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
江 苏 省 旅 游 协 会
关于开展“致敬 100，星耀之路”庆祝建党
百年红色行进挑战赛江苏站活动的通知

各市财贸轻纺工会（产业工会办公室）,各市旅游协会,省旅游

协会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隆重庆祝党的百

年华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不忘初心，传承红色

基因，激励和动员广大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不懈奋斗，推进全省财贸金融轻纺及旅游行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和江苏省旅游协会决定，配合由北京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 “致敬 100，星耀之路”建

党百年全国系列红色行进挑战赛，在全省相关行业开展江苏分

站赛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江苏省旅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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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办单位

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参与对象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工会会员

四、活动地点及时间

本次活动在省内三个地区举办，地点和时间信息如下：

南京：5 月 16 日-10 月 31 日雨花台烈士陵园

苏州：5 月 24 日-10 月 31 日张家港双山岛渡江胜利公园

徐州：7 月 02 日-10 月 31 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

五、活动形式

参赛者使用小程序，在约 5 公里的赛道上依次抵达 5 个打

卡点打卡并回答 10 道党史题目，答题正确即可成功摘星。到达

终点后，以完赛时间和所获得星标数量，进行综合排名，以决

出比赛成绩。（具体赛事流程等细则见附件方案）

六、参加办法

各单位党组织（工会组织）自愿报名,自愿选择时间、地点

组队。组队人数根据各单位情况自愿确定，对于报名人数较多

的单位可与承办方协商，进行专场活动。

七、活动经费

活动费用由各参加单位自理，具体费用详见附件。

各单位要认真遵守有关财务制度，切实加强对参加本项活

动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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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承办方：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联系人为：

南京赛区：闵祎 15295513336 邮箱 y.min@jscyts.com

苏州赛区：刘霆 13906207887 邮箱 t.liu@jscyts.com

徐州赛区：王慧娟 13913832376 邮箱 48284130@qq.com

附件一：南京赛区活动方案

附件二：苏州赛区活动方案

附件三：徐州赛区活动方案

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 江苏省旅游协会

二Ｏ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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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京赛区活动方案

庆祝建党百年红色行进挑战赛

南京赛区活动方案

一、举办意义：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一次再一次胜

利。让我们以初心重温这惊天动地的辉煌之路。加入这意义非凡的竞赛，

精诚团结，身体力行，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为伟大的党庆生。致敬 100

不仅是党，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鞭策我们全力向前。

二、赛事组织方：

主办方：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江苏省旅游协会

承办方：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赛事地点和时间：

活动地点：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活动时间：2021 年 5月 16 日-10 月 31 日

四、参与对象：

全省相关行业单位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工会会员。

五、赛事方式：

1．参赛规则

①参赛者分组出发后，按照【路线地图】的指引前行 5 公里

②沿途找到 5 个打卡地标点，使用手机定位打卡

参赛者手机开启蜂窝移动数据功能并打开微信 APP 后，持手机接近

打卡地标（有效距离不超过 50米），即可激活系统设定的坐标判定围栏，

触发参赛界面的地标状态变更（由未打卡变为已打卡）。在参赛程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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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处于已打卡状态的地标，即可开始答题。

③每个地标点打卡后，在线作答 2 道党史题，5个地标点总计 10道

党史题所有题目均为单选，每题仅有一次作答机会。

④个人完成全部地标打卡并完成答题后，线上生成完赛证书。证书

上将展示个人完赛得分、个人姓名、所属单位和分组名称。

2.计分评奖流程规则

①参赛者个人得分计算：

个人得分 =（星星点亮颗数/星星总数）×80 + （完赛时间对应分

值）×20

②完赛时间对应分值计算：

少于 60分钟 = 1；60 分钟→90 分钟 = 0.75；90 分钟以上 = 0.5

③小组得分计算：

小组得分 = 组内所有参赛者得分综合 ÷ 组内参赛者人数

④评奖方案：

个人冠亚季军：得分 100 分的参赛者里，完赛时间最短的 3 位选手；

小组冠亚季军：小组得分最高的 3 个。

六、赛事场次安排：

考虑人员聚集性压力和疫情防控要求，单一场次的参赛人数最多不

超过 70人，每场次间隔 5-10 分钟出发，每个比赛日场次不超过 12场。

单位单日报名人数超过 500 人，可安排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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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及参赛流程：

