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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6日 

比赛地点：厦门理工学院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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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理工学院 

协办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厦门丰维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厦门广电集团融媒体中心 

                     

金秋，我们在温暖依然的海上城市厦门等你到来 

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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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地点 

 

 

    厦门，别称鹭岛，隶属于福建省，是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

及风景旅游城市。同时，厦门它还作为中国经济特区，西界漳州，北邻南

安，东南与大小金门隔海相望。厦门由本岛厦门岛、离岛鼓浪屿、和岛外

西岸海沧半岛、北岸集美半岛、东岸翔安半岛、大小嶝岛、内陆同安、九

龙江等组成，陆地面积 1699.39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390 多平方公里。21

世纪厦门逐渐成为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拥有第一批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鼓浪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赞美厦门为“东方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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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理工学院位于被誉为“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花

园之城”的国家中心城市——厦门，是福建省属公立本科大学，实行省市

共建、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秉持“以学生为本，为产业服务”的办

学理念，遵循“明理精工，与时偕行”的校训，积极探索产学融合、校企

合作、对外合作三位一体的服务地方发展道路，建设“亲产业、开放式、

国际化”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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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1981 年建校（前身鹭江职业大学），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升

本并更名为“厦门理工学院”。2011 年，成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高校和国家首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试

点高校”。2012年，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2013年，获批为

“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 2016 年，入选教育部、发改委“十三五”应

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全国 100所）。2017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被评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全国 99所）和“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

校”（全国 66 所）。2018 年，获批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入选福建省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和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学校现有集美、思明、厦软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1927 亩，建筑面积

50余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亿元，馆藏纸质图书 190.7万

余册，电子图书 190.6 万册。信息化、数字化校园高起点建设。学校现设

有 19个院、部。 

  学校现有机械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1 个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8个本科专业，涵盖理、工、经、管、文、

艺、法等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 20081人（含研究生 401人，留学生 137

人）；专任教师 1116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比 51.1%，具有硕

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比为 90.7%，“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53.9%，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5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 人，闽江学

者 7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 名，省级教学名师 5 名，省级青年教学名师 1

名，省级教学团队 2 个，省级创新团队 5个。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 被

评为省级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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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学校紧紧围绕应用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的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积极开展人才“供给侧”改革，探索校企协同育人的

“六联合”、“二元制”、“卓越应用人才”等多种培养方式。2012年以

来，在福建省本二批高考文理科录取分数线居省内同批次高校首位；自2013

年起部分专业在福建省及江西省列入本一批招生；具有篮球（女子）和健

美操两个国家大学生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2018年学校开始招收华侨、

港澳台地区学生。 

 

二、赛程安排 

11 月 9日为报到日，全天报到，11 月 16 日 12:00前离会 

具体赛程安排详见秩序册 

 

三、厦门高崎机场、厦门北站、厦门站到比赛驻地路线说明 

1.厦门高崎机场--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杏林杏东路 69 号） 

公交：翔云一路 T3候机楼 

（1）27路（至太古宿舍）→947 路（高浦路口） 

（2）304路（至太古宿舍）→947 路（高浦路口） 

驾车：约 17 分钟  11.7 公里 

   厦门北站—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 

公交： 

（1）890路（起始站厦门北站→高浦路口）最快 

（2）898 路（起始站厦门北站→全总修养中心）步行约 10 分钟 

（3）BRT 快 1（厦门北站→华侨大学站）转乘 906 路公交车至高浦路口 



2018“建行杯”全国健美操冠军赛赛事指南 

 7 

（4）957 路（厦门北站→灵玲马戏团）再转乘 906 路公交车至高浦路口 

（5）898 路（厦门北站→杏林湾营运中心）再转乘 906 路公交车 

驾车：约 18 分钟 12.6 公里 

   厦门站—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 

公交： 

（1）快 1（开往厦门北站方向）火车站至市行政服务中心站再转乘 947

至高浦路口 

（2）950 路/840 路/952 路（火车站至马垅）再转乘 945 至高浦路口 

（3）943 路/113 路 9（火车站至塘边）再转乘 945 至高浦路口 

（4）953 快运（梧桐公交场站至马垅）再转乘 945 至高浦路口 

驾车：约 26 分钟 18 公里 

 

