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体青字 E⒛ 19〕 1号

山东省体育局关于组织申报 ⒛19年全国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的通知

各市体育局 :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现就组织申报 ⒛19年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山 东站)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冬夏令营时间

⒛19年夏令营时间原则上安排在省体育局审批之 日至

10月 10日 期间,冬令营安排在 ⒛19年 11月 至 ⒛⒛ 年 1月

15日 期间。每个冬夏令营不得少于 5天 。

二、冬夏令营类别

分为I类 (全资助 )、 Ⅱ类 (差资助),Ⅲ类 (社会力量

自筹经费 )。 全资助类活动不得向青少年收取任何费用,为



公益性活动;差资助类活动应坚持公益性为主,收费标准低

于相关体育项目培训市场平均价格;鼓励社会力量自筹经费

的社会性冬夏令营。

各市可与我省的普及游泳或超体重健康夏令营活动相

结合,承办全国性或区域性、综合性或单项性冬夏令营 (山

东站)。

三、冬夏令营内容

(一 )体育运动技能培训 ;

(二 )融合齐鲁人文,历史的民族传统型体育类培训 ;

(三 )普及性的体育业务知识培训 ;

(四 )其他具有专业性或鲜明特色的体育培训活动。

四、申报对象

各级体育部门;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青少年体育户

外营地或具有体育资质的社会组织 (机构);体育类企事业

单位。

五、申报材料和程序

(一 )申报材料 :

1、 申报书 ;

2、 申报位资质材料 (组织机构代码证、民办非企业证

书、工商营业执照)扫描件 ;

3、 法人身份证扫描件 ;

4、 申报单位从事青少年体育培训或活动的相关资料 (荣

誉证书、证明、所组织的青少年体育活动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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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育场地设施照片。

(二 )申报程序

由各市体育局统一受理、汇总后向省体育局申报,省体

育局不直接受理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

1、 3月 31日 前,申 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报所在市体育局

审核、盖章 ;

2、 各市体育局将审核后的材料及统计表汇总,于 4月

10日 前报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审核。

3、 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审核后,由 国家体育总局委

托的第三方平台
“
赢动少年一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互联

网服务平台
”
发布。

(三 )公益性全资助的冬夏令营 (山 东站),以及我省

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各部门 (社会组织或机构)具有优先申

报资格。

六、经费资助和管理

(一 )经费资助

I类 ,给予全额资助;Ⅱ 类,给予差额资助;ⅡI类 ,依

托社会力量。

(二 )资助经管理

1、 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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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专

款专用, I类和III类冬夏令营 (山 东站)资助经费不得重复

用于同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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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组织申报项目由各市体育部门组织审核后报省

体育局,省体育局根据总体计划按地区打包下拨经费,由各

市体育部门在当地实施政府采购招标。各市体育局须将全部

经费划拨给申报单位,不得截留。

3、 经费按照
“
谁承办、谁负责

”
的管理模式,并接受

第三方对资助经费的审查。

七、相关要求

(一 )请各市体育局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申报工作,不

仅要组织 I类 申报工作,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还要大

力支持和社会组织参与其中,促进多元主体承办冬夏令营

(山 东站)活动,让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享受快乐,培养青

少年热爱体育运动的好习惯,增强体质健康。

(二 )各市体育部门要加强对冬夏令营安全工作的指导

和督查,同 时加强宣传工作。

(三 )活动结束后 ⒛ 个工作 日内上报总结报告 (包括

经费使用情况),要求文字、图片、视频等丰富、真实,并

由各市体育部门统一本地区总结材料发送至省体育局青少

处;同 时向赢动少年服务平台报送活动视频、图像资料、经

费支出等相关资料。

(四 )因组织工作不力出现较大事故,造成不良影响或

未通过总局委托第三方评告的申报单位,两年之内不得参与

冬夏令营的申报及我省青少年体育其他活动的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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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动总结报告严禁弄虚作假,省体育局将在活动

结束后,根据其活动效果、影响力实际参与人数宣传周期 ,

实际成本投入等方面进行最终的成果评估,并在全省青少年

体育工作会议上进行成果通报。

(六 )通过此次冬夏令营 (山 东站)举办的规模效益、

社会效益和评估结果力争国家体育总局更多的经费支持。

联系人:王黎虹,15168861226, 780710700@qq.CClM

赢动少年 (全 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管互联网服务平台)

联系人:杨 子纲,13581597086,1715狃 930⒇q.C0M

附件:1、 申报书

2、 统计表

徉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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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zO19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山东站 )

申 报 书

(盖章 )

山东省体育局青少处制

2018年 11 月

-6—

)rr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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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单 位



填 写 说 明

一、 《申报书》请用计算机填写、排版清晰。

二、申报单位和主管单位信息必须填写完整。

三、教练员或体育教师所持证必须为教练员职称、社会

体育指导员等国家体育或教育行政机构须发的资格证

书,不含培训类结业证书。

四、活动天数不得少于 5天 。

五、经费预算须按照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专项经

费管理办法 (暂行)制定。

法定代表人承诺 :

我承诺对本申请书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

没有虚构。造假等违规违法填写。若填报失实,违反规定 ,

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 (签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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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统计表

机构名称

主管单位

机构类别 A。 口行政机关 B。 口事业单位 C。 口社会组织 D。 商业机构 E。 口其它

法人名称 `性 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行政政务 专业职称 学历学位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机构地址

拟开展活动时间及地址

活动类型

A 口夏令营口全国口区域 口综合口单项

口冬令营口全国口区域口综合田单项B

规模

(人数 )

运动

项 目

申报类别 A。 口 I类 B。 口 H类 C。 口 HI类

场地占地面积 (平 方 ) 场地性质 A.口 自有 B。 口租赁 C。 口合作 D.口 其它

培训

师资

成员

姓名 `性 另刂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专业职称 证书级别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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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保障

人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专业职称 工作分工 其 它

1、 申报机构基本情况简介 (包括活动领导机构) (sO0字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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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机构青少年体育工作业绩 (BO0字 以内)

组织本次冬夏令营的实施方案

结合目标任务、组织机构、实施计划、目标分工、冬夏令营内容 (项 目、分班、招生、宣

传、是否收费、收费标准等)保障措施。⒛00字 以内。 (可附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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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医疗及安保方案 (含应急预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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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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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机构申报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市体育局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省体育局审批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 目联系人 :

—
1茌

—

联系电话 :



附件 2

各市申报活动统计表

单位 : 市体育局 (盖章 )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类别 活动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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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体育局办公室      ⒛19年 1月 2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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