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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四川省青少年足球 
夏令营活动方案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足球协会  成都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四川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青白江区教育局 

青白江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 

新华网体育 

成都远伯足球俱乐部 

四、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8月 18日至 24日在成都市青白江区举行。 

五、参加办法   

（一）各市（州）应在每个年龄段（U9、U10、U11、U12）组建男、女

各一支代表队，每队可报 14 人，其中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队员 12 人。

承办地可在每个年龄段增派男、女各一支代表队参加。 

（二）各代表队应由各市（州）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

目示范学校或校园足球布点学校组成。 

（三）参营队员必须思想品德好、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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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有一定足球运动基础、并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和

校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各代表队运动服装自备，颜色、样式应整齐统一。 

六、活动安排 

2018 年 8月 18日报到，19 日至 23 日开展活动，24 日离会。本次夏令

营活动内容以足球基本技、战术培训和五人制足球竞赛为主，通过理论学习、

分解训练和比赛等方式进行。具体日程安排和竞赛规程另行通知。 

七、指导老师和裁判员 

委托四川省足球协会选派。 

八、奖项设置 

（一）设男、女竞赛一等奖 3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 5 个，评奖办法

按大会竞赛规程相关规定执行。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领队奖、优秀教练员奖、优秀运动员奖，

评选办法按大会相关规定执行。 

九、活动经费 

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需向大会缴纳活动期间食宿费 50

元。其他费用由大会承担（含培训、竞赛、器材、食宿补助等方面经费）。

本次夏令营活动不得超编。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市（州）体育局应根据活动要求选拔和推荐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夏

令营。 

2.各市（州）体育局负责汇总参加夏令营的领队、教练员和队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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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报名表（请于省体育官网该文件中下载），加盖市（州）体育局公章后，

于 2018年 7 月 16 日前分别报送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和省足球协会（同时

将报名表电子版分别发送至指定邮箱）。 

（1）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联系人：李柔娉 

电  话：028-87026795，传真：028-87026793 

邮  箱：76810752@qq.com 

（2）省足球协会   

    联系人：佟磊 

电  话：028-85563636，18628385000   

邮  箱：764894669@qq.com 

（二）报到 

1、U9、U10各代表队请于 2018年 8 月 18 日 17:00 以前到成都市青白

江区川化中学报到，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同华大道 1366号。 

2、U11、U12各代表队请于 2018年 8 月 18 日 17:00 以前到成都市青白

江区大弯中学报到，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学苑路 28 号。 

3、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大会交验运动员体检合格证明（县级以上医院

出具）、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所有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包括领队、

教练、队员，含往返交通期间），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者不允许参加夏令

营。 

联系人：省足协  佟磊  18628385000 

十一、安全管理 

（一）各代表队实行领队负责制，各队须加强队伍管理，遵守夏令营纪

mailto:76810752@qq.com
mailto:764894669@qq.com


6 

 

律，服从组委会安排。 

（二）各代表队领队须与大会组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在夏令营期间认

真履行管理职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三）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须对运动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增

强运动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四）各代表队须加强赛风赛纪教育工作，严格遵守赛风赛纪各项纪律

规定，坚决杜绝任何违纪行为的发生。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次夏令营活动由四川省体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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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四川省青少年峨眉武术 

夏令营活动方案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武术协会  成都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四川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都江堰市体育局 

四、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8月 6 日至 8 月 11日在都江堰市举行。 

五、参加办法   

（一）各市（州）可组建一支代表队参加，每队可报 12 人，其中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0 日出生的男、女队

员各 5人。承办地可增派一支代表队参加。 

（二）参营队员必须思想品德好、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身

体健康、有一定武术运动基础、并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和

校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六、活动安排 

2018 年 8月 6 日报到，7 日至 10日开展活动，11日离会。本次夏令营

活动内容以学习峨眉武术套路为主，通过理论学习、分解训练等方式进行。

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七、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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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四川省武术协会选派。 

八、奖项设置 

    活动设优秀领队奖、优秀教练员奖、优秀队员奖，评选办法按大会相关

规定执行。 

九、活动经费 

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需向大会缴纳活动期间食宿费 50

元。其他费用由大会承担（含培训、器材、食宿补助等方面经费）。本次夏

令营活动不得超编。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市（州）体育局应根据活动要求选拔和推荐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夏