2.厦门高崎机场--厦门日东花园酒店（杏林日东二路 288 号） 

公交：翔云一路 T3候机楼 

（1）81路（至高崎火车站中埔）→952 路（至电厂） 

（2）27 路（至高崎火车站中埔）→952 路（至电厂） 

驾车：约 21 分钟 14.3 公里 

  厦门北站-厦门日东花园酒店 

公交： 

（1）brt 快 1（厦门北站→华侨大学站）再转乘 948 路公交车至电厂 

（2）957 快运（厦门北站→灵玲马戏团）再转乘 948 路/907 路至电厂 

（3）907 路（厦门北站→电厂） 

（4）898 路/890 路/943 快运（厦门北站→杏林湾营运中心）转乘 948 至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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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约 27 分钟 11.9 公里 

   厦门站—厦门日东花园酒店 

公交 

（1）952 路（火车站→电厂） 

（2）958 路（梧桐公交场→电厂） 

（3）840 路/994 路（火车站→轻工学校）再转乘 791 路至电厂 

（4）657 路（梧桐公交场→内茂）再转乘 791 路/981 路至电厂 

驾车：约 31 分钟  20.5 公里 

 

3.厦门高崎机场--厦门蓝湾半岛酒店（杏前路 22 号之一） 

公交：翔云一路 T3候机楼 

（1）81 路（至高崎火车站中埔）→941 路/840 路/994 路/942 路（至轻工学校） 

（2）27 路（至高崎火车站中埔）→941 路/840 路/994 路/942 路（至轻工学校） 

驾车：约 22分钟 12公里 

   厦门北站—厦门蓝湾半岛酒店 

公交： 

（1）953快运（厦门北站→集美区政府）再转乘 981 路/892 路至轻工学校 

（2）901 路（厦门北站→孙厝路口）再转乘 791 路/930 路/922 路至轻工学校 

（3）957 快运（厦门北站→灵玲马戏团）再转乘 947 路至轻工学校 

驾车：约 17分钟  12.6公里 

   厦门站—厦门蓝湾半岛酒店 

公交 

（1）840路/994路/952路（火车站→轻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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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7 路（梧村公交场→内林） 

（3）953 快运（梧村公交场→高崎火车站中埔）再转乘 941 路至轻工学院 

驾车：约 32分钟 16.8公里 

 

4.厦门高崎机场--厦门晶邦大酒店（杏林北二路 22 号） 

公交：翔云一路 T3候机楼 

（1）空港快线漳州线（杏林长途车站）→680 路/921 路/994 路（杏北新城站） 

（2）空港快线北站线（高崎汽车站）→地铁 1 号线岩内方向（官任站）3

号出口步行集美人民场→902 路（锦园东路口站） 

（3）空港快线北站线（高崎汽车站）→高崎火车站（中埔）站→942 路（杏

北新城站） 

驾车：约 25 分钟  17 公里 

厦门北站—厦门晶邦大酒店 

公交：厦门北站 

（1）地铁 1 号线 5 站（官任站）→902 路 5 站（锦园东路口站） 

（2）943 路(ioi 棕榈城) →902 路（锦园东路口站） 

（3）590 路(ioi 棕榈城) →902 路（锦园东路口站） 

驾车：约 18 分钟  10 公里 

厦门站—厦门晶邦大酒店 

公交：厦门站 

（1）地铁 1 号线 13 站（官任站）→902 路 5 站（锦园东路口站） 

（2）994 路(19 站) 杏北新城步行 978 米 

（3）952 路(17 站) 内茂→937 路（锦园东路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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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约 30 分钟  23 公里 

备注：如若动车能够经停厦门北站，则可以选择厦门北站下车，更方便到

达各个住宿酒店。 

 

四、酒店安排 

代表队入住赛场附近四家酒店。为方便各代表队及时入住，本次比赛在

各个住宿酒店分别设立报到点。请各代表队前往酒店报到即可。抵达报到酒

店后通过组委会驻酒店工作人员办理入住手续。 

报到程序：核实各参赛单位实际报到人数→确定实际缴费人数→确定领

队、教练员→确认开据发票的相关信息→领取有效证件、餐券→根据派驻单

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请所有裁判员到厦门日东花园酒店（杏林日东二路 288 号）办理入住手

续。 

提示：需要办理现场刷卡缴费的队伍（教练或领队）请到厦门蓝湾半岛酒店办理缴费手续。 

 

酒店联络人信息表 

酒店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总负责人 林继宏 13606935693 

厦门日东花园酒店 叶 芳 15105962212 

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 林 彬 18030036520 

厦门蓝湾半岛酒店 林继宏 13606935693 

厦门晶邦大酒店 姚煜斌 1355925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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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报到酒店安排如下： 

