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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关于《佛山市
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及人才

培养奖励办法》的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奖励资金的管理，

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增强区内学校输送人才的积极性，

我局在《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奖励办法》（南府办〔2014〕

39 号，以下简称 39 号文）的基础上，修订了《佛山市南海区参

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及人才培养奖励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

现就新《办法》相关情况作以下解读：

一、修订的基本情况和必要性

2014 年 6 月，由我局代为制订的 39 号文经南海区人民政府

同意印发，至今已执行 4 年。根据 39 号文精神，每年我区都会

对代表国家、省、市、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的南海区运动员、

教练员及有功人员进行奖励，这对引领全区体育事业发展、推动

“体育强区”建设、促进运动训练创新、选拔培养体育后备人才、

加快高层次体育骨干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省、市体育事业发展的形势变化，39 号文的有

关规定已不适应当前的实际要求，如“奖励范围”对于运动员和

代表队的身份定位不够明晰，导致奖励申报时出现资格争议；个

别常规性赛事（市青少年锦标赛、市中小学生比赛）的“奖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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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过高，对区财政造成较大负担；市级赛事对于不同项目教练

员的奖励办法有区别，公平性有待商榷，且缺失了对争夺团体总

分的激励意义；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青奥会、省中学生运动会等

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未纳入奖励范围；东亚运动会、亚洲沙滩

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省体育大会等群众性体育赛事以强身、

健体、休闲为目的，区别于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不应纳入奖励

范围；缺少对人才培养环节的奖励，削弱了区内学校培养、输送

人才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我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发展和

壮大青少年业余训练队伍……国家、省、市根据体育事业发展的

新形势，相继对各级体育竞赛进行了改革，我区也应根据体育工

作发展的实际，对奖励办法进行调整和整合。

二、制定依据

在新《办法》的修订过程中，我局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2016 修正）为依据，还参照了《青少年体育“十三

五”规划》(体青字〔2016〕92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

委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1996〕50 号）等中央文件，以及《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

令〔2009〕第 560 号）《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8 号）《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1996

年 7 月 3 日国家体委、人事部发布）《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



- 3 -

法》（国家体育总局令 2011 年第 15 号）等行政规章，同时还对

照了省内外大量有关体育竞赛奖励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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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办法》的修订内容

序号 39 号文表述 新《办法》表述 修订理由

1

一、奖励对象

经区文体旅游局（体育）或区教育局认

可，代表国家、省、市、区参加市级以上体

育竞赛（以下简称比赛）的南海区运动员、

教练员及有功人员。

第二条 奖励对象：

代表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比赛的

运动员、教练员。

“代表南海区”可涵盖获得参赛资格

认可、身份归属等信息。

2

二、奖励范围及标准

（一）按《佛山市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

竞赛奖励范围及标准》（详见附件）奖励。

第三条 奖励范围：

（一）南海区直接组团（队）或

由体育和教育部门核准、委派参

加的国际、国家、省、市级体育

竞赛；

（二）南海区运动员代表国家、

省、市参加的国际、国家、省、

市级体育竞赛。

增加了组队、代表情况的表述，更清

晰地限定了身份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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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奖励标准：

按《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

赛奖励标准》（详见附件）奖励。

3
三、奖励办法

（一）各参赛级别每年只奖励一次。

第六条 奖励办法：

（一）参加体育或教育部门的赛

事，各参赛级别每年只奖励一次；

体育、教育部门的赛事分别申报，因

此各参赛级别也区分不同系统。

4

（二）若竞赛奖项设置为等次奖，第一等次

奖按第二名奖励，第二、三、四等次奖分别

按第四、六、八名奖励。

删去该表述。
近年来，各级各类竞赛已不再设立等

次奖。

5

（三）集体项目、团体项目（包括个人项目

团体赛）运动员取得获奖名次的，集体项目

按竞赛规程规定的报名人数计奖；团体项目

（包括个人项目团体赛）按该项目获奖时录

取有效成绩运动员的人数计奖。

（五）运动员、区队教练员分别按《佛山市

（三）集体项目运动员取得获奖

名次的，按竞赛规程规定的报名

人数计奖；在一次比赛中参加多

个竞赛项目的，只对成绩最好的

一个项目进行奖励；

1.奖励申报时需核验成绩册，无成绩

纪录不予奖励，因此删去“团体项目

（包括个人项目团体赛）”相关赘述；

2.同为集体项目计奖办法，将 39号文

中第五分点的第一小点与第三分点合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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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参加市级以上体育竞赛奖励范围及标

