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州市人 民政府亦 公
蒸府亦函 〔2015〕 117号

声州市人民政府亦公庁美子印友声州市
足球跡会改革方案 (減行 )的通知

市瑞赤、友展改革委、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財IEX局 、人カ
資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規支1委 、住房城多建没委、文化片屯新
同出版局、外亦、工商局、体育局、国税局、地税局 :

《片州市足球lll会改革方案 (武行 )》 己414届 178次市政
府常券会洪常洪愛辻,現印友分休↑],清ス真貫御抗行。仇行中
退到的同題,清径向市体育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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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州市足球跡会改革方案 (拭行 )

ヵ貫御落美中央美子足球改革友晨的決策部署,友晨振米声

州足球,推功我市足球事立不断辺上新合除,根据 《国券院亦公

斤美子印友中国足球改革友晨恙体方条的通知》(国 か友〔2015〕

11号 ,以下筒称 《中国足球改革方条》 )、 《国券院足球友晨政

車部膵咲席会袂亦公室美子印友中国足球lll会調整改革方条的

逍知》 (足部咲赤字 〔2015〕 13号 ,以下筒称 《中国足協改革

方条》)精神和我省足求改革工作要求,立足声州共昧,特制定

本方条。

一、忠体要求

(一 )指子思想。

以 《中国民球改革方条》力依据,以 《中国足lll改革方案》

力指南,努力推逃声州足球改革友晨,全面調整改革市足球協会

(以下筒称市足休 ),奄1新市足lll管 理体tll,逐歩形成依法自治、

民主llT商 、行立自律的俎鉄枢架,建立符合我国社会友晨要求和

国昧足求友晨迄勢的管理模式,力 我市足求友晨提供俎鉄保障,

力中国足球友晨作出貢献。

(二 )日 な原ス1。

接照攻社分升、叔責明後、依法自治的原ス1,政交市足協均

市足球近劫管理中lむ 両決牌子一套人島的俎須架杓。市足lll去行

政化管理,不浚行政坂男1,均 市体育局脱鈎,撤硝市足求近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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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む,建立科学化、社会化和寺立化足球管理体制和近行机制,

全面提升片州足球友展水平。

(二 )定位以能。
｀      市足llr作力具有公益性、寺立性、枚威性和片た代表性的片

州市足球近功頷域社囲法人,足唯一代表片州1的 中国足lll困体会
長,其主要取能是 :

1.推片足球逐功,幻鉄群A(特男1是 青少年 )参ヵ口各炎足
球返功,推功片州足球事立的友晨 ;

2.主亦和承亦各和足球党界和培ツ1活 動;

3.久 貴足球項目教象貝和裁芽1貝 的管理、培ツ|、 考核和坪
定工作;

4.久 貴青少年足球近功貝的管理,井追辻地抜_a■ 仄参ヵ口国
内外各美足球党界活功,支持教育部11升展校困尺球ェ作 ;

5.対轄内挙亦足球党界及本項目相美的其他活功逃行管理
和指早;

6.負 貴推功片州駅並足球友晨;

=     7.負 貴実施片州市城市足球武点工作;

8.久 貴均国内外城市、地区足協 (恙 会 )的咲絡、交流以
及学木活功;

9.升晨有僕服券活功。

市足協立弁管理上接受中国足lll、 市社囲登泥管理机美指早

和監管,井接受市体育局及相美社会俎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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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拘人員

(― )撤4肖 市足ネ近功管理ヤむ。

政交市足lll均 市足球込功管理中Iむ “一套人乃、両決牌子"

