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事信息
基本信息
日期
报名截至

2017/4/20(周四)-4/22(周六)
北京时间
2017/4/5, 中午 12:00

球场

双山高尔夫俱乐部，张家港，江苏省
地址: 中国江苏张家港双山岛
邮编：215600
电话：86- 512-58301777 –会所
电话：86- 512-58303030 –酒店预定

￥400RMB
参赛费

重要：巡回赛注册球员需在参赛名单公布
后 72 小时内登录女子中巡官方网站个人
账户网上支付参赛费。逾期缴纳者将支付
额外人民币 100 元的滞纳金。

报到

赛事办公室：八角亭（会所入口）
报到时间：
4/17(一)-4/19(三) 0800-1600

阵容

120 人

奖金

￥500,000 人民币

税金

20%

联系方
式

比赛形
式

赛事总监：冯力源 Chrisfeng@clpga.org
球员服务：张晓维 Member@clpga.org
赛事秘书：李雅琪 Tour@clpga.org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
(86)10-67158937
www.clpga.org

三轮（54 洞）个人比杆赛。所有晋级的职业球员都将
获得奖金。在前两轮中成绩排列前 50 位（含并列）的
职业球员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的比赛。
*选手第一轮单轮成绩达到或超过 88 杆，则将直接取
消参赛资格。

日程安排
4/17(一) - 4/19(三)

4/18 (二)

官方练习轮（周二配对赛练习时间有限，详见公告栏）

官方职业-业余配对赛
预计 30 组

请球员留意自己的行程安排，报名截止后会立刻公布配对赛
名单,名单中的球员有义务参加配对赛。请所有配对赛球员上身
着白色 T 恤，下身着粉色裙装，配合赛事主题“十里桃花，粉红双
山”。

4/20(四) – 4/22(六)

正式比赛 3 轮

预计结束时间：15:00
球童&练习

球童服务

整个赛事周期间，球员必须使用球童；
赛事周期间雇用球场球童的打球费用为 RMB300 元/18 洞（200 元/9 洞），球童小费务必支付最少 100
元/轮。自带球童不收取任何费用。
4/17(一)
9:00-15:00 仅限 1#TEE 单边开球 (最多 3 人组，在赛事办公室预约)

官方
练习轮

4/18（二）配对赛练习时间有限，练习安排待定
7:30 开始，1 号洞开球，最多两人组，不用预约。7:30-9:00,10 号洞开球，最多两人组，用不用预约。
由于配对赛，所有球员必须于 12:00 前离场。
4/19(三)
7:30-8:45 1&10#TEE 双边开球 (最多 2 人组，不用预约，10#TEE 开球仅限 9 洞，继续练习需重新预约)
9:00-15:00 仅限 1#TEE 单边开球 (最多 3 人组，在赛事办公室预约)

*练习轮期间，球员不得使用球车练习
练习场
开放时间

4/17(一)~4/19(三): 6:30 – 18:30
4/20(四)~4/21(五): 5:40 – 18:30
4/22(六)：5:40 – 最后一组开球
官方活动

4 月 18 日（二）

地点：官方酒店（三楼）
时间：18:00（预计）

欢迎晚宴

着装：类别 2 鸡尾酒会及晚宴
注：为配合赛事主题，晚宴着装搭
配请融合粉红（或桃花）的元素

出席球员：所有参赛球员必须出席

4 月 22 日（六）

地点：18#果岭
时间：14:45(预计)

颁奖仪式

着装：高尔夫着装

出席球员：冠军，最佳业余，最上镜奖 3 位球员必须参加颁奖仪式
球员服务
用餐

球员餐厅/休息区： 会所餐厅
午餐（会所）：球员及嘉宾优惠价格￥70 元/餐
晚餐（酒店）：球员及嘉宾优惠价格￥70 元/餐

码数本

本次比赛的码数本制作者是俞顽峰先生，每本码数本费用为 RMB100 元。可在赛事办公室以现
金方式购得。

存包处

球场内可以寄存球包。

更衣室

整个赛事周期间男女更衣室对调，球员将拥有固定的更衣柜。

医疗/理疗师

医生驻场时间待定，详见赛事公告栏。
本次比赛不设理疗师。
交通及住宿
#推荐机场#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无锡机场）- 距离双山岛 70 公里，驾车 70 分钟。
#其他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 距离双山岛 170 公里，驾车 150 分钟。（可先做城际大巴抵达
张家港市区）
备注：球场在张家港市双山岛（岛上），抵达张家港市后需在张家港双山客运码头坐船前往双山
岛。码头营业时间为 7:40am 到 21:00pm，其余时间如有船渡需求请提前发送邮件至
member@clpga.org。

机场和接机

接机安排：
4 月 16 日（周日）和 4 月 17 日（周一）以下两个地点安排接机：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无锡机场）：12:00pm 发车，16:00pm 发车，20:00pm 发车（集合
点：无锡苏南硕放机场国际到达口）



飞往上海虹桥和上海浦东的球员，可乘坐城际巴士前往“张家港市区终点站-江州饭店”，该接驳点至双
山岛车程 50 公里约 30 分钟。组委会于 4 月 16 日和 4 月 17 日下午设有接机，18:00pm 发车。

上海浦东机场-张家港城际巴士江州饭店（票价 122 元，车程 3 小时 30 分钟，参考时间如下请以
实际发车时间为准）：11:40 12:50 14:40 15:40 17:40 20:10
上海长途汽车虹桥站（西站）-张家港城际巴士江州饭店（票价 84 元，车程 2 小时，参考时间如

下请以实际发车时间为准）：
8:41 9:51 10:51 11:51 12:56 14:00 15:03 15:56 16:51 18:01 19:01 20:16 21:06 21:45
（上海长途汽车虹桥站位于虹桥枢纽 B1 楼西侧，虹桥火车站旁，飞往上海虹桥的球员抵达后可
前往 B1 层步行约 20 分钟抵达乘车点）
预定接机：
需要接机的球员请发送航班信息（姓名，日期，航班号，机场，嘉宾，电话）至张晓维
member@clpga.org, 预定截止时间 4 月 12 日。

官方酒店

双山高尔夫酒店（酒店在球场内）
房间类型: 大床房/双床房-人民币 350 元/晚
早餐: 最多含 2 份早餐
预定邮箱：973686245@qq.com 电话预定 86-512-58303030。
请下载订房表并传至酒店预定邮箱，也可通过电话预定。预定截至时间：4 月 15 日。

取消或变更预定需至少提前 3 天告知酒店，否则将收取一晚房费。
官方酒店-球场

酒店位于球场内，无穿梭巴士
其他信息

其他

*球会和酒店内没有提款机
*球员及自带球童需每日携带通行证以便安保人员检查。
感谢信
请将您对赞助商的感谢发至
member@clpg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