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首届横渡大同江游泳赛 

活 动 实 施 方 案 

一、主办单位：平壤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平壤市文化体育发展局  

平壤市游泳协会  

三、协办单位：河南中旅集团 

 四、比赛活动时间、地点和环境简况： （一）2019 年 4 月 13

日在平壤市区大同江公开水域举行。 （二）大同江是朝鲜地理标志

之一，位于朝鲜半岛西北部，是朝鲜第五大河流。长 450.3 公里，流

域面积达 20000 平方公里，水质清澈，全年均为二类水质。活动起自

金日成广场码头，止于主体思想塔码头，全程约 0·5 公里。该段水

域江面平缓宽阔，两岸风景秀丽，有“十里画廊”之美誉。活动以休

闲观光、游泳健身为主旨，可以让每位参与者在欣赏沿途旖旎风光的

同时，充分享受与清流相拥的心怡身爽，获得随波逐流的那份悠闲自

在。  

五、参加单位及规模：全国各地、各级冬泳协会、游泳协会、俱

乐部及游泳爱好者。总人数控制在 1000 人以内。  

六、活动内容： 1．50 米蝶泳,分男子 A组 40 岁以下，男子 B 组

40 岁以上，分女子 A组 40 岁以下，女子 B 组 40 岁以上;100 米自由

泳竞赛，分男子 A 组 40 岁以下，男子 B 组 40 岁以上，分女子 A 组

40 岁以下，女子 B 组 40 岁以上。 2.大同江竞渡赛，分男子 A组 40

岁以下，男子 B组 40 岁以上，分女子 A 组 40 岁以下，女子 B组 40



岁以上; 3．不计时横渡畅游。 

*备注：每组低于 10 人报名将取消本组比赛。  

七、参加办法： （一） 游泳竞赛 1．每个参赛者报名时注明参

赛项目、姓名、性别和身份证号码。 2．参赛运动员年龄限 65 周岁

以下（1952 年以后出生者），身体健康适宜参赛。 （二）大同江横

渡畅游 1．每个单位均可报名参加，男女不限。 2．参加畅游的运动

员年龄限 70 周岁以下（1947 年 8 月 31 日以后出生者），身体健康适

合长距离游泳运动。 （三）各队报名时需交全队运动员身份证复印

件一张和在县级以上医院近期健康体检表或证明。  

八、竞赛办法： 1．按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成人年龄组游泳

竞赛规则》和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相关竞赛规定执行。 2．比赛均

采用一次出发和一次性决赛，按成绩决定名次，成绩相同名次并列，

取消下一名次。 3．运动员参加赛前检录时，必须向检录裁判员出示

运动员证，男运动员只能穿泳裤，女运动员穿泳衣。不能戴辅助器械，

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九、游泳竞赛名次录取与奖励： 1．个人名次录取：男、女各取前 5

名，颁发奖牌和奖金。 

50 米蝶泳竞赛： 第一名 500 元 、第二名 300 元、 第三名 200 元 、

第四名 100 元、第五名 100 元； 

100 米自由泳竞赛：第一名 500、第二名 300 元、第三名 200 元 、第

四名 100 元、第五名 100 元； 

大同江竞渡赛（约 500 米）： 第一名 2000 元 、第二名 1000 元、第



三名 500 元 、第四名 200 元、第五名 200 元。 2．组织奖：设“优

秀组织奖”10 个，各颁发奖牌一面。  

十、活动日程安排： （一）4月 11 日辽宁丹东 18：00 报到；4.12

日晚餐期间召开领队会议。 （二）4 月 13 日上午 8 时-8 时 30 分，

开幕式。9 时-9 时 30 分，竞赛队员检录。9时 30 分，竞赛队员出发。

9 时 50 分，快乐畅游队员出发。12 时，水上活动关门。12时 30 分，

闭幕式。各队离会。 （三）4月 14 日后可凭参赛卡参加全域旅游活

动周的相关活动，并免费参观市内各景点。 

 十一、水上安全的相关规定： （一）下列人员不能报名： （1）先

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 （2）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 （3）心

肌炎和其他心脏病； （4）冠状动脉病和严重心律不齐； （5）血糖

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 （6）其他不适宜参加长距离游泳比赛、活动

的相关病症。 （二）各队应与参加人员签订安全责任保证书，建议

一式两份，报到时交组委会一份，自存一份。 （三）统一报到时，

各协会上交（签订）安全责任书。活动过程如发生意外，主办和承办

单位不须负责。 （四）具体安全保障措施，请参看《漂游活动安全

预案》及《漂游活动参与者的安全注意事项》两个附件。  

十二、经费：1．组委会统一提供各队食宿 4 日游 2980 元/人,5 日游

3380 元/人 ,7 日游 4680/人。   

2．参赛运动员每人缴纳报名费 100 元。畅游人员免报名费。  

十三、报名办法、报到时间地点:  