厦门日东花园酒店 

地址：杏林日东二路 288号 

序号 单位名称 

1 北京一零一中学实验学校 

2 北京一零一中学 

3 哈尔滨体育学院 

4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5 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6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7 深圳市光明区楼村小学 

8 长沙市第一中学 

9 宁波市体操协会 

10 腾飞青少年健美操俱乐部 

11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外国语学校 

 

 

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 

地址：杏林杏东路 69 号 

序号 单位名称 

1 辽宁省青少年竞技健美操培训基地 

2 广州体育学院 

3 临汾三中 

4 山西省运城中学 

5 山西师大实验中学 

6 山西省长治市体育运动学校 

7 重庆周舸文化艺术培训 

8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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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淄博高新区实验中学 

10 大连市第二十五中学 

11 廊坊市第七中学 

12 西安体育学院 

13 北京化工大学 

14 华中师范大学 

15 厦门大学 

16 张家口东方中学 

17 首都体育学院 

18 北京市八一学校 

19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20 大连金普新区业余体育学校 

21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22 长安大学 

23 北京大学 

24 南京壹叁零体育艺术进修学校 

25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 

26 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 

27 中国通信体育协会山东队 

28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29 华东师范大学 

30 同济大学 

31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梅小学 

32 枣庄市市中区少年儿童竞技体育学校 

33 中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4 天津知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5 天津工业大学 

36 浙江省衢州市第二中学 

37 浙江省衢州市第一中学 

38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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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浙江省衢州市莲花镇中心小学 

40 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41 衢州新世纪学校 

42 衢州第三中学 

43 辽宁省实验中学 

44 辽宁省实验中学分校 

45 江西师范大学 

 

厦门蓝湾半岛酒店 

地址：杏前路 22号之一 

序号 单位名称 

1 大连奥扬体育培训学校 

2 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 

3 北京市十一学校 

4 广州市龙腾体育培训中心 

5 杭州西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6 山东新泰一中 

7 杭师大东城中学 

8 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 

9 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中学 

10 青岛赛运健美操俱乐部 

11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12 长沙市实验中学 

13 山东师范大学 

14 上海市吴泾中学 

15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16 武汉体育学院 

17 青岛大学 

18 山西省侯马市第一中学校 

19 上海市延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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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21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海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22 杭州美育启点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3 瑞安市辛巴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24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晶邦大酒店 

地址：杏林北二路 22 号 

序号 单位名称 

1 深圳市高级中学 

2 唐山八中 

3 大连市第十一中学 

4 大连市西岗区爱梦想体育培训学校 

5 保定市文静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6 河北衡水中学 

7 清华大学 

8 淄博十七中 

9 淄博中学 

10 淄博奕博健美操 

11 大庆市第四中学 

12 杭州师范大学 

13 三河市第二中学 

14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小 

15 宜春学院 

16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1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8 宝安中学（集团） 

19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一小学 

20 深圳市松岗中学 

21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2018“建行杯”全国健美操冠军赛赛事指南 

 15 

 

 

五、餐饮安排 

本次比赛参赛证件和餐劵将是有效的用餐凭证，不配戴证件或没有餐

劵者谢绝用餐。具体用餐时间安排如下，请各队参赛人员严格按照下列规

定时间段用餐。 

早餐 ：06:30 —09:00  

中餐 ：11:30 —14:00  

晚餐 ：17:00 —19:30  

证件遗失与购买餐劵者请到组委会会务组办理手续。  

22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23 长沙市长郡中学 

24 首都师范大学 

25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6 台州学院 

27 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 

28 天津体育学院 

29 保定七中 

30 河北科技学院 

31 湖南省地质中学 

32 张家口市宣化第一中学 

33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34 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35 东莞市塘厦镇中心小学 

36 平冈中学 

37 中国药科大学 

38 天津科技大学 

39 张家界市第一中学 

40 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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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方向会 

技术方向会地点：厦门理工学院信息中心报告厅 

技术方向会时间：11 月 10日 15:30—17:00  

请各代表队领队、教练员按时参加。 

友情提示：赛前 90 分钟发车，报到后请各自领取班次安排时间表；为保障所有参赛人员

用车及安全，赛事期间乘车需出示相关比赛证件乘车，没有证件一律不准乘车，请各运动队

认真执行。 

 

七、其他 

本次比赛如有代表队接站或送站服务需求可以联系:厦门奇骏旅游运

输有限公司（大巴），蔡春生  13859925008；厦门盛智诚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小车），李德智  13799848186，用车费用请与公司自行结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