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健 身 气 功 协 会

CHINESE HEALTH QIGONG ASSOCIATION
THE1sT sOUTⅡ EUROPE HEALTH QIGONG FORUM

ANNOUNCEMENT
I。

DATE
Forum∶ odobcr12曲 to10m,2018。
RegistraJon∶ Aftcrnoon OGtobcr12th
Bcgin ofthe FOrurn∶

October13th,2018

Dcpa1ure∶ OGtobcr16th,2018
Ⅱ。PLACE
BoIogna,【 taly

oRGANIzER
CHQA— Chinese

IⅡ 。

Hcalth Qigong AssOciation

HOsT

n亏

IHQA— ITALY HEALTH QIGONG ASSOCIATION

V PROGRAM AND SCHEDULE
DATE
Friday

oGtober12

LOCATION

CONTENTs

Bologna

From14∶ 00Registration Bologna

south Europe HeaIth Qigong Forum
Saturday

october13

300pening CcremOny
09∶ 30-12∶ 00scientifc symposium
09∶ 00-09∶

14∶

00-17∶ 00Training and seΠ

19∶

00-21∶ 00Duan

Q9∶ 00△

sunday
octobcr14

MOnday
october15

october16

Da Wu

TcchniGal ex翮 匝nation(DLlal11to4)

00Training and Seminar∶

Da Wu

00 Hcalth Qig0ng PcrformanGc Show in Piazza
Maggiore o CJiardini Margher⒒ a,Bo1ogna
18∶ 00Duan TheOγ Test(Duan4)
15∶ 00-16∶

9∶

00-12∶ 00and14∶ 00-17∶ 00Training and seΠ

17∶ 00-18∶
19∶

Tuesday

2∶

1inar∶

BOlOgna

1inar∶

I冫

Bo1ogna

iu ZiJuc

00clOsing Gcrcmony

BoIogna

00Banquct of Forum

Departurc Ior your destination

邮 编 :10OO61
地 址 :北 京市崇文 区天坛东 里 中区 甲 14号
电话 :86-10-67051569传 真 :86-10-67050720
E-mml:chqa@说 p△ 63。 COm

Bo1ogna

VI。

ENROLLⅣ ΙENT

1. scΠ 1inar partiGipants should be profcssional EurOpcan Health Qigong prac⒒ joncrs
recommended by their organiza伍

on.CHQA wiⅡ

Cxamine tllc qualiflcations,

2.Seminar pa⒒ icipants enrOll tllemselfby sending an email to tllc IHQA for rcgi“
tlle fee is p蔚 d,tllc re臼 stration is donc atthe IHQA。

palticipants shall livc in the recoΠ

Ⅱnended

ration。

Itis strongly rccommended tllat aⅡ

hotcl during thc scΠ

1inar。

Whcn

Seminar

(tight tirne sGhcdule of the

training)。
Hotcl llallle∶

1)ADMlRAL PARK HoTEL米

米米米s

Ⅴ、
Ⅴ、
~1adΠ liralparkhote1.com
Wcbsite∶ 、
Hotel nanlc∶

2)FALCO D’ oRO HoTEL米

v、 ˇ
飞v.falCodoro。
Website∶ 、

米苄米

com

3.Thc Duan exaΠ 1ination is optiona1.Thc appliCants、 Ⅴill cnroll and pay onⅡ ne acGOrding to the
Duan Rcgul::l∶ 1:ion.

4.Health Qigong clOthcs and shoes are requircd during semina⒈
5.Thc purchase service of hcalth qigong rnatcrialβ

、
vill be provided.Plcasc indiGate at thc tirne

of registration。 It Gan’ t be prOvided aftcr thc regis-fation dcadline。

VII。

FEEs FOR PARTICIPANTs

1.Entγ 免e for south Europe Hcalth Qigong Forum∷

EURo20(卮 pcr

person。

2.BOard alld lodging fee∶

ADMIRAL PARK HoTEL米 *米 米 130Euro/per pe‘ oⅣper day
E⒋ LCO D’ oRo HOTEL来 米来来s.70Euro/pcr pcrsol△ /per day
s。

It includcs∶

(1)FOur overnight stays in dOub1c standard (single room plus 15 curo/per night) from
aiternoon of october12th tO the rnorning Of Octobcr16th
(2)Three mcals a day f1· Om thc dinner Odober12th to the lunch Octobcr1⒍ h

(3)BCver锬 乒s servicc during tlle seminar
(4)Symposium fec∶ InGlusive for Scminar palticipants。
3.Please notc that、 ve have only a Ii1nited numbcr of rooms avaⅡ able in the reserⅤ ation.Late

appliGants might be sugge“ ed to丘 nd other hote1s because the reserv狨 ion Of thc IHQA is
hΠ 1ited。

4. The pa11icipants

、
vⅡ l bc rcsponsible for the extra fccs should they havc Other speGial

aGcolll1nOdation nccds.

