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全国健美操联赛（葫芦岛站）指南 
 

 

 

 

 

 

 

 

 

 

 

 

 

 

 

 

 

比赛时间：2018年 5月 12日至 5月 17日 

比赛地点：葫芦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主办单位：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健美操协会 

承办单位：辽宁省体育局 

葫芦岛市教育局 

协办单位：辽宁聚缘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辽宁省青少年竞技健美操培训基地 

 

 

 

 

 

热烈欢迎各参赛队伍光临海滨城市葫芦岛市参加比赛！ 

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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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城市介绍 

葫芦岛市是一座新兴的海

滨城市，位于辽宁省西部，总

面积 1.04 万平方千米，海岸

线长 258千米。葫芦岛市是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级园林城市，“中国

国际泳装文化博览会”、“中

国古筝艺术文化节”、“中国

葫芦国际展销会”等活动的常

驻举办城市，曾协办 201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 

葫芦岛市地理位置优越，中国铁路京哈线秦沈客专段、沈山线、

国家高速公路 G1 京哈高速、102 国道等贯穿全境，是京沈线上重要

的工业、旅游、军事城市之一，葫芦岛与大连、营口、秦皇岛、青岛

等市构成环渤海经济圈，扼关内外之咽喉，是中国东北的西大门，为

山海关外第一市。  

葫芦岛地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为 9.0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在 563毫米～642毫米之间。 

葫芦岛境内群山叠嶂，西北多低山丘陵，分属燕山山脉和松岭山

脉，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500余条。葫芦岛海域位于辽东湾西北部，属

半封闭型内湾，海岸线长居全省第二位,仅次于大连。全市滩涂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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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7.3%。 

葫芦岛市历史源远

流长，从市境内发掘的

文物、遗址证实，远在

数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

里繁衍生息。葫芦岛，

最初为海岛名称，始见

于《全辽志》。葫芦岛市原名锦西市，于 1989 年升级为地级市，是

环渤海湾最年轻的城市之一。辖区内矿产资源颇丰富，拥有铅、锌、

铜、钼等矿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葫芦岛地区作为

重要工业地区建设，原锦西时代曾为全国知名强县，工业发展突飞猛

进，工业基础雄厚，建市后，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机械造

船、能源电力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葫芦岛市有多处优秀旅游景点，被誉为关外第一市，北京后花园。

自 2002 年以来，东北三省惟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九门口水上

长城截潜工程完工；

兴城文庙、郜家住

宅、蓟辽督师府相继

修复；宁远古城、觉

华岛、沿海观光路、

兴海栈道、灵山寺、

红海滩栈道、葫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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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等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景区和休闲地。 

葫芦岛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秀美的风光和基础雄厚的现代

化工业体系，已日益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中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工

业、港口、旅游城市。 

 

 

二、赛程安排 

赛程安排详见秩序册 

 

三、酒店路线说明 

（一）海上海度假酒店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钓鱼台街道新东路 30 号 

电话：0429-8355555；0429-8922222 

备注：组委会官员、高级裁判组、仲裁、技术官员安排

入住海上海度假酒店，会务组提供免费接站服务。 

 

（二）海浪屿假日酒店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滨海路 66 号（兴城码头

对面） 

电话：0429-35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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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葫芦岛北站到酒店 

乘坐 K3 路公交车到辽宁财贸学院站下车，之后乘出租

车或步行至酒店。 

2、从兴城站到酒店 

乘坐 2路公交车到海滨北门站下车，之后经海滨公园北

门步行至酒店。 

3、从葫芦岛站到酒店 

乘 1 路公交车至农发行站下车，换成 17 路公交车至海

滨北门站下车，之后经海滨公园北门步行至酒店。 

4、从葫芦岛市长途客运站到酒店 

乘坐 17 路公交车到海滨北门站下车，之后经海滨公园

北门步行至酒店。 

 

（三）钓鱼台宾馆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海滨风景区海滨路 

电话：0429-5417777；0429-5429999 

1、从葫芦岛北站到宾馆 

乘坐 K3 路公交车到辽宁财贸学院站下车，之后乘出租

车或步行至宾馆。 

2、从兴城站到宾馆 

乘坐 1路公交车到兴城海滨浴场站下车，之后经海滨公

园正门步行至宾馆。 

3、从葫芦岛站到宾馆 

乘坐快 9 路公交车至兴城市医院站下车，换乘 1路公交

车到兴城海滨浴场站下车，之后经海滨公园正门步行至宾

馆。 

4、从葫芦岛市长途客运站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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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17 路公交车到海滨北门站下车，之后乘出租车或

步行至宾馆。 

 

（四）兴船宾馆（山海苑宾馆）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龙兴路 29 号（渤海船舶

职业学院院内） 

电话：0429-3715688；0429-3716222 

1、从葫芦岛北站到宾馆 

乘坐 K3 路公交车至辽工大北门渤船学院站下车，之后

步行至渤海船舶职业学院院内。 

2、从兴城站到宾馆 

乘坐 11 路公交车至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站下车，之后步

行至渤海船舶职业学院院内。 

3、从葫芦岛站到宾馆 

乘坐 28 路公交车至辽工大站下车，之后步行至渤海船

舶职业学院院内。 

4、从葫芦岛市长途客运站到宾馆 

乘坐 29 路公交车到辽工大站下车，之后步行至渤海船

舶职业学院院内。 

 