的俎鉄架杓。

(二 )市足体調右完全白主杖。

重新調整俎定市足lll。 市足lll根据定位利駅能依法独立退

行,在内部机杓浚畳、工作十支1制定、財券和新酬管理、人事管

理、国内国昧寺立交流等方面欄有完全自主杖,私板推逃我市足

球事立友晨。

(二 )管理模式わ近行れlll。

1.仇化俎鉄架杓。換届吹地市足llT,修 改 《声州市足球llI

会章程》,体班声た的代表性和を上性。市足llT新 一届主席等人

逃接逸挙程序声生。

2.カロ彊党俎鉄定浚。市足lll浚 立党俎鉄,山 市体育局党委

飯早,接照党管千部原只1,か張思想IEX治 工作和千部日常管理。

3.建立科学管理体系。在全市足求行立的俎鉄建浚、党奏、

青少年培り|、 教妹和裁井1管 理、宣侍推声、対外交流活功升晨等

方面友拝秋板作用,逐歩形成俎鉄完善、管理高残、lll作 有力、

通泣現代足球管理込菅需要的協会管理体系。

4.健全工作机tll。 市足lll建立完善内部治理架納,健仝決

策枚、机行叔、監督枚,形成呪相互tll釣又相互lll凋 的机tll。 接

照事立|む 、そ立性、工作技能和鰊合能力等因素逃抜部11久 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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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納発オ,吸牧体育管理、4済、法律等頷域仇秀人オ充実工作
仄伍,提高足協人員素反。

(四 )調整市足鉢工作人員。

1.市足球近功管理中」さ現瑞制内的人員実行双向地捧原只1,
地捧高升市足lll的人員,市体育局泣在局系銃内部同美単位妥善
安劇}工作;尽意留下的,只1接市足llI茨制后有美規定和要求枕行。
市足球近劫管理中′む現有名制由市瑞制管理部日牧回后再銃等
安‖}。

2.所有留用人員包括現有的合同工根据市足協友晨規支1和
工作需要重新聘用(合同工中女口有不符合聘用林准只1接政策実行

解聘 ),答汀工作合同 (或 労功合同),在聘任期内実行任期日
林責任tll。

3.今后市足lll芦 格接照寺立化、社会性的原ス1,向社会公
升招聘精英人オ。

4.市足球近功管理中′む原管格的退休人員由市体育局在局
系銃内同炎単位坑寿管理。

(五 )薪酬待過。

調整須建后的市足休人員薪酬待邁可参照調整俎建后中国

民llb聘用人員及中超公司人員薪酬林准,錯合片州市具体情況tll

定執行。

三、財努管理

(一 )均 市体育局脱物茨革完成后,市足協財券管理接照社

-5-



困法人机制近行,不作力萩算単位,仇行民同♯菅利俎鉄会十tll

度,単独定敗、独立核算,実行財券公升。上一年度財券扱告均

下一年度財券十支1利萩算向会長大会扱告井接受常洪,実行財券

独立,財券公升,接受申十和監督。

(二 )基子市足lll透承担着政府相美取能 (女口培ツ1和管理代

表声州1市参カロ全国、全省有美込功会的足求仄伍等),共有美径

費接年度萩算通辻市体育局扱市財政,■辻姉 定向殉采服券方

式支付。

四、資声管理

(― )市足求近功管理中lむ 撤硝后,其物立和資声庄接資声

清査的規定和程序,由 第二方逃行を項常査壷点,井由市体育局

委托市足llT元僕使用わ管理,委托llT洪須明碗相美枚責以及声杖

リヨ属、資声収益リヨ属、托管年限、至1期 移交方式等事宜。

(二 )委托市足跡管理的物立接国有資声性反,其原債杖債

券彿リヨ市体育局,市足協有又券接委托lll袂配合市体育局炎理有

美債叔債券。

(三 )委托分市足体管理わ使用的物立,市足lll有 叔逃行埜

菅管理和日常第サ第修。

(四 )市財政局会同市体育局制】市足llT国 有姿声管理規

定,提出IEX府 向市足lll賄 采服券的清単曰永和具体措施。

五、政府継鎮給予的政策支持

(一 )接照 《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美子成立中国足球友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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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的精神,力保江我市尺球事立可持象友展,没立片州足球基
金会,吸幼社会資源、接受社会公益捐贈作力片州足球友展基金 ,

