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2022 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

技能培训暨 2022 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市（州）及区县（市）体育场馆单位、省内相关高等院校

及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馆企业、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单位：

公共体育场馆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空间载体，体育场馆管

理员是促进体育场馆发展的重要才人基础，同时，《四川省

体育服务综合体评定办法》已将“获得体育经理人、体育经

纪人、体育场馆管理员证书”作为“运营团队”一级指标内

的重要加分项。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与人才工作的重

要论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切实推动体

育场馆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建立体育场馆管理

员专业技能人才队伍，经有关部门同意，并结合2021年相关

活动经验，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与四川省体育产业联合会将

联合举办“2022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四川省体育产业联合会

文件



— 2 —

2022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技能竞赛”，现将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主办单位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四川省体育产业联合会

（三）承办单位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四川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川体在线

四川紫微星辰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二、培训与竞赛地点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省成都市成洛路828号）

三、培训与竞赛时间安排

（一）报到：

1.统一住宿人员报到

（1）时间：9月13日14:00至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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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成都港伦凯艺酒店（成都市成华区华林三

路8号铁建广场3号楼1楼）

2.未统一住宿人员报到

（1）时间：9月14日8:00至8:20

（2）地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术报告厅

注：请所有报到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到，逾期不予办理。

（二）技能培训：

1.时间：9月14至15日全天

2.地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术报告厅

（三）技能竞赛：

1.时间：9月16日全天

2.地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体育馆

四、培训与竞赛对象与人数

本次培训与竞赛面向：省内各市（州）、区县（市）体育部

门、体育场馆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省内相关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

学院在职职工与在校学生；相关体育场馆企业、体育场馆运营管

理单位工作人员。

本次活动规模暂定150人及以下，若因疫情因素，届时将以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执行。

五、培训与竞赛内容

（一）技能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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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将设计涵盖体育场馆制度管理与体育场馆安全防

护、电子计时计分及LED显示系统与体育照明、场馆器材与健身

器材、塑胶跑道与塑胶球场等十余节实用课程。

（二）技能竞赛内容

本次竞赛包括个人赛与团体赛。其中，个人赛竞赛项目为培

训知识理论考试（机考）与心肺复苏急救（实操），团体赛竞赛

项目为半场篮球场贴线（实操）。

注：具体内容安排请见附件1。

六、培训与竞赛费用

本次培训免费，交通、食宿自理。（住宿可由会务组统一

提供，住宿标准为320元/人.天，入住房型由酒店根据实际情况

统一安排）

入住酒店：成都港伦凯艺酒店（成都市成华区华林三路8号

铁建广场3号楼1楼）

注：因疫情防控需要建议各单位人员单住。

七、培训与竞赛报名

本次活动仅接受单位报名，请各参与单位将加盖鲜章的活动

报名表（请见附件2）于9月1日17：00前（逾期不予受理）发送

至指定邮箱：ssva2016@163.com。

联系人：

谢梦瑶 173 1865 2765

钟 焱 180 4030 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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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 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

2022 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技能竞赛

方案

“2022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2022年四川

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技能竞赛”由培训与竞赛两部分活动组成，

有关事宜如下：

一、培训活动方案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四川省体育局

主办单位：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四川省体育产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川体在线、四川紫微星辰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二）培训时间

9月14至15日全天

（三）培训地点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术报告厅

（四）参训人员

本次培训面向省内各市（州）、区县（市）体育部门、体育

场馆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省内相关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学院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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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与在校学生；相关体育场馆企业、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单位工

作人员。

本次培训规模暂定150人及以下，若因疫情因素，届时将以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执行。

（五）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根据专业相关性主要设计了以下九大类实用课程，

每类课程分两小节授课：

序号 课程名称

1 体育场馆制度管理与体育场馆安全防护

2 场馆扩声与场馆建筑声学

3 电子计时计分及LED显示系统与体育照明

4 运动木地板与看台座椅

5 场馆器材与健身器材

6 游泳池水下摄影系统与水处理系统

7 人造草足球场与天然草足球场

8 塑胶跑道与塑胶球场

9 各类塑胶运动场地划线技术

注：培训教材由会务组统一准备并于报到时发放。

二、竞赛活动方案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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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四川省体育产业

