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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体育局文件

闽体〔2019〕40号

福建省体育局关于做好2019年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福建站）

暨“营动福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的通知

各设区市体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我省青少年

运动技能普及现状，增加掌握 2-3项体育技能的青少年人口，根据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实施工

作的通知》（体青字〔2018〕133号）精神和 2019年全省体育工作

视频会议上领导讲话精神，决定继续在全省开展 2019年全国青少年

体育冬夏令营（福建站）暨“营动福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以下

简称“冬夏令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活动分类及资助

冬夏令营活动是指利用寒、暑假及其他时间开展的，以普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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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项目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集中组织举办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综

合性或单项性青少年体育培训及相关活动。一期冬夏令营活动原则

上不少于 5天，举办时间为 2019年 1月-12月，主要面向全省青少

年、儿童及幼儿。

冬夏令营活动分为三类。一类全额资助公益性活动，主要指结

合脱贫攻坚等重大部署，针对贫困地区青少年、留守儿童、困难家

庭及特殊青少年儿童等设计的公益性冬夏令营项目，不得向青少年

收取任何费用。二类部分资助活动，主要指收费相对较低、普及层

次的普惠性活动，该类活动坚持以公益性为主，收费标准低于相关

体育项目培训市场平均价格；三类无经费资助活动，主要指由社会

力量自筹经费的社会化、市场化活动。在冬夏令营互联网服务平台

发布的非资助项目，应适当向青少年优惠。对举办活动中出现安全

责任事故的单位不纳入资助范围。

一类、二类的冬夏令营技能培训项目以奥运会项目为主，结合

我省重点发展项目和青少年喜爱的项目，优先选择足球、篮球、排

球、田径、游泳、羽毛球、体操、武术、击剑、举重、乒乓球、网

球、水上项目、冰雪项目等。三类非资助活动项目不限。

积极推动足球冬夏令营。依托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各类社会机

构等社会力量和体校、体育中心等单位广泛开展，形成规模。围绕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打造冰雪运动项目特色，推动冬夏令营项

目多样化。

二、组织实施

（一）强化政府主导。各地市体育主管部门要建立分管领导牵

头、青少年体育业务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格局，明确一名科级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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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领导作为该项工作的联系人，进一步落实冬夏令营的工作推进、

监督指导、会议汇报、年度总结等工作机制，强化市级体育行政部

门对本地区冬夏令营设计实施的领导。

（二）加强工作设计。各地市体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省体育局要

求和计划指标（附件 1），结合 2018年冬夏令营完成情况（附件 2），

制定冬夏令营实施细化工作方案。各地应重点推动发展普惠性项目，

着力扩大冬夏令营覆盖范围和参与人数。根据我省实际，鼓励龙岩、

南平和宁德地区结合脱贫攻坚等重大部署针对老区青少年、留守儿

童、困难家庭及特殊青少年儿童等开展公益性冬夏令营项目。

（三）促进多元主体举办。各地应根据本地区实际，通过招标、

委托、授权、资助、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广泛引导发动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社会培训机构、体校、青少年宫、单项运动协会、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体育场馆等各类主体举办冬夏令营，形成打破垄断、

消除壁垒、主体平等、有序参与竞争的格局。通过官方网站发布、

组织推荐会等多种形式，将冬夏令营相关信息发送到更多的社会主

体。

各地市体育局要将体校作为开展冬夏令营的一个重要阵地，组

织各级各类体校立足自身场馆、师资等条件举办冬夏令营，发挥体

校在青少年体育项目普及推广中的作用。

（四）互联网服务平台登记。所有给予经费支持的冬夏令营活

动必须统一采用指定的互联网服务平台“赢动少年”按照要求进行

信息发布、报名注册和评价反馈。无资助的冬夏令营鼓励采用互联

网服务平台登记。2019年度绩效评估、2020年经费支持中涉及各地

冬夏令营规模等有关数据将以该平台提供信息为依据。请各地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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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确保有专人负责督查该项工作。

（五）完善安全应急机制。各地市体育局应要求各类冬夏令营

为青少年购买保险、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安全指导，保障

冬夏令营工作实施安全、平稳。

（六）营造舆论氛围，做好冬夏令营宣传。各地市体育局要制

定冬夏令营宣传计划，安排专门经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媒体多方位对冬夏令营活动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积极发掘、