准》(详见附件)给予奖励：

1．运动员按获奖名次计奖。但集体项目的运

动员在一次比赛中参加多个竞赛项目的，只

对成绩最好的一个项目进行奖励。

6

（四）比赛中既排列了个人名次，又以个人

比赛成绩累计加分重复计算出的团体、个人

全能名次，只对成绩最好的一个项目进行奖

励；举重项目只奖励总成绩名次。

（二）运动员按获奖名次计奖。

比赛中既排列了个人名次，又以

个人比赛成绩累计加分重复计算

出的团体、个人全能、总分名次，

市运会、市青少年锦标赛只对个

人名次成绩进行奖励；省以上比

赛对录取的所有名次进行奖励；

1.根据赛事发展实际，增加“总分名

次”表述；

2.增加“市运会、市青少年锦标赛及

省以上比赛”相关表述，明确市级赛

事按个人名次成绩计奖，不可套算团

体、个人全能、总分名次，激励运动

员奋勇拼搏的同时，可减轻财政负担；

省以上比赛因竞技水平高，获奖难度

大，可奖励录取的所有名次，以资鼓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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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去“举重项目只奖励总成绩名次”

表述，前面内容已包含，无需赘述。

7

（五）2．区队教练员按所培训输送运动员成

绩计奖。但南海区组队参加的市运动会、市

一级集体球类项目比赛教练员按单项的 5 倍

计奖。

若区队有助理教练员的，原则上按主教练

60%―80%、助理教练 40%―20%给予奖励；不

能清楚界定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的，按主教练

50%、助理教练 50%给予奖励。

（四）南海区组队参加市运动会、

市青少年锦标赛，按团体总分名

次给予教练员奖励，同一项目有

多位教练员获奖的，奖励份额由

申报单位根据教练员贡献大小自

行调配；参加省以上赛事，南海

区教练员按所培训输送运动员成

绩计奖；

1.新《办法》对教练员的奖励，分两

类计算标准：第一类即市级赛事，按

团体总分名次给予教练员奖励，不再

以累加的方式为教练员计奖，以激励

教练员全力提高队伍整体竞技水平，

并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可有效

减轻财政负担；第二类是省以上赛事，

教练员按所培训输送运动员成绩计

奖，因培养运动员进入省队难度非常

大，赛事竞技水平也较高，应累计运

动员成绩为教练员计奖，此举可有效

提高教练员培养、输送运动员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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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去“助理教练员”相关表述，因

教练员主、助教界限已模糊。不再进

行资金分配标准指导，由申报单位按

其贡献程度自行裁定。

8

（六）……有功人员奖励分配中，原则上文

化教师不低于 30%，上级带训教练员不低于

40%，领队、工作人员、启蒙教练员分别不低

于 10%。

（五）……奖金份额由申报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配。

不再进行有功人员的资金分配标准指

导，由申报单位按其贡献程度自行裁

定。

9

第七条 赛事认定：

（一）由国家、省、市体育或教

育部门主办的赛事；

（二）由国家、省、市体育或教

育部门授权举办的赛事。

新增表述。明确限定可申报奖励赛事

的性质需为国家、省、市体育或教育

部门主办或授权举办的正规赛事。

10 第三章 人才培养奖
新增奖励内容。增加人才培养奖，以

增强区内学校培养、输送人才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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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我区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工