赛前至少 7日 活动报名→ *单位客户签署服务协议，支付参赛报名费用，预留名额。

赛前至少 3日 赛前准备→

*提供人员信息名单购买保险，参赛者通过线上端口填写个

人信息，完成身份认证。

*承办方提前发放【参赛装备包】

赛前 40 分钟 签到拍照→
*开赛当日，参赛者于指定时间集合，完成签到。

*在主题背景板前拍摄「建党百年集体照」留下精彩瞬间。

赛前 15 分钟 分组热身→
*按赛前确定的分组，进行破冰活动。

*分组运动热身，为开赛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正式开始 正式开赛→
*全程预计 60-90 分钟/组。

*不设最晚关门时间。

全组完赛后 完赛计分→
*按个人打卡点答题摘星数和完赛时间，综合统计得分。

*前往完赛点打卡拍照，生成电子完赛证书，刷爆朋友圈。

更多精彩活动 延伸活动→
*可在当日定制、安排更多精彩党建主题团建活动。

*并可根据团队需求，安排用餐、指定地点大巴接送等服务。

完赛后一周 证书发放→ *递送精美印刷的集体照和纸质完赛纪念证书。

八、参赛费用：

穿越赛日期 标准价（基础装备包） 费用包含

工作日场次 188 元/人 基础装备包（比赛 T 恤、健走

腰包、活动手环）、小程序使用、

赛事服务、人身意外保险
周末场次 198 元/人

单位采购≥500 人，标准价-20 元/人；

单位采购≥800 人，标准价-30 元/人；

额外增值服务、赛事配套服务、企业个性化定制服务（包括企业 logo

标识等）的费用另行收取。

九、费用说明：

1.如因参赛者居住地或活动举办地疫情风险等级提升，影响参赛者

参赛，可免费全额退款；

2.如因政府管控、疫情传播、极端天气等外界不可抗因素，导致活

动取消，客户可免费全额退款；

3.参赛者在线上完成信息激活后，参赛名额原则上不可转让；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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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名额引发的安全风险需自负；

4.签约付费后，因客户单位单方面原因，整体取消参赛，承办方按

一下比例收取取消费用：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收取 3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

而定）；

*距比赛日 7-13 天，收取 6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而

定）；

*距比赛日 1-6 天，收取 85%取消费用且不可改期；

*比赛当日，不可退款，不可改期。

5.签约付费后，单位客户如约参赛，但实际确认参赛的人数少于已

采购名额，参照以下政策办理：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2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

后，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7-13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1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1-6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5%，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比赛当日，所有已采购的参赛名额不可取消。

十、赛事相关保障：

1.医护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一个医疗救护站，负责处理活动参与人

员的紧急医疗救护。

2.补给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两个途中补给站，由承办方提供饮用水

等补给物资。

3.安全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专门安保团队以维持现场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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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洁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保洁团队，对因赛事产生的垃圾进

行清洁作业。

十一、南京赛区活动联系人

闵祎 15295513336 y.min@jscyts.com

赛事场景展示：

1.地标形象：

2.赛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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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程序系统

4.赛道设置（雨花台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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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苏州赛区活动方案

庆祝建党百年红色行进挑战赛

苏州赛区活动方案

一、举办意义;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一次再一次胜

利。让我们以初心重温这惊天动地的辉煌之路。加入这意义非凡的竞赛，

精诚团结，身体力行，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为伟大的党庆生。致敬 100

不仅是党，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鞭策我们全力向前。

二、赛事组织方：

主办方：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江苏省旅游协会

承办方：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赛事地点和时间：

活动地点：张家港双山岛渡江胜利公园

活动时间：2021 年 5月 24 日-10 月 31 日

四、参与对象：

全省相关行业单位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工会会员。

五、赛事方式：

1．参赛规则

①参赛者分组出发后，按照【路线地图】的指引前行约 5 公里；

②沿途找到 5 个打卡地标点，使用手机定位打卡参赛者手机开启蜂

窝移动数据功能并打开微信 APP 后，持手机接近打卡地标（有效距离不

超过 50 米），即可激活系统设定的坐标判定围栏，触发参赛界面的地标

状态变更（由未打卡变为已打卡）。在参赛程序界面点击处于已打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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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标，即可开始答题。

③每个地标点打卡后，在线作答 2 道党史题，5个地标点总计 10道

党史题

所有题目均为单选，每题仅有一次作答机会。

④个人完成全部地标打卡并完成答题后，线上生成完赛证书。证书

上将展示个人完赛得分、个人姓名、所属单位和分组名称。

2.计分评奖流程规则

①参赛者个人得分计算：

个人得分 =（星星点亮颗数/星星总数）×80 + （完赛时间对应分

值）×20

②完赛时间对应分值计算：

少于 60分钟 = 1；60 分钟→90 分钟 = 0.75；90 分钟以上 = 0.5

③小组得分计算：

小组得分 = 组内所有参赛者得分综合 ÷ 组内参赛者人数

④评奖方案：

个人冠亚季军：得分 100 分的参赛者里，完赛时间最短的 3 位选手；

小组冠亚季军：小组得分最高的 3 个。

六、赛事场次安排：

考虑人员聚集性压力和疫情防控要求，单一场次的参赛人数最多不

超过 70人，每场次间隔 5-10 分钟出发，每个比赛日场次不超过 12场。

单位单日报名人数超过 500 人，可安排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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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及参赛流程：