1．报名：请各参赛单位按报名表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提供全体



队员身份证、护照，复印件，免冠白底二寸证件照电子版，以制作运

动 员 证 及 检 录 卡 用 ， 将 上 述 资 料 一 并 发 送 至 邮 箱

13373917787@163.com 联 系 人 ： 翟 连 臣 13373917787 、 熊 瑞

18538029839。 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3月 20 日，额满截止。

报名确认以汇款到账为准。 2．报名费汇款：网上报名的同时请各队

按报名人数将报名费汇至指定账户。一经报名，概不退还。  

汇款银行：中国银行  

账户名：翟连臣  

账号：6216698000000394786 

汇款确认电话：13373917787  

3．报到事宜：与指定志愿者对接、上交（签订）安全责任保证书。  

十五、裁判员： 裁判员及全部竞赛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负责聘请。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解释权属承办单位。 

 

 

 

 

 

 

 

 

 



朝鲜·首届横渡大同江游泳赛 

安 全 预 案 

为了把活动的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常规性、规范化及制度化，以保

障本届横渡游泳活动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安全预案。有关事项如下： 

一、水情调查。负责漂游活动水上安全的有关负责人，应组织部分救

护队骨干队员，事先对漂游段水域进行水情调查，了解该水域深水区、

浅水区、危石、水草等分布情况，掌握安全导航的第一手资料，以便

做出相应部署。  

二、区域封航。由海事部门提前发布漂游活动期间的封航通告，

做到在漂游时段、漂游区域对沅江主航道的上下船只做出封航限制，

以确保漂游通道的安全、通畅。  

三、中途引导。凡遇急滩、浅水区、水情有变化的水域，必须有

安全引导员站在安全水线内，用口哨、旗子、手势及喊话提示，引导

漂游队伍游向安全区域，而决不允许任何漂游队员游进非安全区域。          

四、自救器材。凡参加漂游的队员必须自带救生器材，否则不准下水，

以保障能在需要救护的第一时间内，获得自我救助。  

五、水上救护。各协会要确定专门的救护队员，落实专门责任人，

具体负责和细化本队的安全救护工作。  

六、机动救护。大会组委会要根据实际，配备足够的机动船和冲

锋舟，并配备水性好、反应迅速、负责任的救生员，带上足够的救生

器材，随整个漂游队伍两侧巡视，以保障救援、救护的机动性，形成

快速反映机制，并与水上救护队员密切配合，形成立体交叉的水上救



护网。  

七、应急措施。医务人员随船跟进，并将联系电话告知各个漂游

方阵和救生船，以保持联系，随时做出应急处理。  

八、码头防滑。上、下水码头要清洗青苔，必要时铺上防滑布，

并做好引导工作，以防队员摔倒。  

 

 

 

 

 

 

 

 

 

 

 

 

 

 

 

 

 



朝鲜·首届横渡大同江游泳赛 

参与者个人安全注意事项 

大同江横渡水情不复杂，相对安全。但也有急流、浅滩、深潭等

不安全因素存在。因此，凡参加横渡的泳友，一定要积极配合组委会，

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以确保水上安全，充分享受漂游的乐趣。 

有关的安全注意事项如下：  

一、入水前应做好身体的准备活动，将四肢大关节、大肌肉群及

腰、颈椎活动开来，提高身体各器官及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身体处

于积极的准运动状态，降低肌肉抽筋和拉伤的发生几率。  

二、切实检查好随身携带的救生浮具，确信其安全有效。若发现

问题，应及时与组委会取得联系，在下水前解决好自带救生浮具的安

全问题。  

三、下水时，遵从指定路线和顺序，不得拥挤。下水不可太急，

脚步要轻，身形要稳，可互相搀扶，防止摔倒。入水前，应用水浇洗

面部、胸部、四肢，使身体对水温有所适应，再入水中，切忌全身有

汗就直接下水。  

四、横渡过程中，队员之间应保持 2米左右的安全间距，不可过

于靠近，防止互相踢、蹬。  

五、横渡至有安全引导员的区域时，要听从安全引导员的示意，

游在安全区域内，不可执意越过安全区。  

六、横渡过程中，若身体不适、体力不支、或遭遇呛水、踢蹬、

手脚抽筋及其他危及安全的意外情况，不可勉强继续前游。应在第一



时间使用随身携带的救生器具，将身体浮在水面，并通过身旁队友的

协助，尽快就近登上在队伍周围巡视的救生船或冲锋舟，确保安全。 

七、顺利横渡到终点时，出水上码头要礼让、有序，不要拥挤，防止

滑倒。  

 

