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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能当课外体育培训教练？

国家体育总局的规范来了！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中提到的课外体育培训指的是，
以传授和提升某种体育技能为
目的，
面向 7 岁至 18 岁儿童青少
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指导、培养和
训练活动。课外体育培训主体
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
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学校
体育社团等。面向 4 岁至 6 岁学
龄前儿童的体育培训行为参照
执行本《规范》要求。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的内容包括总体要求、场地设施
要求、课程要求、从业人员要求、
内部管理要求、安全要求、附则
等 7 章共 28 条内容。其中，第 4
章第 12 条规定，课外体育培训
主体的执教人员应持有以下至
少一种证书：1.体育教练员职称
证书；2.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
格证书；3.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
颁发的体育技能等级证书；4.体
育教师资格证书；5.经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
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6.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
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聘用
外籍执教人员的，
应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并做好外籍执教人员持
有资质证书的认证工作。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

什么样的人
能做课外体育培训的执
教人员？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等开展课外体育培
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场
地条件？课外体育培训
有哪些安全要求？国家
体育总局办公厅日前印
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
为规范》，上述问题都有
了明确答案。
国家体育总局在文
件中表示，为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
（以下简称
“双减”
文
件）
《关于促进和规范社
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
见》等文件要求，
深化体
教融合，进一步完善课
外体育培训治理，促进
体育培训市场形成良好
生态、健康有序发展，
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
范》。

第 13 条规定，课外体育培训主
体应公示执教人员的姓名、照
片、资质证书编号等信息。第
14 条规定，课外体育培训主体
应对拟录用的从业人员进行背
景审查，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
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
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录用。
《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
对于课外体育培训的场地设施
也提出了明确要求，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
运动学校开展课外体育培训，
棋牌类体育项目每班次培训的
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3 平方米，
其他体育项目每班次培训的人
均培训面积不小于 5 平方米。
在课程要求章节中规定，课外
体育培训主体应配备与自身规
模适应数量的执教人员。原则
上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
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
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员。
在《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
范》中，第 6 章关于安全的要求
最多，总共有 6 条。其中，第 23
条规定，
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应配
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
包
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鼓励
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应根据自身

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
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第 26
条规定，
鼓励课外体育培训主体
购买经营场所责任险。鼓励课
外体育培训主体为参加培训人
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此外，在第 5 章内部管理要
求中，明确课外体育培训主体
应将收费标准在醒目位置公
示。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单次向
学员收取课程费用的时间跨度
不超过 3 个月。体育教师、教练
员承担课余训练、课外体育活
动、指导参赛等计入工作量，在
绩效工资中实施分配。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王雪莉表示，
“双减”
文件出台之后，
课外的体育培训
市场需要有所引导，
《课外体育
培训行为规范》的出台体现了行
业主管部门的担当和作为。
王雪莉说：
“首先，
这份文件
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它的一个基
本目的是希望明确从事课外体
育培训的相关机构要符合一些
最基本的要求。其次，
文件对于
一些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
比如
场地设施、执教人员公示、背景
调查等，
这些要求让以前一些比
较模糊的地方变得更加明晰。
第三，
因为接受课外体育培训的

主体是 7 岁至 18 岁的青少年，
因
此文件把安全方面的要求摆在
了突出位置，涉及安全培训制
度、演练、设施、保险等方面，这
种导向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
王雪莉称，
文件中大多数要
求是用
“应”
来表述，
而不是用
“禁
止”。例外的是文件的第 19 条，
它规定课外体育培训主体禁止向
参加体育培训人员出售含有酒精
的饮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暗示、
教唆、帮助参加培训人员获取和
使用兴奋剂，
这体现的是底线思
维。王雪莉表示，
这份文件更多
的还是通过引导来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
并没有明确如果相关机
构没有达到要求会有什么样的
方式去监督、管理。不过，有了
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之后，
地方体
育局和相关职能管理部门在对相
关机构进行管理乃至处罚时就有
标准和参照。
王雪莉认为，在“双减”文
件出台之后，
《课外体育培训行
为规范》的推出对于体育培训
行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加具体的、
可执行的一些标准，在与标准
的检查对照中也可能会有一些
约束性的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电）

教育部：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超八成

12 月 21 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客站支行的工作人员展
示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行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一
套，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 1
张。
（新华社发）

报纸+微信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
电 记者 21 日从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获悉，
“ 双减”政策实施以
来，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
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
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
减 84.1%。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留下的校外
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性
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
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

生 活 资 讯
门面房出租

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
马村区公交停车场门岗北侧第 3 至 5 间
门面房及公交焦北停车场院内房屋和仓
库对外招租。电话:5366008 范女士

“迪温娜养老”新居，让入住老人享受“金领护理”！
垂询电话：13503910297

13598509952

幸福港湾老年公寓 康辉老年公寓

专业护理病残瘫 医养结合 放心养老

◆公寓配备有专业的医护团队，提供中西医诊疗服务，让入住老人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老有所依，为老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建有大型健身游园、娱乐大厅，为老人提供健身、休闲、娱乐的场
所，
让入住老人老有所乐。
康辉老年公寓是省级优秀养老示范机构，场地宽阔，档次高端，设
施完善，
环境优美，
服务优良，
欢迎各界爱心敬老人士参观、指导、咨询。

电话：
13393893016（冯院长） 15938183366（苗院长）
乘 5、23、33、38 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家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
作业。各地各校普遍开展了课
后服务，课后服务项目质量有效
提升。
吕玉刚说，学校普遍更加重
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教学
管理规范，改进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绝大多数
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
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
衔接工作。普遍建立了学习困
难学生帮扶制度，保障学生学业
质量。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欢 迎 刊 登 住 房、厂
房、土地、门面房、办公
楼等各类出租转让信息

迪温娜老年乐园

饮食均衡身体壮
适量运动体魄强

转非”
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在校外学科类培训大幅压
减的同时，校内服务有效提升，
课后服务全面铺开。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99%
以上的学校制定了比较完善的
作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作业公示
制度，学校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
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
比由“双减”前的 46%提高到目
前的 90%以上。99.6%的学生
家长反映，本学期教师没有再给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股票提供资金
电话：
2780391 15893008858

闹市品牌干洗店转让

设 备 齐 全 ，豪 华 装 修 ，有
意接手者联系。
电 话 ：18039122220 李 先 生

欢迎刊登产品供求、招商合作、优惠
促销、
工商代理、
印刷包装等相关信息。

征

婚

男，61 岁，有房，有退休工
资，
烟酒不沾，
不打麻将。
寻年龄
相当、爱干净、五官端正的女士
为伴。
电话:13403901988

医院
招聘

欢迎刊登征婚
交 友 类 信 息

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招聘
医生 3 名，工资面议。
联系人：尚院长 联系电话：17737377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