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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NOIP2018)河北赛区报名通知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简称 CCF NOIP）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以省为单位

组织实施的全国性竞赛，CCF NOIP2018 将于 2018 年 10 月及 11 月分别举行初赛和复赛。为

了更好地组织我省青少年参加这一活动，现将河北赛区的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赛流程和参赛对象 

赛事分初赛和复赛，初赛为笔试，复赛为上机。 

参赛对象为初、高中和其他同等年龄的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比赛分普及组和提高

组两个组别，普及组适合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提高组适合编程能力较强的学生。学生根据

个人能力选择报名组别，组别与学生所在年级无直接关系。初赛参加提高组的选手，过了提

高组的复赛分数线，可以同时参加普及组和提高组的复赛，初赛参加普及组的选手，只能参

加普及组的复赛。 

二、赛事时间安排 

1、 初赛（提高组、普及组）：2018 年 10 月 13 日（周六），14:30-16:30。 

2、 复赛： 

一试：2018 年 11 月 10 日（周六），提高组 8:30-12:00，普及组 14:30-18:00； 

二试：2018 年 11 月 11 日（周日），提高组 8:30-12:00。 

三、报名时间及方式 

1、初赛采用传统邮件方式报名。以学校为单位填写初赛报名表（见附件），并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发送至各考点联系邮箱，并按照规定向各考点缴纳报名费，各

考点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至 noihebei@126.com。 

2、复赛采取网上注册报名形式。参加初赛且取得复赛资格的学生方可报名参加复赛，详

细规定请见后续通知。 

四、考点安排 

初赛考点： 

序

号 
考点 负责范围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邮件 QQ 群 

1 
石家庄市第一

中学 
刘怡牧 0311-85262556 yyfclym@126.com 344135702  

2 
石家庄市第二

中学 
李晶 0311-87038405 ljsjzez@163.com 801531053 

3 河北正定中学 

以学校为单

位就近选择

考点 

刘爽泉 13931123604 21947303@qq.com    

4 
保定市科学技

术学会 

保定市(安

国县除外) 
陈晔 0312-5077560 bdqsnk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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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北安国中学 
保定市安国

县 
董占强 15830903306 147086509@qq.com   

6 
唐山市计算机

学会 

唐山市(迁

安市除外) 
王祥 0315-5773393 tswang@126.com  832331691 

7 迁安市教育局 迁安市 冯新晖 15383350351 1229096049@qq.com  515291020 

8 衡水第一中学 衡水市 姚波 18632809935 hbhszxyb@126.com  811870050 

9 
邯郸市第一中

学 
邯郸市 李洁 0310-7182122 hdyzlj@126.com    

10 
沧州市第一中

学 

沧州市(华

北油田除

外) 

王金轲 0317-2130718 1173828743@qq.com 850070896 

11 
沧州市教育局

石油分局 

沧州市华北

油田 
高义芳 13482908146 13482908146@163.com   

12 
邢台市第一中

学 

邢台市（临

城除外) 
李文 15233906616 lwxtyz@163.com  686745450 

13 
河北省临城中

学 

邢台市临城

县 
宋素燕 15833705845 379740851@qq.com   

14 燕山大学 

廊坊、张家

口、承德、

秦皇岛 

穆运峰 18503370076 noihebei@126.com  569546109 

复赛考点：燕山大学 

五、收费标准 

1、 初赛提高组及普及组：50 元/人（该费用不包括选手食宿及交通费），其中 20 元上

交主办单位 CCF、10 元由省组织单位支配、20 元由考点支配。 

2、复赛提高组：480 元/人（不包括选手食宿及交通费），其中 180 元（包括评测费）上

交主办单位 CCF，300 元交本委员会用于组织工作等开支。 

3、复赛普及组：260 元/人（不包括选手食宿及交通费），其中 100 元（包括评测费）上

交主办单位 CCF，160 元交本委员会用于组织工作等开支。 

4、家庭经济困难的选手可申请减免，请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前填写附件申请表，由学校

负责人以邮件方式报至省竞赛委员会进行审批，报主办单位复核后生效。获减免者将由 CCF

在网上公示。 

六、收费票据的开取 

1、初赛及复赛上交 CCF 的费用由 CCF 给燕山大学开具一张发票，需要的单位可以复印本

发票，NOI 河北省竞赛委员会不对个人和参赛学校开具发票。 

2、初赛报名费中的 10 元由 NOI 河北省竞赛委员会支配，由燕山大学对考点开具发票，

不对个人开具发票。 

复赛提高组报名费中的 300 元、普及组的 160 元由 NOI 河北省竞赛委员支配，由燕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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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参赛学校开具发票，不对个人开具发票。 

3、初赛报名费剩余 20 元钱由考点支配，并开具相关票据，本着促进信息学奥赛在河北

省的推广的原则，各考点可以结合具体情况收取费用(不超过规定的 20元）；没有收费权限的

单位可以将全部费用交到 NOI 河北省竞赛委员会，由燕山大学统一开具发票；NOI 河北省竞

赛委员会以实际发生的考场占用费、阅卷费、监考费的形式返还（不超过上交费用扣除相关

税费后的额度）。 

七、缴费方式及时间 

初赛的报名费由各考点收取，并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上交；各考点只接受学校的集体

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复赛的费用以学校为单位收取，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1、上交 CCF 的费用转入河北省信息学奥赛特派员的个人账户，由特派员代为上交： 

收款人姓名：穆运峰 

收款人账号：6217 0001 9000 6561 578 

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峨眉山支行 

汇款、转账时请注明:NOIP+考点名称、人数，以便于核对缴费信息,如：NOIP 衡中 350 

2、上交 NOI 河北省竞赛委员会的费用由燕山大学代为收取，转入燕山大学的对公账户： 

单位名称：燕山大学 

账户：0404321319300000651-000000001 

账户开户行：工行秦皇岛分行燕大支行 

*从柜台办理对公转账时要填写子账号 000000001，通过手机银行、网银转账时不用输入子账号。汇款、

转账时请注明:NOIP+考点名称、人数，以便于核对缴费信息,如：NOIP 衡中 350 

八、其他 

上述通知内容如与 CCF 相关通知、规定冲突，以 CCF 通知、规定为准。 

 

                    燕山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NOI河北省竞赛委员会 

 

2018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