联合会、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承办单位：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四川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川体在线、四川紫微星辰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

（二）竞赛说明

1.竞赛类型：省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

2.竞赛赛制：个人赛（学生组、职工组）、团体赛

3.竞赛时间：9月16日全天

4.竞赛地点：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体育馆

5.开闭幕式：

（1）16日上午：开幕式

（2）16日下午：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6.参赛对象：

（1）本次竞赛面向省内各市（州）、区县（市）体育部门、

体育场馆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省内相关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学院

在职职工与在校学生；相关体育场馆企业、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单

位工作人员。

（2）在职职工和在校学生均可组队参加团队竞赛。团体成

员数为 3-5 名，并要求团队统一着装。

（三）竞赛奖项设置

1.个人奖设置



— 9 —

个人赛按学生组、职工组分设一等奖各 1 名、二等奖各 2 名、

三等奖各 3 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2.团体奖设置

团体赛设一等奖各 1 名、二等奖各 2 名、三等奖 3 名，由大

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3.组委会大奖设置

（1）设优秀组织奖，对在竞赛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单位给予

奖励，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证书。

（2）设特别贡献奖，对支持大赛筹办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奖励，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证书。

三、培训考核与竞赛排名

（一）培训考核办法：

1.培训考核由理论考试（机考）与心肺复苏急救（实操）两

大部分组成，其中：

（1）理论考试总分为 100 分，考试题型均为客观题（单选

题与判断题），60分以上（含60分）为考核合格；

（2）心肺复苏急救总分为 100 分，80分以上（含80分）为

考核合格；

2.理论考试与心肺复苏急救两项考核均合格，方能获得体育

场馆管理员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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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育场馆管理员合格证书将于培训工作结束后 30 个工

作日内，由培训组委会统一制作并邮寄至各单位联络员处或各学

校领队处。

（二）竞赛排名办法：

1.个人赛（学生组、职工组）

（1）竞赛内容：理论考试+实操技能测试；

（2）竞赛办法：直接采用培训考试的理论与实操成绩，其

中，理论考试成绩*30%+实操技能测试成绩*70%=个人赛总成绩；

（3）竞赛排名：以个人赛总成绩高低进行排名。

2.团体赛

（1）竞赛内容：半场篮球场贴线；

（2）竞赛办法：严格按照竞赛规程逐项进行评分；

（3）竞赛排名：以成绩高低进行排名。

（三）时间安排

1.9月16日上午：培训实操考试（即个人赛实操部分）与“

半场篮球场贴线”团体赛；

2.9月16日中午：培训理论考试（即个人竞赛理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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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2 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 2022 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

管理技能竞赛活动报名表（在职职工）

单位名称：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职位 联系方式
是否参加

竞赛团队赛

是否

住宿
备注

联络员：

收件地址：

注：1.竞赛个人赛为必参加项目，团队赛自愿参加且参赛队伍由3—5人组成；

2.请所有报名人员将报名表与一寸个人证件照（电子版）同步发送至：ssva2016@163.com（

个人证件照以“姓名+单位”格式命名）；

3.请每个单位明确一位联络员并在备注处填写联络员姓名以及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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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 2022 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

管理技能竞赛活动报名表（在校学生）

学校名称：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龄 专业 联系方式
是否参加

竞赛团队赛

是否

住宿
备注

领队：

收件地址：

注：1.竞赛个人赛为必参加项目，团队赛自愿参加且参赛队伍由3—5人组成；

2.请所有报名人员将报名表与一寸个人证件照（电子版）同步发送至：ssva2016@163.com（

个人证件照以“姓名+单位”格式命名）；

3.请每个学校明确一位领队并在备注处填写领队姓名以及收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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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 年全省体育场馆管理员免费技能培训暨

2022 年四川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技能竞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函

培训与竞赛组委会：

我单位（学校）共派出x人参与本次活动。按照培训与竞赛

组委会疫情防控要求，现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作出如下

承诺：

我单位（学校）共派出的x人参训、参赛人员均完成健康码、

行程码、48小时核酸检测核验，x人健康码为绿码， x人行程码

无异常，x人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参训、参赛人员中x人已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免疫（含加

强针剂），所有人员近14天内均无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历史、无与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史、无与新冠病毒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的接触史。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