收集冬夏令营实施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和青少年体育故事作为宣传内

容。对一类和较大规模、特色鲜明的二类冬夏令营活动将在全省开

展重点报道。

三、管理与监督

（一）为全面做好本次冬夏令营的组织实施工作，特成立冬夏

令营活动指导小组。

组 长：周耀龙

副组长：侯玉珠

成 员：牛 挥、高云清、刘立武、林振华

指导小组将对全省冬夏令营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指导和督导。

（二）各设区市体育局要尽快成立冬夏令营领导和工作小组。为

确保该活动的实施力度，组长应由地市体育局分管副局长担任，成员

由市局主管部门和县（区）体育主管部门领导担任。负责本地区冬夏

令营活动的设计、组织、实施、监督及评估等相关工作的领导。

（三）督导检查与考核评估

强化监管。体育总局、省体育局将对各地市冬夏令营实施情况

开展督导和随机检查。市体育局组织力量对各项活动方案、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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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技能掌握、活动效果、宣传效果、安全保障、平台报名统

计及营员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年度自我考核评估，并及时上报省体育

局青少年体育处。

冬夏令营活动承办单位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

对在申报过程中及活动举办中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在全省通

报批评，不得列入资助名单及青少年体育活动推荐组织单位名单。

对有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地市一票否决。

（四）属地管理原则。

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与体

育培训相关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级运动项目协会和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社会培训机构等均可向各地市体育主管部门申请承办体育冬

夏令营活动。活动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即活动在什么地方举办，须

纳入当地冬夏令营领导和工作小组的监督与管理范围，符合条件的

活动接受当地经费资助。

申报的冬夏令营活动原则上在福建省内开展。同一项活动不得

变相重复申报。

对 2019年 1-2月期间举办并列入 2018年“营动福建”青少年

体育冬令营活动计划的活动按属地原则自动列入各地市2019年冬夏

令营活动计划，接受属地监管，与其他项目一起享有资助机会。

（五）严把经费使用关。各地应根据体育总局《全国青少年体

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暂行）》（体青字〔2018〕120号，

见附件 3）和冬夏令营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本地区的

冬夏令营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及考核评估等相关制度，并保障落实。

确保专款专用，对符合条件的一、二类冬夏令营活动进行资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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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总局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及协会已使用该专项经费资助的活动，

各地不得使用同性质经费重复资助。

四、相关要求

（一）各地应做好冬夏令营承办单位的资质审核，列入体育总

局体育市场黑名单的主体和个人，以及列入企业征信系统失信名单

的企业不得纳入招标、委托、授权等范围。

（二）做好冬夏令营保障工作。鼓励各地市加大对冬夏令营活

动经费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各地市体育局要充分利用本地体育场

馆资源，要求享受大型场馆补贴的体育场地（馆）安排专门时段免

费或低收费提供场地支持各类主体举办的冬夏令营。各地可积协调

教育部门，推动利用学校体育场地（馆）开展冬夏令营。

（三）凡纳入全国体育冬夏令营体系的各类活动应当统一使用

冬夏令营视觉标识系统。必须按照《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统一使用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视觉标识系统（试行）的通知》（体青字

〔2018〕98号）和“营动福建”标识使用要求规范使用（文件另发）。

冬夏令营活动名称统一规范格式为：“营动福建”2019年全国青少

年体育冬夏令营（XX站）XX项目活动。如：“营动福建”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泉州站）乒乓球活动。

（四）冬夏令营的活动主体承办单位必须按照《冬夏令营资料

提交说明》要求（附件 4）提前向体育总局委托的第三方平台“赢动

少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互联网服务平台”指定邮箱

ydsnyingdi@126.com提交活动资料（文件名称必须是准确的活动名

称），并在平台完成报名（报名表另发）。平台联系人：杨子刚

（13581597086）、肖菡（1391119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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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通知》下发后，各地市体育局请于 2019年 2月 22

日之前，将 2019年冬夏令营细化工作方案（内容包括目标任务、组

织机构、实施计划、进度节点、监督考核等）及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附件 5）以正式文件形式报省体育局青少处，作为青少处开展监督

指导和考核评估的参考。

联系人：高云清、林振华

电 话：0591-87801055、87801125

传 真：0591-87833911

E-mail：nygjsb@163.com

附件：1．2019年福建省冬夏令营任务计划指标

2．2018年“营动福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培训情况统计

3．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

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4．冬夏令营资料提交说明

5．地区联系人信息表

福建省体育局

2019年 1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体育局办公室 2019年 1月 23日印发

mailto:nygjsb@163.com


附件1

2019年福建省各地市冬夏令营任务计划指标

单位/地区
2019年
任务计划
（人数）

内容
2018年
平台统计
（人数）

本
级

省本级 2000
闽台两岸青少年冬夏令营
省直属单位冬夏令营活动

1067

小  计 2000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福州

45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3796

3000
助力冬奥冰上运动冬夏令营

（二类资助）

厦门 40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2472

漳州 10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506

泉州 55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5586

三明 5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186

莆田 6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0

南平

20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1227

120
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公益营

（一类公益）
110

龙岩

6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223

120
老区贫困儿童公益营

（一类公益）
110

宁德
30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2309

60 特殊儿童公益营（一类公益） 106

平潭 500 二类资助冬夏令营 193

小 计 25500

合   计 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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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营动福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培训情况统计

