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丰香港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
赛事信息
基本信息
日期

2018/5/11(周五)-5/13(周日)

报名截至

北京时间
2018/4/18, 中午 12:00pm

球场

香港高尔夫球场，香港（Old Course）
地址：Lot No. 1 Fan Kam Road, Sheung Shui,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香港新界上水粉錦公路地段
1 號)
电话：(852)2670-1211
网址: www.hkladiesopen.com
@efghongkongladiesopen
#efghongkongladiesopen

参赛费

￥400RMB

报到

赛事办公室：会所二楼
报到时间：
5 月 9 日 15:00 之前报到

阵容

120 人

奖金

USD150,000 美元

税金
特别注意

联系方
式

比赛形
式

赛事总监：冯力源 Chrisfeng@clpga.org
球员服务：徐思雨 Info@clpga.org
赛事秘书：徐思雨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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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杆 16 杆(88
杆)，则将直接取消参赛资格。

依香港当地税法，扣除奖金的 15%
作为税金。
*手机仅限在球员休息区使用，其他区域严禁使用。
*大陆球员赴港：请自行办理港澳通行证和签注。
日程安排

5/7(一) - 5/8(二)

官方练习轮（从 1 号发球台，7:00-19:00）
报到（7:00-15:00）

5/9 (三)

6:30-配对赛球员报到/早餐
8:00-Shotgun 同时发球
13:00-午餐/配对赛颁奖
14:30-记者会
13:30(预计)-19:00 练习轮（从 1 号发球台）

5/10（四）

官方练习轮（从 1 号发球台，7:00-19:00）

5/11(五)

第一轮（预计开球时间 6:50）

5/12(六)

第二轮（预计开球时间 6:50）

5/13(日)

决赛轮预计开球时间 7:30，预计结束时间：16:30
16:30 颁奖仪式（练习果岭）

*所有球员需提交护照复印件至球会前台，球会前台可以复印。

职业-业余配对赛（30 组），所有配对
赛球员必须出席 13:00 举行的午餐和
记者会。（高尔夫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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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球童服务
官方
练习轮
练习场
开放时间

球童&练习
赛事周期间雇用球场球童的打球费用为 500 港币/18 洞（含小费），请至出发台约见球童，每轮结束后
直接支付现金至球童本人即可。自带球童不收取任何费用。
球场球童预定截止时间：4 月 27 日
球员需至老球场 1 号洞旁边出发亭预约当天练习时间（先到先预约）。
球场提供免费练习球。
练习设施开放时间 6:30-19:00（练习日和配对赛），5:30-19:00（正赛）.
练习推杆果岭分别位于 1 号洞发球台旁和 18 洞果岭旁。
官方活动

5 月 9 日（三）

午宴和配对赛颁奖仪式

地点：会所露台 Verandah
时间：配对赛结束后，13:00

着装：高尔夫着装即可

出席球员：配对赛球员请务必出席，同时诚邀所有球员出席。
5 月 9 日（三）

记者会

地点：球员休息区
时间：配对赛午宴后，14:30

着装：高尔夫着装

出席球员：邀请指定球员出席（待定）
5 月 11 日（日）

颁奖仪式

地点：练习果岭
时间：16:30(预计)

着装：高尔夫着装

出席球员：冠军、亚军、季军、最佳业余球员、一杆进洞奖，最佳香港球员奖
球员服务
球会将于休息室免费提供餐饮膳食给赛事球员。进入休息室时必须出示大会证件。以下是提供
餐饮的时间表，如在时间表以外需要餐饮服务的话，可到球会餐厅及使用预附卡支付餐饮费用。

用餐

码数本
存包处/行李
更衣室
医疗/理疗师

本次比赛专用码数本可在赛事办公室购买，绘制人俞顽峰先生，150 港币/本。
专卖店（Pro-shop）售卖球场自有码数本，120 港币/本。
如有行李可存放在出发台的行李室。请留意行李不可以存放在会所内或更衣室内。
可至球会前台领取更衣柜钥匙，并交纳 100 港币押金，钥匙由球员自行保管，比赛结束时归
还并退还押金。
本次比赛不设理疗师/医生。球会对面有一所医院。
交通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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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和接机

#推荐机场# 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HKG）
接机安排：本次比赛不设组委会接机。
机场至球会或酒店车程 40 分钟，出租车约 300 港币。
可直接登录网站预订（鼠标右键打开如下超链接，内含本次比赛优惠价格代码）：
点击如下链接（房间无早）

Book your group rate for HK Ladies Open 2018 (Room only)
点击如下链接（房间含早）
官方酒店

官方酒店-球场

Book your group rate for HK Ladies Open 2018 (Room with breakfast)

预定截止日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
官方酒店名称:香港沙田万怡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Hong Kong Sha Tin)
地址：香港沙田安平街 1 号（1 On Pi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电话：+852 3940 8888
设有球场和官方酒店穿梭巴士（车程约 30-45 分钟），详见现场公告栏。
其他信息

其他

*酒店周围有提款机。球会附近（30 分钟步行/5 分钟车程）有购物广场和火车站
*球员及自带球童需每日携带通行证以便安保人员检查。
*球员在会所内的消费不接受现金，需先至前台购买消费卡。专卖店和场内中途停（9 洞/13 洞）
接收现金消费。
*公告栏：所有信息将在公告栏张贴，公告栏分别位于官方酒店大堂和赛事办公室附近。
*球具工坊：球具工坊位于练习场旁边，球员可自费前往。
*洗手间：女更衣室和出发台设有洗手间，场内 5 号洞和 16 号洞发球台设有移动洗手间。
感谢信
请将您对赞助商的感谢发至

[organizer & sponsor] 主辦及贊助
Mr. Arnold Wong 黃子超先生
Captain of Hong Kong Club 香港哥爾夫球會會長
Email: arnold4@gmail.com
[title sponsor] 冠名贊助
Mr. Albert Chiu 趙善銓先生
Head of Asia Region of EFG International 亞太區行政總裁
Email: albert.chiu@efgbank.com
[operator] 營運
Mr. Ian Gardner 高德禮先生
General Manager of Hong Kong Golf Club 香港哥爾夫球會總經理
Email: ian@hkgolfclu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