支持足球公益活功。在毎年市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接一定資金板度
裁1抜給片州足球基金会。片州足球友展基金寺項用千支持青少年
足球人ォ培赤和足球公益等,用 予支持片州足球友晨基金的体育
彩票公益金不得用子足球慈善、美励等活功。片州足球基金会按
章程管理近行,依照有美法規カロ張信息公升,接受社会監督。

(二 )接照 《中国足球茨革方茉》美子カロ大足体市場牙友ヵ
度的精神,成立♯菅fll性反的片州足球友晨公司,参照中超公司
及福特宝公司的模式,具体支禅片州市取立咲界、立余界事、国
昧大界的近作経営,推功界事逐作的商立化和社会化,升展与足
球相美的姿菅活功,促逃足球声立化友晨。

(三 )市政府カロ大仝市足球友展資金的投入,特lll是カロ大足
球拭点城市寺項姿費、校困足球和青少年培ッ1寺項姿菱等投入 ,

満足片州市足球事立友晨的需要。

(四 )市政府主早加張足球吻地建浚ェ作,満足全市足球友
晨的需求。カカロ張我市青少年足球培)|ェ作,カロ快規支腱 没 1企
高林准、上規模 (汁戊1占地面秋 8万至 10万干方米,枷有 8峡
以上林准ツ1珠場和配套没施 )的仝市足球)1妹基地。核項目及其
用地幼入市体育局瑞制的《片州市公共体育没施及体育声立功能
区布局寺項規支1》 中銃年,由市政府投資建浚,委托市足lll管理
和元僕使用;或 由市政府接公共配套和公益性廣支1抜土地,市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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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逍辻箸資、自身姪菅牧益利其他渠道投資建浚。

(五 )調 整改革后的市足lll対我市公共足球場地欄有立券管

権杖、助地監督杖及仇先使用杖,我市公共足球場地対公益性足

球しヒ奏和活功庄戒免笏租。

(六 )教育部11庄不断カロ張青少年足球近功貝的文化教育エ

作,協調解決其文化学コ均近功り1珠 的矛盾,保 IIE青少年足求培

)1体系聰定,促逃我市足球事立可持象友晨。

(七 )戒少承亦 (挙亦)国昧、国内足球叱界的常批不市。

国家体育恙局已姪対体育賽事常批工作逐歩放杖,減少常批的不

市,市体育等部11也庄在各群国隊、国内叱賽常批迪程減少不市,

促逃市足llT承亦 (挙亦)足求賽事的私板性,使声大求迷和群A

不出国11就能規賞翼1精彩的国膵足球奏事。

(ノ )`貫御落共《国券院美子か快友晨体育声立促逃体育消

費的若千意几》 (国 友 〔2014〕 46号 )和 《声末省人民政府美

子か快友晨体育声立促逃体育消費的実施意几》 (學府 〔2015〕

76号 )等文件精神,根据我市美昧情況,在市足協升晨足球声

上方面分予政策支持和符合上象規定的税牧仇恵IEX策 。

(九 )市足休均市体育局脱鈎后,由市外亦、公安局均市体

育局研究亦理授子市足lll出 す来労タト事常批杖事宜,市足lll升晨

対タト交流合作享有一定的自主杖,女ロエ作人員、教妹ス、近功員

利科研人員出国叱奏、学コ交流,倶 /fN部 外籍人員工作答江,挙

外国防叱界和学木研廿邊清等方面有美常批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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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与 市体育局脱物后,市尺協在申赤、承亦足球界事以
及升晨其他足球活功等ェ作中,要指定寺人カロ張与公安、工商、
海美、栓詮栓疫等駅能部11的 洵ミlll凋 。邁至1特殊情九,由市体
育局牽共協凋。

(十一 )市政府相美取能部11要炊友展片州市足球事立的高
度,全力支持市足協工作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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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牙方式:依申清公升

抄送:市委亦公斤,市委姐鉄部,市委政策研究室,各区政府,片

州海夫,片州栓琥栓麦局,国市委,市足求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