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体育局文件

晋体青〔2019〕5 号

山西省体育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全国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山西站）的通知

各市体育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关于青少年体育技能普及提高工作

的重要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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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

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山西站（以下简称“冬夏令营”）系列活动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

（一）冬夏令营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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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夯实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完善健全政府引导、社会举

办、多元投入、有效监管的长效机制，增加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有

效供给，为广大青少年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打下基础。

（二）冬夏令营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顶层设计、政府引导、体现

公益、依托平台、动员社会、强化监管。

（三）冬夏令营活动以“阳光少年、助力青运”为主题，以体育项

目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在活动内容设计上要与二青会相结合，注

入二青会元素。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冬夏令营活动，促进我省青少

年体育技能的普及与提高，为二青会在我省的成功举办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二、冬夏令营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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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组织举办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及相关活动。

原则上规定：夏令营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冬令营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每个冬夏令营活动时间不少于 5 天。

优先选择足球、冰雪、篮球、排球、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武术、

旱地滑雪等运动项目予以支持，鼓励对其他需要普及、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体育项目和户外体育运动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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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全额资助的公益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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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是差额资助、收费相对较低、普及层次的普惠性项目。主

要指收费相对较低、普及层次的冬夏令营活动，该类活动要坚持以

公益性为主，采取多元投入的方式，收费标准不得高于相关体育项

目培训市场的平均价格。

三类是无经费资助、符合一定条件的市场化项目。主要指由社

会力量自筹经费举办的符合规定条件的社会化、市场化活动。该类

活动经申请可以纳入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体系，需要按要求

在冬夏令营互联网服务平台上发布活动信息，使用冬夏令营视觉

标识系统，活动费用要对青少年进行优惠。

三、申报对象

各级各类体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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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企事业单位。

四、申报方式

1援申报表（见附件 1）；

2援申报单位资质材料（组织机构代码证、民办非企业证书或工

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3援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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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援申报单位从事青少年体育培训或活动的相关资料；

5援组织本次冬夏令营的实施方案（工作机构、活动时间、地点、

项目、规模、预算、培训师资简介、培训内容及课时安排、应急预案

等）。

冬夏令营工作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各市体育局负责受

理、审核、汇总申报材料。

1.申报举办冬夏令营活动的单位，按要求将申报材料报至所

在市体育局；

2.各市体育局受理、审核申报材料，结合各市实际情况，通过

招标、委托、授权等多种形式确定冬夏令营承办单位；

3. 各市体育局结合提前拨付的冬夏令营专项经费资助额度，

确定各冬夏令营资助方式及资助金额；

4.各市体育局作为冬夏令营监督单位，与承办单位签订承办

协议书或合同；

5.各市体育局汇总本市冬夏令营申报情况，于 5 月 6 日前将

最终确定的冬夏令营活动统计表（见附件 2）、承办协议书或合同

复印件、承办单位申报材料报至省体育局青少处备案。

五、经费资助和管理

按照冬夏令营活动分类，经费资助采取 3 种方式：一类，给予

全额资助；二类，给予差额资助；三类，无经费资助，依托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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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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经费不得重复用于同一活动。

2. 省体育局已将 2019 年度冬夏令营专项经费采取转移支付

的方式提前拨付给各市体育行政部门或体校，经费采取“谁承办、

谁负责”的管理模式，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定执行并自觉根据有关

要求接受监督审查。

六、实施与监管

（一）全省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由省体育局青少处负责统筹，

各市体育局负责具体实施和监督管理。各市体育局要建立分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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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作为该项工作的联系人（见附件 3），进一步落实冬夏令营的

工作推进、监督指导、年度总结、考核评估等工作机制，强化各市体

育局对本地区冬夏令营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

（二）各市体育局要按照省体育局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本市冬夏令营实施细化工作方案。各市应重点推动发展第二类