5.Banquet dinncrin thc cvening of October15th: 30EurO/pcr pcrson

VIII。

ACCREDIT町 IoN AND REGIsTRATION

1.PartiGipating orga匝 zation shall send讯 s Regi“ ration FOm of seminar partiGipant(s)tO IHQA
Ⅵ acm缸 l(ihq砣

016@gm缸 I.cOm)bCfo℃

31th OfJLlly2018。

2.Thc IHQA will cOnim the application by em缸 1hg the bⅢ for the scminar and thc IHQA
accOunt det西 ls.Qualiflcd applicants pay the seminar cntry庀 e ofEURo200C per pcrson alld

55%of BoⅣ d and Iodging fee(EURO302C for ADMIRAL PARK HOTEL**米 米s and EurO
1701or FALCO D’ ORo HOTEL米 米米米s)pcr peson to the IHQA within fIⅤ c days aitcr
rcceiving the emai1.

3.The IHQA will conflIm thc rcccption ofthc payment by cmaⅡ ing thc hotel rescⅣ ation details

ants pay 248 C for ADMIRAL
rFALCO D’ oRo HOTEL苄 米米米s(45o/o of BOard and lod匪

al,d the hotel aGcount detaⅡ s.Qualifled appl⒗

HOTEL苄 米米米s,and140C№

Ω⒋RK

ng fcΘ

per person.

4. ResignatiOn iom aGGepted rescⅣ ation is possiblc unti131th。 July2018、 Ⅴith a resignaJon
charge of10%Euro oftotal board and lodging fcc is tO be paid.

5.OnⅡ ne application for Duan Exanlination should bc flnished bcforc Septembcr13,2018。

6.The p⒊ ticipants are kindly requestcd GheGking-in and flnishing registration at seΠ

1inar hotcl

in the aRernoon until dinner Ofoctobcr12th,2018。

IX。 EXTRA

1[z~11TION
INFOR]|、 亻

1. The training language Of the scΠ linar is Chincsc。

ⅤⅡl be
Enghsh and Itahan translation 、

prOvided。

2. The organizer and host of the scminar Gannot aGcept any liabⅡ
i句

L1ries taking phce d1JJrhg tllc∞

min旺 Thcrcfore,⒒

ity for accidents, il1ness or

is advis奶 le for tlae pa⒒ icoants to makc

an insurancc pohGy for thcir traVcl and stay.

3.seΠ 1inar pa⒒ icipants arc rcquired to subΠ 1it Insurance DcGlaration bcfore registra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1.HOsTIHQA— ITALY HEALTH QIGONG AssoCIATION

X。

Te⒈

+39-3391527437XU Hao/3403315786Andrea/3332253539Alberto

Em蒯 :ihq泷 016@gm缸 com
1·

2.CHQA-Chinese Hca⒒ ll QigongASSOciation
ContaGt PcrsOn∶ HE Xin
Tel+fhx∶
Mail∶

0086-10-67052078

l-、

CHQA REsERVEs THE RIGHT FOR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NNOUNCEVtEN⒒
XI。

Appendix⒈

Rcgistr扯 ion foII"

Appendix2:Insurance Declaration

中 国 健 身 气 功 协 会

CHINESE HEALTH QIGONG ASSOCIATION

首届健身气功南欧论坛活动通知

日期
⒛ 18年 10月 13日 至 15日 (12日 报到 ,16日 离 会)
地点
意大利 博洛尼 亚
三 、主办单位
中国健身 气功协 会

(CHQA)

四、承 办单位
意大利健身 气功协会
五 、培训 内容和 日程
地点

活动 内容

日期

第一天
10丿 目 12

学 员报到 ,论 坛 筹各

博洛尼 亚 阿
德米拉 尔公
园酒 店

第 二天
10/日 13

⒐OO-9∶ 30培 训班开幕式
⒐3O-1⒉ OO健 身 气功南欧论坛
14∶ 0O-17∶ OO健 身气功 : 大舞培训
1⒐ 0O-21∶ OO段 位考试 (1叫 段 )技 术考试

博洛尼 亚 阿
德 米 拉 尔公
园酒 店

:lO0O⒍

挠俨
驷蔫“
量产
霪
罂:捏蓠褚轳com
E-r11ail:chqa(② vip。 163。

9:00-12:00 健身气功： 大舞培训
第三天
15:00-16:00 博洛尼亚主广场（Piazza
10 月 14 日 Maggiore）健身气功表演展示活动
19:00-21:00 段位考试（1-4 段） 理论考试
9:00-12:00 健身气功 六字诀 培训
第四天
14:00-17:00 健身气功 六字诀 培训
10 月 15 日 17:00-18:00 闭幕式兼颁证仪式
19:00 - 闭幕晚宴
第六天
离会
10 月 16 日