（按“赢动少年”提供数据统计）
排名 登记单位 活动个数 完成人数 所属地区

1 泉州市培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 2281 泉州
2 厦门市健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8 2153 厦门
3 福州市心向尚飞翔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6 1855 福州
4 泉州市乐博文体发展有限公司 2 1753 泉州
5 宁德市六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3 937 宁德
6 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 1 701 本级
7 福建省天天尚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 602 福州
8 晋江市金井镇毓英中心小学 2 428 泉州
9 松溪县振兴体育俱乐部 6 416 南平
10 邵武市水东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3 402 南平
11 漳州市竹林中等体育运动学校 1 386 漳州
12 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4 370 本级
13 福建诚忠跆拳道俱乐部 2 345 福州
14 泉州南少林国际学校 4 305 泉州
15 福州全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 282 福州
16 长汀县少年业余体校 2 223 龙岩
17 安溪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4 210 泉州
18 福建省力德斯羽毛球俱乐部 1 201 福州
19 福州市跆拳道协会 1 200 福州
20 平潭县拳击散打俱乐部 1 193 平潭
21 福建省足球协会 2 177 本级
22 顺昌县少体校 1 154 南平
23 福建省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2 140 本级
24 建瓯市体育总会全民健身俱乐部 2 137 南平
25 厦门市刘五店中学 1 121 厦门
26 南靖县祥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 120 漳州
27 南平奥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 118 南平
28 三明宏远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 106 三明
29 福建省雄沁青少年击剑俱乐部 2 99 厦门
30 福建腾飞育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97 福州
31 德化阳光运动俱乐部 2 92 泉州
32 福建省船艇运动协会 2 90 本级
33 福建省跆拳道协会 1 90 本级
34 福州新天然居足球俱乐部 1 80 福州
35 泰宁茁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 80 三明
36  古田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1 62 宁德
37 厦门市巷西中学 1 46 厦门
38 福建省佳佳乐足球俱乐部 1 45 福州
39 厦门雷羽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 33 厦门
40 福州爱动颠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32 福州
备注：该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11月；培训人数低于30的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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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体青字 (2018J 120 号

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各直属单

位，各改革试点项目协会:

现将《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暂行) >> 

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唱~-~陀人 "" ~...z~嘎 -盲目乌Aι 鼠 "'.，..._ .:t:'飞『帽:A~......，.三~-~ ... ~~咀t. .....~直吐"也..，_...~吃-;，.叮飞、ø .... ..:"Ih.->;"二F…

cappucino
矩形

cappucino
打字机文本

cappucino
打字机文本

cappucino
打字机文本
附件3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暂行)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经费管理，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央集中

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是指利用寒、暑假

及其他时间开展的，以体育项目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集中组织

举办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综合性或单项性青少年体育培训及相关

活动。

第三条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是指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中用于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的经费，

包括本级和转移支付地方两部分 F 该经费应按照国家相关程序，

以招标、委托、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开展青少年体育冬

夏令营工作。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以下简称"青少司")

负责对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项目的经费预算提出建议方案和

审核意见，并对经费使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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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经费的分配、使用、管理应当

坚持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正，科学高效。

(二)突出重点，体现公益。

(三)专户专账，专款专用。

(四)依法行政，规范管理。

(五)跟踪问效，责任追究。

第二章支持范围和方式

第六条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对两类体育冬夏令营

项目给予资助:

第一类:结合脱贫攻坚等重大部署，针对贫困地区青少年、

留守儿童、困难家庭青少年设计全额资助的公益层次体育冬夏令

营项目，给予全额资助。

第二类:普及层次体育冬夏令营项目，给予差额资助。

第七条 其他类型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项目原则上暂不纳

入资助范围。

第八条 被资助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应坚持公益性，鼓励

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等单位采取多渠道筹措经费，对符合条件的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给予支持，依据:

(一〉运动项目:优先资助有运动项目协会颁布的运动水平

等级标准的运动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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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能力:应招单位或委托单位在开展青少年体育冬