差额资助的普惠性冬夏令营，着力扩大冬夏令营覆盖范围和参与

人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举办第三类市场化冬夏令营，丰富冬夏令

营供给。各市冬夏令营活动规模及参与人数将作为年度考核和下

一年度经费拨付的重要依据。

（三）各市体育局要对本地区的冬夏令营负监督和指导责任，

5要 要



省体育局将对各冬夏令营活动的实施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考核评

估。要做好冬夏令营承办单位的资质审核工作，列入体育市场黑名

单和失信名单的主体和个人不得承办冬夏令营活动。对在活动中

出现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一经发现，在全省通报批评，不再列入

下一年度冬夏令营活动资助名单。

七、工作要求

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山西站）系列活动以“阳光

少年，助力青运”为主题。冬夏令营活动名称要统一使用“2019 年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山西 XX 站）XX 项目夏（冬）令营”。活

动 LOGO 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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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规范使用。

各承办单位要对活动的安全负责，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做好风

险评估与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安全保障工作。要为参营青少年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确保冬夏令营活动安全、顺利完成。对举办活

动中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制，不再纳入冬夏令

营活动资助范围。

各市体育局要统筹安排本地区冬夏令营的宣传工作，安排专

人负责，拓宽宣传渠道，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平台，紧密结合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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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积极宣传报道冬夏令营活动，营造有利于

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有利于二青会正能量宣传的舆论氛围。

鼓励各地市加大对冬夏令营的经费投入，列支专项资金提高

冬夏令营保障水平。各市体育局要充分利用体育场馆资源，要求享

受大型场馆补贴的体育场馆安排专门时段免费或低收费支持举办

冬夏令营。各地可积极协调教育部门，推动冬夏令营体育技能培训

进校园或利用学校体育场地开展冬夏令营。

所有冬夏令营项目均应采用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互联网

服务平台“ ”或“ ”进行信息发布、报名注册和评

价反馈等工作。2019 年度冬夏令营绩效评估所涉及的冬夏令营规

模及相关数据，将以平台数据为主要考核依据，请各单位务必安排

专人与平台做好沟通对接，保证冬夏令营相关资料和数据及时上

传。

PC 网页客户端：www.ydshaonian.com
微信客户端：点击微信“通讯录”-“公众号”-选择“垣”输入“赢

动少年”，加关注。

联系人：杨子纲、肖 菡

电 话：13581597086、1391119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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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系统：http://medo.medosport.cn
APP：www.medosport.cn/app 或搜索 Medo 体育下载

联系人：张海涛、周晨韵

电 话：18901059966、18801314724
八、其他

请各市体育局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冬夏令营申报工作。请按照

要求于 5 月 6 日前将各市最终确定的冬夏令营活动统计表、承办

协议书或合同复印件、承办单位申报材料及各市冬夏令营工作联

系人信息表报至省体育局青少处。省体育局审核汇总后，将统一发

布 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山西站）系列活动计划表。

联系人：弋辉娜

电 话：0351-6820513
邮 箱：sxstyjqsc@163.com

附件：1.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山西站）申报表

2.各市冬夏令营活动汇总表

3.各市冬夏令营活动联系人信息表

山西省体育局

2019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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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山西站）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山西省体育局青少处制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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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申报表》必须用计算机填写、排版清晰。

二、申报单位和主管单位必须信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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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的资格证书，不含培训类结

业证书。

四、每期冬夏令营活动天数不得少于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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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主管单位

机构类别 A. 阴行政机关 B. 阴事业单位 C. 阴社会组织 D. 阴其它

法人姓名

行政职务

机构地址

联系人姓名

活动类型

申报类别

活动场地占地面积
（平方米）

身份证号

学历

手机号码

性别 民族

专业职称

手机号码

拟开展项目、时间及地址

A. 阴夏令营 B. 阴冬令营 规模人数

A.阴全额资助 B.阴差额资助 C.阴自筹经费

场地性质
A.阴自有 B.阴租赁 C.阴合作
D.阴其它

培训

师资

成员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专业职称 证书级别序号 姓名

1

…

2

各市

体育

局意

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体

育局

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基本情况统计表

申报单位：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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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山西省体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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