赛前至少 7日 活动报名→ *单位客户签署服务协议，支付参赛报名费用，预留名额。

赛前至少 3日 赛前准备→

*提供人员信息名单购买保险，参赛者通过线上端口填写个

人信息，完成身份认证。

*承办方提前发放【参赛装备包】

赛前 30 分钟 签到拍照→
*开赛当日，参赛者于指定时间集合，完成签到。

*在主题背景板前拍摄「建党百年集体照」留下精彩瞬间。

赛前 15 分钟 分组热身→
*按赛前确定的分组，进行破冰活动。

*分组运动热身，为开赛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正式开始 正式开赛→
*全程预计 60-90 分钟/组。

*不设最晚关门时间。

全组完赛后 完赛计分→
*按个人打卡点答题摘星数和完赛时间，综合统计得分。

*前往完赛点打卡拍照，生成电子完赛证书，刷爆朋友圈。

更多精彩活动 延伸活动→
*可在当日定制、安排更多精彩党建主题团建活动。

*并可根据团队需求，安排用餐、指定地点大巴接送等服务。

完赛后一周 证书发放→ *递送精美印刷的集体照和纸质完赛纪念证书。

八、参赛费用：

穿越赛日期 标准价（基础装备包） 费用包含

工作日场次 188 元/人 基础装备包（比赛 T 恤、健走

腰包、活动手环）、小程序使用、

赛事服务、人身意外保险
周末场次 198 元/人

单位采购≥500 人，标准价-20 元/人；

单位采购≥800 人，标准价-30 元/人；

额外增值服务、赛事配套服务、企业个性化定制服务（包括企业 logo

标识等）的费用另行收取。

九、赛事相关保障：

医护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一个医疗救护站，负责处理活动参与人员

的紧急医疗救护。

补给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两个途中补给站，由承办方提供饮用水等

补给物资。

安全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专门安保团队以维持现场次序。

清洁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保洁团队，对因赛事产生的垃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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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作业。

十、费用说明：

1.如因参赛者居住地或活动举办地疫情风险等级提升，影响参赛者

参赛，可免费全额退款；

2.如因政府管控、疫情传播、极端天气等外界不可抗因素，导致活

动取消，客户可免费全额退款；

3.参赛者在线上完成信息激活后，参赛名额原则上不可转让；私下

转让名额引发的安全风险需自负；

4.签约付费后，因客户单位单方面原因，整体取消参赛，承办方按

一下比例收取取消费用：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收取 3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

而定）；

*距比赛日 7-13 天，收取 6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而

定）；

*距比赛日 1-6 天，收取 85%取消费用且不可改期；

*比赛当日，不可退款，不可改期。

5.签约付费后，单位客户如约参赛，但实际确认参赛的人数少于已

采购名额，参照以下政策办理：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2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

后，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7-13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1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1-6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5%，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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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当日，所有已采购的参赛名额不可取消。

十一、苏州赛区联系人：

刘霆 13906207887 t.liu@jscyts.com

赛事场景展示：

1地标形象：

2赛道设施

3小程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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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赛道设置（双山岛渡江胜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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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徐州赛区活动方案

庆祝建党百年红色行进挑战赛

徐州赛区活动方案

一、活动意义;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一次再一次胜

利。让我们以初心重温这惊天动地的辉煌之路。加入这意义非凡的竞赛，

精诚团结，身体力行，与战友们并肩战斗，为伟大的党庆生。致敬 100

不仅是党，更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鞭策我们全力向前。

二、赛事组织方：

主办方：江苏省财贸轻纺工会、江苏省旅游协会

承办方：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赛事地点和时间：

活动地点：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

活动时间：2021 年 7月 2日-10 月 31 日

四、参与对象：

全省相关行业单位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工会会员。

五、赛事方式：

1．参赛规则

①参赛者分组出发后，按照【路线地图】的指引前行约 5 公里；

②沿途找到 5 个打卡地标点，使用手机定位打卡参赛者手机开启蜂

窝移动数据功能并打开微信 APP 后，持手机接近打卡地标（有效距离不

超过 50 米），即可激活系统设定的坐标判定围栏，触发参赛界面的地标

状态变更（由未打卡变为已打卡）。在参赛程序界面点击处于已打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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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标，即可开始答题。