夏令营、体育赛事等活动方面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并具有师资

等基础条件。

〈三)培训效益:开展的体育冬夏令营项目在站〈次〉数量、

参与人数、培训质量、活动影响力、活动宣传等方面较好。

〈四〉示范效应:通过资助，引导带动社会组织广泛开展青

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第九条 专项经费的开支参考《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

办法))，开支范畴包括教练〈教师、辅导员等)指导费、场地费、

培训资料用品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一)教练(教师、辅导员等)指导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发

生的费用，包括授课人员讲课费、住宿费、伙食费等，支出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 30% 。

〈二)场地费是指用于培训的体育场馆、会议室或教室租金。

〈三〉培训资料用品费是指体育培训11 中必要的培训资料、运

动项目非固定资产类消耗器材等费用。

(四〉其他费用是指设备车辆租赁费、保险费等与培训有关

的其他支出。

第三章经费管理

第十条 中央本级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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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本级预算是指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中拨

付至体育总局相关直属单位的经费。中央本级预算仅支持全国

性、示范性冬夏令营项目。

(二〉中央本级预算项目应全部按照《体育总局项目库管理

办法》纳入项目库管理，项目按照《体育总局预算项目评审管理

办法》规定由青少司完成项目评审并入库。每年 4 月底之前，体

育总局相关直属单位根据年度冬夏令营组织实施计划，经同意 ，

将拟申请项目文本和绩效目标报青少司，青少司根据项目设计、

规模、项目布局等因素经评审、审核确定预算数后入库 。 入库项

目由相关直属单位按照体育总局关于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的有关要求纳入体育总局"一上"预算。

第十一条 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一)转移支付预算是指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费中通

过中央转移支付下达地方的经费。

(二)转移支付预算主要依据省〈区、市〉青少年人口数、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数量、冬夏令营发展指标、支持重点、上一年

度资金使用情况、地方财力等因素，经测算后下达地方。

(三〉预算下达前，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提出主动放

弃转移支付经费的，原则上应以书面形式向青少司确认。相关经

费由青少司统筹调整分配到其他省份。

(四〉经费预算经审核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调

整 ， 确需调整的应严格按照审批程序批准。预算执行中，如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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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终止、撤销、变更和经决算认定项目经费结余的，按照预算

管理相关规定核减下年度预算。

第十二条 使用。

(一〉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体育总局相关直属单位必须按

要求将年度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实施方案报送至青少司，其他地

方体育行政部门或相关机构不得越级上报或申报。

〈二〉专项经费使用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

有关规定执行。

(三〉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申报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经费管理规定使用，专项用于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活动，确保项

目经费专款专用。项目经费核算必须纳入单位会计核算体系，单

独核算并完整保留与经费项目有关的会计资料。

(四〉被资助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应当根据需要和经费支

持范围，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并对支出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做

出说明，如出现重复资助同一活动、挪用、截留等行为，一经发

现，相关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五〉专项经费如出现结余，结转结余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按照财政部门有关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项目实行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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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省(区、市〉体育部门应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

求，编制绩效目标对专项经费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并按要

求组织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调整政策、改

进管理、分配预算的参考和重要依据。

〈二)项目执行期间，根据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青少司组

织专家评估组以抽查等不同方式进行检查督导。

(三〉省级体育行政部门、体育总局相关直属单位等单位在

冬、夏令营结束 20 天内，向青少司报送项目总结材料，包括活

动组织材料、图像视频材料、经费支出与执行材料及相关基础性

数据。

第十四条 青少司将委托专业机构重点检查项目经费管理情

况和使用效率，并对部分项目进行抽查审计，项目承担单位应当

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

第十五条 如在项目经费跟踪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下列情

形，体育总局将考虑以下因素安排下一年度预算:

〈一〉项目经费未制定管理办法，未明确项目申报条件、经

费分配原则。

〈二〉任意更改冬夏令营名称、内容和时长，虚报培训人数

或规模。

〈三)项目绩效评估不合格。

〈四〉违反规定使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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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体育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信息公开选项:侬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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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冬夏令营资料提交说明

一、活动名称

二、活动举办起止时间

三、活动报名起止时间

四、活动名额数量

五、活动地点

六、适合年龄范围

七、联系电话

八、日程安排

九、活动介绍（配高清图片）

十、特色说明（配高清图片）

十一、师资介绍（配高清图片）

十二、往期回顾（配高清图片）

十三、顶端图片集高清照片 8 张



附件 5

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福建站）
暨“营动福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工作地区联系人信息表

市体育局：

姓名 职务 座机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