作发展，壮大青少年业余训练队伍，

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的体育后备人

才；对获得二级（含）以上等级称号

的优秀运动员进行奖励，激励更多的

运动员突破自我，争创佳绩。

11

四、奖励资金申报和发放

（一）奖励资金由区文体旅游局（体育）每

年以追加的方式向区政府申请。奥运会、亚

运会、市运会的奖励资金由区文体旅游局（体

育）向区政府申请，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批

复精神安排资金；其余竞赛的奖励资金，由

运动员的培训输送单位在第二年1月 31日前

向区文体旅游局（体育）申报，经区文体旅

游局（体育）汇总、审核后报区政府审批，

第四章 奖励资金申报和发放

第十条 区文化体育局、区教育

局在完成奖励资金的审核后报区

政府审批并申请安排专项资金。

竞赛的奖励资金由运动员的培训

输送单位在第二年1月31日前申

报，参加体育系统主办（委派）

的赛事向区文化体育局申报、教

育系统主办（委派）的赛事向区

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近年来更是着力深化学校

体育改革，推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

竞赛协调发展，国家、省、市级的教

育部门主办或授权举办的体育赛事越

来越丰富。随着学校体育工作的深入

开展，区内各中小学校参加各级体育

赛事的热情高涨，竞赛成绩优异，如

狮山高中田径队、石门高中游泳队，



- 10 -

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批复精神安排资金。

（二）奥运会、亚运会、市运会的奖励资金

划拨到区文体旅游局（体育），其它的奖励资

金划拨到运动员的培训输送单位。

教育局申报，审核后报区政府审

批，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批复意

见安排资金。

第十一条 奖励资金划拨到申报

单位，由申报单位再划拨至个人。

近几年在各级教育部门举办的赛事中

都大放异彩。为了适应教育系统赛事

多、成绩好、资格审核难度大等新形

势，新《办法》规定，参加体育系统

主办（委派）的赛事向区文体局申报、

教育系统主办（委派）的赛事向区教

育局申报，不再由区文化系体育局统

筹申报两个系统的奖励资金。

2.新《办法》删去“奥运会、亚运会、

市运会的奖励资金由区文体旅游局

（体育）向区政府申请”相关表述，

改为所有赛事的奖励资金均由运动员

的培训输送单位向区文化体育局、区

教育局申报，奖励资金划拨到申报单

位，由申报单位再划拨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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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十三条 运动员、教练员等人

员因赛风赛纪、道德作风、遵纪

守法等方面表现受到警告或处

分，或绩效考核为基本称职（含）

及以下的，经区文化体育局、区

教育局核实取消奖励。

第十四条 参加本办法规定之外

的其他国内外比赛不予奖励。

新增内容。

13

五、奖励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一）区文体旅游局（体育）是负责奖励资

金计划、组织、审核、发放和管理等工作的

业务主管部门；

第五章 奖励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五条 区文化体育局、区教

育局是负责奖励资金审核、上报

和管理等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

参照 11点说明相应修改。

14

第六章 办法中所指国家、省、

市、区为中国、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

新增内容，以明确代表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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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六、残疾人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农民

运动会等竞赛相关奖励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七章 残疾运动员奖励可参照

本办法执行。

删去“少数民族运动会、农民运动会

等竞赛”相关表述，因此类群众性体

育赛事以强身、健体、休闲为目的，

区别于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不应纳

入奖励范围。

16
七、本办法由区文体旅游局（体育）负责解

释。

第八章 本办法解释权属区文化

体育局、区教育局。
参照 11点说明相应修改。

17 附件，年度体育竞赛奖励标准 附件，年度体育竞赛奖励标准

新《办法》删去“全国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比赛”，因我区只有一个全

国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比赛（举

重），不应单独为一个项目设奖；增加

“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亚洲青少年锦

标赛”“全国中小学生比赛”，适应体

育事业发展新形势；全国及省青少年

锦标赛备注为 U 系列比赛，因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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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赛事已更名；“市青少年锦标赛、

市中小学生比赛”分“团体总分”和

“名次奖”，且奖励金额同步调整，理

由参照 6、7点。

18 附件，综合性运动会奖励标准 附件，综合性运动会奖励标准

新《办法》增加“青奥会”“亚青会”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全国学生运动

会”“省中学生运动会”适应体育事业

发展新形势；删去“东亚运动会、亚

洲沙滩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省体

育大会”等群众性体育赛事，理由参

照 15点；“市运会、市中学生运动会”

分“团体总分”和“名次奖”，且奖励

金额同步调整，理由参照 6、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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