（五）菊花女渔村宾馆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钓鱼台街道新东路邴家 

电话：0429-5420058 

1、从葫芦岛北站到宾馆 

乘坐 K3 路公交车到辽宁财贸学院站下车，换成 2 路公

交车至邴家站下车，之后步行至宾馆。 

2、从兴城站到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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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2路支线公交车到邴家站下车，之后步行至宾馆。 

3、从葫芦岛站到宾馆 

乘 1 路公交车至农发行站下车，换成 17 路公交车至邴

家站下车，之后步行至宾馆。 

4、从葫芦岛市长途客运站到宾馆 

乘坐 29路公交车到邴家站下车，之后步行至宾馆。 

 

因各代表队到达时间不同，组委会不安排统一接站，请

各代表队根据酒店安排表自行前往入住酒店报到。承办方旨

在为参赛队伍提供方便，如需接送站可自行联系非指定租车

公司（第三方），费用自理。 

联系人：何军       电话：13514295599。 

 

四、酒店安排表 

由于本次比赛参赛人员较多，食宿安排在多家酒店。为

方便各代表队报到，及时入住，每个酒店驻地均设有签到处

和会务组。请各代表队根据《酒店安排表》直接前往对应的

酒店报到即可。 

报到流程：核实各代表队实际报到人数→确定实际缴费

人数→确认缴费情况/现场缴费→确定领队、教练员和裁判员

资格→没有随队裁判员的队伍缴纳 1500 元裁判员选调费→

没有缴费的运动员报竞赛处取消比赛资格→没有缴费的领

队、教练员和裁判员报高级裁判组取消其本次比赛的工作资

格→领取有效证件、资料、餐券→根据派驻单到酒店前台办

理入住手续。 

具体报到酒店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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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屿假日酒店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市八一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四小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北京市平谷中学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一零一中学 

大庆市第四中学 

河北廊坊市第七中学 

河北省唐山市第十二高级中学 

河北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 

河北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中国通信体育协会山东代表队 

青岛艺术学校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9 

沈阳虹悦宝贝健身俱乐部 

石家庄弘文艺术学校 

首都体育学院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七小学 

中国儿童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药科大学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淄博跃动健美操健身有限公司 

 

钓鱼台宾馆 

安徽师范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衡阳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地质中学 

湖南省长沙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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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中华中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南京体育学院 

南京壹叁零体育艺术进修学校 

瑞安市新纪元实验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一小学 

深圳市龙岗区实验学校 

深圳市楼村小学 

深圳市平冈中学 

台州学院 

武汉品尚拓展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宜春学院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学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浙江省衢州市实验学校 

重庆周舸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兴船宾馆（山海苑宾馆） 

大连金普新区业余体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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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中学 

大连市第二十五中学 

大连市第十一中学 

大连市甘井子区斯麦尔体育俱乐部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大连市西岗区爱梦想体育培训学校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河北保定市第七中学 

河北保定市动之美健身俱乐部 

河北衡水中学 

河北科技学院 

河北体育学院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辽宁省实验中学 

辽宁省实验中学北校（分校）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淄博第十七中学 

山东省淄博中学 

唐山市第八中学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知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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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菊花女渔村宾馆 

哈尔滨体育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山西临汾市第三中学 

山西省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山西师大实验中学 

山西运城康杰中学 

陕西西安铁一中学 

太原市小店区第一中学校 

 枣庄市市中区少年儿童竞技体育学校 

长安大学 

 

五、班车安排表 

具体班车安排请到酒店大堂信息公告栏查询。 

 

备注：班车按点准时发车，请各代表队凭参赛证件乘车，

并根据自身比赛安排选择车次乘坐，如错过班车发车时间请

自行乘车前往。 

 

六、餐饮安排 

代表队在各自入住酒店餐厅用餐，就餐时间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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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6：50-8：30 

午餐：11：20-13：00 

晚餐：17：00-18：40 

 

各代表队在各自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一并领取餐券，所

有人员凭餐券用餐。未携带当日当次餐券者谢绝用餐。请妥

善保管餐券，遗失不补。组委会从 5 月 12日中午开始供餐，

至 5 月 17日早餐止。 

 

七、技术方向会 

1、地点：海上海度假酒店一号会议厅 

2、时间：2018 年 5月 12 日 19：30 

 

 

八、其他 

1、未尽事宜，请留意各酒店公告栏信息。 

2、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务必看管好自己的队员，严禁在

比赛场地和观众席追逐打闹。 

3、比赛场馆禁止穿着带钉的鞋子进入。 

4、组委会提供 5 月 12 日至 5 月 16 日的酒店住宿，5 月 17

日中午 12：00 前必须退房，提前入住或延迟退房，费用自

理。 

5、接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于明洋，电话：15898299422 

   于明慧，电话：13147991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