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只 州 省 体 育 局

騎体青 〔2018〕 34号

美千狙鉄申根承亦 2018-2019年全省青少年

体育冬 (夏 )今菅的通知

各市 (州 )体育局、貴安新区社会事券管理局,各具 (区 )体

育中′き,各相夫単位 :

力貫物党的十九大報告夫千体育張国建浚的部署,近泣新

叶代青少年体育友晨需要,搭建青少年体育新格局、新机+1,

根据《体育,こ 局亦公斤美子倣好 2018年全国青少年冬夏今菅実

施工作的通知》(体青字 〔2018〕 33号 )文件精神,結合国家//JR

配資助径費額度,笙研究,決定須須各市 (州 )体育局、貴安

新区社会事券管理局、各異 (区 )体育中|む 申扱承亦 2018年貴

州省冬、夏今菅 (各市州分堵 ),現落申亦相夫事宜通知女口下:

一、冬夏今菅吋同

夏今菅 3月 -9月 ;冬今菅 10月 -2月 。

二、冬夏今菅内容及目林

青少年体育冬 (夏 )今菅足指不1月 寒、暑仮及其他叶同升

晨的,以体育項目技能培ツ||力 主要内容,集中俎須挙亦的青少



年体育培ツ1及相夫活功。ミ辻各市 (州 )実施普及晨次的体育

項目立弁知沢和込功技能培切|(包括霊球、足球、排球、踏拳

道、武木、体遺能、体操、皮支1艇、攀岩、自行キ、徒歩、越

野定向、急救、声クト等 ),促逃青少年基本掌握 2-3項体育技能。

三、申力ヽ要求

申亦単位力各市 (州1)体育部 11っ 貴安新区社会事券管理

局、各芸 (区 )体育中,こ 。中亦単位俎鉄本緒区具有青少年声

タト体育培ツ1姿廣、八事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声外活功菅地逃行申

扱,各地申亦 2-5堆冬 (夏 )今菅,扱省体育局常批。

四、経費

(一 )須受介助

1.冬夏今菅 (各市州分靖 )。 各市 (州 )、 貴安新区、各具

(区 )申 扱的全省青少年冬夏今菅生省体育局常批週辻后,由

省体育局逃行姪費扶持,以 升晨/1N省 青少年体育冬、夏今菅(各

市州分堵 ),毎靖ネト助 10万元。

2.冬夏今菅 (,こ 靖 )。 省体育局対/・t省 冬、夏今菅 (1も 靖 )

逃行姪費扶持,其中冬、夏今菅各 50万元。

(二 )祭受管理

1.盗費寺項ネト助界会活功,姪費升支飴須十1定笙費預算 ,

冬夏今菅活功必須按照預算机行。省体育局粋在 2019年俎須升

晨寺項常汁工作。

2.承 力ヽ地可以遺当1文取食宿費用,其他費用 1文 費林准低千



相夫体育項目培ツ1市場平均介格,井接受物介部11及青少年家

K監督。

五、材料扱送

(一 )申 亦材料。清各市 (州 )体育局、貴安新区社会事

券管理局、各芸 (区 )統一粋本格区所碗定的共同承亦単位的

申亦材料弁飴千 10月 10日 前上侍至1省 青少年声クト体育菅地亦

公室指定由「箱 (QQ由「箱:130785107700qq.com),井 14原件 (か

蓋公章 )由「寄至省体育局青少丈。

咲系人:朱埼

咲系EL活 :13078510770

由「寄地址:貴州省貴陶市云岩区北京路 104号金都財富大

夏 809(青少丈 ),1文件人ηヽ云 18300923938。

(二 )′

`錯
材料

各市 (州1)体育部 1可 千冬夏今菅結末 14天 内,向 省青少年

送活劫′悠結材料 (′さ箸提銅兄附件 ),恙

1.清各地高度重視,私板俎須申亦工作,充分友拝其示疱

帯功作用,而且モ要大力支持和鼓励,友劫社会俎須参均其中,

促逃多元主体承亦冬夏今菅活功,■青少年在体育近功中享受

快示,培赤熟愛生活,熟愛体育込功的良好葛慣,増 強体廣健

康。



2.週辻此次冬夏今菅拳亦的規模妓益、社会数益和汗借錆

呆力争国家体育恙局更多的姪費支持。

附件:1.申 力ヽ材料清単及′こ結提銅

2.2018仝省青少年体育冬夏今菅 (各市州分堵)申 扱→

3。 申力ヽ単位筑it'E恙 未

2018年 9月 13口 印友貴州省体育局力ヽ公室

共印 5伶



附件 1

申亦材料清単

一、申扱ギ (兄 附件 2,由 市州体育部日負責填写 );

二、菅地中亦机杓資廣材料 (机杓代4江、民亦ヨト企立江

ギ、工商机杓机照隻印件 );

三、菅地法人身分江相描件 ;

四、俎須本次夏、冬今菅的実施方案 (或 工作机杓、叶日、

地点、項目、規模、預算、培切1人 員介年、培ツ|1内 容及保叶安

羽卜等 )、 医痛及安保方案 (合庄急預案 )。

冬夏今菅実施情況恩猪報告提銅

一、冬夏今菅実施基本概九;

二、実施冬夏今菅的主要亮点 (包 括但不限千俎須、宣侍、

友功社会力量、拉功地方径済等方面 );

三、困准、同題;

四、下一歩的工作思路和定洪 (主要八径費投入、須須友

功、宣侍等方面 )。



附件 2

全省青少年体育冬夏今菅

申 撮 ギ

申 扱 単 位:      (公 章 )

填 未 叶 同:

貴州省体育局青少丈牛1

2018`午 8'1



填町悦明

一、《申清ギ》着用汁算机填写,羽卜版清晰。

二、机杓銘称和主管部11必須填写完整。

三、教家貝或体育教りT所持江ギカ社会体育指早員、教妹

員取称等国家体育或教育行政机杓頒友的資格江ギ,不合培ツ|

炎江ギ。

四、夏、冬今菅 (各市州1分堵 )似定夭数不得少千 3天 ,

毎靖夏今菅可亦多期,毎堵不低千 200人。

五、夏、冬今菅 (恙 靖 )似定天数不得少千 5天 ,不低千

500人。

六、各申亦単位必須明魂冬、夏今菅承亦地、挙亦地,明

碗符合要求的青少年体育声クト活功菅地力共同承亦単位或称亦

単位。

(菅地)法定代表人承浩 :

我承糖対本申清ギ填写的各項内容的真実性負責,保江没

有虚杓、造伐等主主規逹法填写,若填扱失実、ミ反規定,本人

14承担全部責任。

法定代表人 (答章 )

曰期 :



共同承亦地基本情況表

A行政机美; B事立単位; C社会俎須; D其他

似升晨活功叶同及期数

似升晨活功地址

A夏今菅;

B冬今菅

A自 有; B租賃 ;

C合作; D其他

冬、夏今菅

場地面秋

炉姿成長



1、 菅地情況筒介及青少年体育劫作升展情況 (500字 以内)



2、 冬、夏今菅工作方案

司 下百而 百夢期所万T~弧丁T El林分工、冬夏今

菅内容 (項 目、分班、招生、宣借、足否1文費、1文 費林准等 )、

保障措施,2000字 以内。(可 附天 )



3、 活劫度急預案



4、 経費預算



申力ヽ単位申批意兄

単位公章

単位負責人答章

口期

申扱項目咲系人:       咲系方式:



附件 2

咲系屯活

申亦単位銃汁江患表

単位公章     咲系人

序

号

共同承力、地

(菅地 )銘 称
活功炎型 活功叶同 項 目 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