令营。 

2.各市（州）体育局负责汇总参加夏令营的领队、教练员和队员名单，

填写报名表（请于省体育官网该文件中下载），加盖市（州）体育局公章后，

于 2018年 7 月 13 日前分别报送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和省武术协会（同时

将报名表电子版分别发送至指定邮箱）。 

（1）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联系人：李柔娉 

电  话：028-87026795，传真：028-87026793 

邮  箱：76810752@qq.com 

（2）省武术协会   

    联系人：刘思言 

电  话：028—85110032  

邮  箱：328031844@qq.com  

（二）报到 

1.请各代表队于 2018 年 8月 6 号下午 15:00前，在都江堰市锦江丽景

mailto:768107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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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一楼大厅（永友路 574号）报到。 

2.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大会交验运动员体检合格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出

具）、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所有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包括领队、教

练、队员，含往返交通期间），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者不允许参加夏令营。 

联系人：省武术协会  刘思言  18190880568 

十一、安全管理 

（一）各代表队实行领队负责制，各队须加强队伍管理，遵守夏令营纪

律，服从组委会安排。 

（二）各代表队领队须与大会组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在夏令营期间认

真履行管理职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三）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须对运动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增

强运动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次夏令营活动由四川省体育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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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四川省青少年水上夏令营活动方案 
 

一、主办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教育厅 

二、承办单位 

四川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成都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基层治理和社会事业发展局 

成都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合会 

成都赛艇运动协会 

成都浪速赛艇运动俱乐部 

四、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8月 13日至 18日在成都市麓湖生态城麓客岛举行。 

五、参加办法   

（一）各市（州）可组建一支代表队参加，每队可报 12人。其中，领

队 1 人，教练员 1 人，初中阶段男、女队员各 6人。承办地可增派一支代表

队参加。 

（二）各代表队领队原则上由各市（州）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工作负责人

担任；教练员由各市（州）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项目示范学

校教练员、教师担任；队员由各市（州）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

统项目示范学校学生组成。 

（三）参营队员必须思想品德好、遵守《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身

体健康、有游泳基础（能独立连续游泳 100米）、并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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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检合格证明和校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六、活动安排 

2018 年 8月 13日报到，14 日至 17 日开展活动，18 日离会。本次夏令

营活动内容采用国际赛艇、皮划艇训练营的理念和模式，通过理论学习，结

合水上训练、陆上训练和趣味比赛等方式进行。具体日程安排和竞赛规程另

行通知。 

七、指导老师和裁判员 

委托成都赛艇运动协会选派。 

八、奖项设置 

活动设优秀领队奖、优秀教练员奖、优秀队员奖，评选办法按大会相关

规定执行。 

九、活动经费 

各代表队往返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需向大会缴纳活动期间食宿费 50

元。其他费用由大会承担（含培训、竞赛、器材、食宿补助等方面经费）。

本次夏令营活动不得超编。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市（州）体育局根据活动要求选拔和推荐具备条件的学生参加夏令

营。 

2.各市（州）体育局负责汇总参加夏令营的领队、教练员和队员名单，

填写报名表（请于省体育官网该文件中下载），加盖市（州）体育局公章后

于 2018年 7 月 16 日前报送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76810752@qq.com）。 

联系人：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李柔娉 

电  话：028-87026795，传真：028-87026793 

3.各单位凡未在规定时间报名或未报满的队员名额，省体育局将调剂分

mailto:7681075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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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其他市州。 

（二）报到 

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大会交验运动员体检合格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出

具）、队员二代身份证原件、学籍证明、所有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包括

领队、教练、队员，含往返交通期间），资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者不允许参

加夏令营。 

联系人：成都浪速赛艇运动俱乐部  谢明辉 15881118331 

十一、安全管理 

（一）各代表队实行领队负责制，各队须加强队伍管理，遵守夏令营纪

律，服从组委会安排。 

（二）各代表队领队须与大会组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在夏令营期间认

真履行管理职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三）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须对运动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增

强运动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次夏令营活动由四川省体育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