③每个地标点打卡后，在线作答 2 道党史题，5个地标点总计 10道

党史题

所有题目均为单选，每题仅有一次作答机会。

④个人完成全部地标打卡并完成答题后，线上生成完赛证书。证书

上将展示个人完赛得分、个人姓名、所属单位和分组名称。

2.计分评奖流程规则

①参赛者个人得分计算：

个人得分 =（星星点亮颗数/星星总数）×80 + （完赛时间对应分

值）×20

②完赛时间对应分值计算：

少于 60分钟 = 1；60 分钟→90 分钟 = 0.75；90 分钟以上 = 0.5

③小组得分计算：

小组得分 = 组内所有参赛者得分综合 ÷ 组内参赛者人数

④评奖方案：

个人冠亚季军：得分 100 分的参赛者里，完赛时间最短的 3 位选手；

小组冠亚季军：小组得分最高的 3 个。

六、赛事场次安排：

考虑人员聚集性压力和疫情防控要求，单一场次的参赛人数最多不

超过 70人，每场次间隔 5-10 分钟出发，每个比赛日场次不超过 12场。

单位单日报名人数超过 500 人，可安排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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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及参赛流程：

赛前至少 7日 活动报名→ *单位客户签署服务协议，支付参赛报名费用，预留名额。

赛前至少 3日 赛前准备→

*提供人员信息名单购买保险，参赛者通过线上端口填写个

人信息，完成身份认证。

*承办方提前发放【参赛装备包】

赛前 30 分钟 签到拍照→
*开赛当日，参赛者于指定时间集合，完成签到。

*在主题背景板前拍摄「建党百年集体照」留下精彩瞬间。

赛前 15 分钟 分组热身→
*按赛前确定的分组，进行破冰活动。

*分组运动热身，为开赛做好身体上的准备。

正式开始 正式开赛→
*全程预计 60-90 分钟/组。

*不设最晚关门时间。

全组完赛后 完赛计分→
*按个人打卡点答题摘星数和完赛时间，综合统计得分。

*前往完赛点打卡拍照，生成电子完赛证书，刷爆朋友圈。

更多精彩活动 延伸活动→
*可在当日定制、安排更多精彩党建主题团建活动。

*并可根据团队需求，安排用餐、指定地点大巴接送等服务。

完赛后一周 证书发放→ *递送精美印刷的集体照和纸质完赛纪念证书。

八、参赛费用：

穿越赛日期 标准价（基础装备包） 费用包含

工作日场次 188 元/人 基础装备包（比赛 T 恤、健走

腰包、活动手环）、小程序使用、

赛事服务、人身意外保险
周末场次 198 元/人

单位采购≥500 人，标准价-20 元/人；

单位采购≥800 人，标准价-30 元/人；

额外增值服务、赛事配套服务、企业个性化定制服务（包括企业 logo

标识等）的费用另行收取。

九、赛事相关保障：

医护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一个医疗救护站，负责处理活动参与人员

的紧急医疗救护；

补给保障，赛事期间设立两个途中补给站，由承办方提供饮用水等

补给物资；

安全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专门安保团队以维持现场次序；

清洁保障，赛事活动期间设立保洁团队，对因赛事产生的垃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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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作业。

十、费用说明：

1.如因参赛者居住地或活动举办地疫情风险等级提升，影响参赛者

参赛，可免费全额退款；

2.如因政府管控、疫情传播、极端天气等外界不可抗因素，导致活

动取消，客户可免费全额退款；

3.参赛者在线上完成信息激活后，参赛名额原则上不可转让；私下

转让名额引发的安全风险需自负；

4.签约付费后，因客户单位单方面原因，整体取消参赛，承办方按

一下比例收取取消费用：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收取 3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

而定）；

*距比赛日 7-13 天，收取 65%取消费用或免费改期（视余位情况而

定）；

*距比赛日 1-6 天，收取 85%取消费用且不可改期；

*比赛当日，不可退款，不可改期。

5.签约付费后，单位客户如约参赛，但实际确认参赛的人数少于已

采购名额，参照以下政策办理：

*距比赛日 14 天以上，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2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

后，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7-13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10%，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距比赛日 1-6 天，已采购参赛名额的 5%，经承办方书面确认后，

可申请免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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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当日，所有已采购的参赛名额不可取消。

十一、徐州赛区联系人：

王慧娟 13913832376 48284130@qq.com

赛事场景展示：

1地标形象：

2赛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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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程序系统

4赛道设置（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