 

 

 

 

 

 

 

 

 

 

 

 

 

 

 

 

 



安全责任保证书 

一、我完全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

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

心肌炎、其他心脏病、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糖或

低血糖、以及其它不适合游泳运动的疾病），如隐瞒任何病情，

所产生后果自负。因此我郑重声明，可以参加朝鲜·首届横渡

大同江游泳赛。 

二、我充分了解本次活动期间的训练、比赛及有关活动中有潜

在的危险，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甚至危及生命造成死亡

的事故，我会竭尽所能，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参加本

次活动。  

三、我本人愿意遵守本次比赛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果本人在

参赛过程中发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和潜在风险，本人将立刻终止

参赛或告之赛会官员。  

四、我本人以及我的继承人、代理人、个人代表或亲属将放弃追

究所有导致伤残、损失或死亡的权利。  

五、我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

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  

本人已认真阅读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在没有任何诱导的情况下自愿签署

此责任书。  

参赛者签名：         身份证号码：          日期:  



朝鲜·首届横渡大同江游泳赛    
                 报 名 表 

协会（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领队姓名：                               手机号：  

 

序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参加项目 50 米蝶，

50 米自由泳，竞渡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三种旅游方案供泳友选择（1秒钟读懂） 

 

方案一： 

畅游鸭绿江、横渡大同江、平壤市区四日游 

4.11 日：丹东酒店报道，自由欣赏鸭绿江风光          住：丹东 

4.12 日：早畅游鸭绿江，后过口岸乘火车赴平壤          住：平壤 

4.13 日：上午大同江游泳比赛，后游平壤市区景点        住：平壤 

4.14 日：平壤乘火车返回丹东，结束朝鲜之旅！  

 

方案二： 

畅游鸭绿江、横渡大同江、平壤、开城、板门店三八线五日游 

4.11 日：丹东酒店报道，自由欣赏鸭绿江风光          住：丹东 

4.12 日：早畅游鸭绿江，后过口岸乘火车赴平壤          住：平壤 
4.13 日：上午大同江游泳比赛，后游平壤市区景点        住：平壤 

4.14 日：参观开城、板门店三八线等景点             住：平壤 

4.15 日：平壤乘火车返回丹东，结束朝鲜之旅！ 

 

方案三： 
畅游鸭绿江、横渡大同江、平壤、开城、板门店三八线金刚山、畅游东海等七

日游 

4.11 日：丹东酒店报道，自由欣赏鸭绿江风光          住：丹东 

4.12 日：早畅游鸭绿江，后过口岸乘火车赴平壤          住：平壤 

4.13 日：上午大同江游泳比赛，后游平壤市区景点        住：平壤 

4.14 日：参观开城、板门店三八线等景点             住：平壤 

4.15 日：赴金刚山，途经东海，畅游东海，           住：金刚山 

4.16 日：游览金刚山美景，后返回枰然              住：平壤 

4.17 日：平壤乘火车返回丹东，结束朝鲜之旅！ 

 

以上三种方案报价和具体行程安排请向工作人员索要： 

熊瑞 18538029839=微信 

服务标准 

1.住宿：一级涉外酒店（相当于国内四星标准）。 

2.用餐：包含朝份餐 3 人－4人一份、和风味餐开城铜碗套餐。3早 5正 

3.交通：往返火车座位（软座）、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每人一个正座。 

4.门票：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因朝鲜费用为整体报价，若由于客人自身原因放

弃游览则景点门票不退。 

5.导游：朝鲜当地优秀中文导游服务。 

6.保险：旅行社责任险。旅游意外险！ 
报价不含 

   （1）个人护照费； 

    （2）国内段一切费用； 

    （3） 单人房差：一级酒店 300 元/人/晚； 

    (4) 旅游意外险； 

    (5) 小童收费：16 岁以下小童减 300 元/人； 



    (6) 托运行李超重费用以及因铁路部门和国家政策性临时调整的火车票涨幅燃油

税差额费用； 

    (7) 自由活动期间住宿、用餐等费用； 

    (8) 因天气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导致火车延误或取消所产生的一切额外增加费用； 

    (9) 特殊要求费用及其它一切私人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