使用电子扫描计时鸽钟，自动排列名次，同步显示公

布即时成绩。比赛时赛鸽尚未归巢前，如遇电子扫描系统突发故

障无法记录判定比赛成绩，当关比赛结束，奖金由上笼鸽均分。

赛鸽归巢中，如遇电子扫描系统突发故障无法继续记录判定比赛

成绩，当关比赛结束，故障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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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比赛期间遇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比赛不能正常进行，主

办单位将参赛鸽主名下剩余参赛鸽退还鸽主，按实际存棚赛鸽领

回，公棚不负赔偿责任，7 天内不领回则公棚自行处理。 



7、各关比赛中如遇到因自然灾害、车祸、行政命令等不可抗

拒因素出现意外情况造成参赛鸽损失较大的，公棚有权终止比赛 

8、自封棚后 7 天之内，如对参赛信息有异议请各位鸽友联系

我棚修改，逾期不再修改任何信息。 

9、借本公棚组织的外围赛均属于非法赛事，严禁参与，如有

参加者后果自负，如给我棚造成损失，我棚将依法追究其相关的

法律责任。 

10、汇款方式： 

农业银行：622 848 027906 823 3170   梁栋栋 

建设银行：621 700 222001 487 1400   梁栋栋 

工商银行：621 723 160400 021 9265   宋绍杰 

中国银行：621 660 600001 027 6941   宋绍杰 

报名电话：电脑员 1 156 8882 3389 

     电脑员 2 156 8882 3375 

财务电话：财务 1  132 8763 1088 

     财务 2  1328763 7088 

公棚电话：0538-8948777 

全国免费电话：400 0906777 

11、本规程解释权归山东泰安泰山信鸽国际竞翔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