博洛尼亚阿
德米拉尔公
园酒店

博洛尼亚阿
德米拉尔公
园酒店

博洛尼亚

六、参加办法
（一）健身气功南欧地区的各健身气功社团组织均可推荐骨干
师资骨干报名。经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审查合格后，准予参加培训
班。
（二）报名人员将直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意大利健身气功协会
(IHQA)提交报名信息，各项费用付清后，报名成功。报名学员培训
期间应入住培训班指定酒店，以保证按时参加各项课程。报名人员
将直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意大利健身气功协会(IHQA)提交报名信
息。
酒店名称：

ADMIRAL PARK HOTEL****S

酒店网址：

www.admiralparkhotel.com
2

酒 店 名 称

:

FA黾

C酗

网 址

:

弼

ww会 勰

酒

(三

店

猡

0Ro眼 $TE黾 **齿 *

C◇ 遘舻『咖”
够铧即

)参 训 学 员可参加段位考试 。报考者应按 照段位制相 关规

定进行 线 上 报名 。
(四

)培 训班期 间学 员需 自各练功服和练功鞋 。

(五

)培 训班 上 可提供健身 气功教材购 买服 务 ,请 在报名 时一

并说 明 ,报 名 日期截 止 后无法提供
七 、经 费条件
(一

)培 训班报名 费 : 2OO欧 元/人

(二

)食 宿 费 :ADMIRAL PARK HOTEL料

料S

(阿 德米拉 尔

公 园酒店 )
双 人 间 : 130欧 元/人 /天 ×4天 ×1人 =5⒛ 欧元
单人 间 :145欧 元/人 /天 ×4天 ×1人 =580欧 元

FALCO D’ ORO HOTEL料 料 s(法 尔科德奥罗酒店 )
双 人 间 :⒛ 欧元/人 /天 ×4天 ×1人 =280欧 元
食宿 包含 以下 服 务

:

1.住 宿 : 10月 12日 中午 至 16日 上 午共 4天

2.伙 食 : 10月 12日 晚餐开始 至 16日 午餐结束 ,3餐 /日
3.培 训班期 间饮料服 务
4.论 坛 :培 训班学 员免费参 加
(三

)由 于酒店房 间数量有 限 ,意 大利健身 气功协 会(IHQA)将

按照报名顺序优先安 排报名人 员入 住 。房 间满 员后未 入 住 学 员可能

需要另寻酒 店住宿 。
(四

)学 员住宿 期 间产 生的其他费用 自理 。

(五

)晚 宴 :10月

15日 晚宴 ,30欧 元/人

八 、报名报 到
(一

)南 欧地 区健身 气功社 团组织需 将报名表于 2018年

7月

31日 前报 送至 意大利健 身 气功协会(IHQA)

(

)
(二

)意 大利健身 气功协会(IHQA)将 发 邮件确认 报名 ,并 提供

培训账 单和IHQA银 行账 号 。 资格 审查合格 学员将在 收到报名 确认
邮件 5天 内按 要求支 付培训费2OO欧 元及食宿 费的ss%(⒛ 0+302欧
元/ADMIRAL PARK HoTEL****s (阿 德米 拉尔公 弼淄店 ),
FALCO D’ oRo HoTEL****s(法

尔科 德 奥 罗酒 店

)200+17o欧

元 )。
(三

)意 大 利健 身 气功协 会 (IHQA)将 发 邮件 确 认 预付款 到

账 ,并 提 供酒 店 预 订信 息和酒 店账 号 。 资格 审查 合格 学 员将按 要求
支 付食 宿 费 的绣 %(248欧 元/ADMIRAL

PARK HOTEL****s (阿

德米拉尔公园酒店), FALcO D,oRo HOTEL****s(法 尔科德奥
罗酒店 )140欧 元 )。
(四

)报 名成功 学 员如 需取消报名 ,请 于⒛ 18年 7月 31日 前 申

请 ,并 支付 10%欧 元手续 费 。
(五

)报 考段位请 于2018年 9月

(六

)参 训 学 员请于 ⒛ 18年

13日 前完成 网上 报名

10月 12日 到指定酒店 报到 。

九 、其他事 宜
(一

)培 训 班 授 课 语 言 为 中文 ,同

(二

)参 加培训班人 员须 自行 办 理人身 意外伤害保 险 ,如 培训

时各 有 英 文 /意 大 利 文 翻

译。

期 间出现伤病 等 问题 ,由 个人负责 。
(三

)参 加培训班人 员报 到时须递交责任声 明书 。

十 、联 系方式
(一

)承 办方

联 系人 :意 大利健身 气功联 合会 XU

HAO

电话 :+39339152γ 37徐 浩

+393403315786Andrea
+393332253539AlbertO
邮箱 :hq砭 016@gmaⅡ .com
(二

)中 国健身气功协会

联系人 :何 昕
电 话 : 0086-10-67052078

邮箱:intelhqfO126.com
十一 、本办班通知解释权归属中国健身气功协会。

猬H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