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体群〔2022〕29 号

甘肃省体育局关于举办

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市、州体育（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兰州新区教育体育局，各

滑雪场：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加

快滑雪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为全省冰雪运动提供人才

支撑，同时为广大滑雪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提升、交流、展

示技能的平台，省体育局决定于 2023 年 1 月中旬在兰州举办以

“岗位技能练兵，服务全民健身”为主题的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

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甘肃省体育局

承办单位：甘肃省教科文卫工会

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甘肃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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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23 年 1 月 11 日—12 日，11 日上午报到，12 日下午

离会。

地点：兰州龙山国际滑雪场

三、竞赛项目

（一）滑行技术示范：小弯滑行、大弯滑行

（二）理论知识竞答

（三）教学能力指导

四、参赛人员

甘肃户籍，年龄 18-55 周岁，参赛选手须具备国家职业资格

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

五、参赛单位

（一）以各市州、兰州新区组队参加；

（二）省级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机构；

（三）高等院校、滑雪场、滑雪俱乐部、社团组织等相关单

位或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六、竞赛组别

（一）比赛分个人赛（不分男、女组别）、团体赛。

（二）个人参赛成绩带入代表队团体成绩，每队 3名队员最

好成绩计入团体总分，录取名次。

（三）每支代表队由领队、教练和 4名参赛队员组成，参赛

队员至少有 1名女队员，共 6人组成。

七、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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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赛录取前 10 名，设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

三等奖 5名，以及优胜奖若干名，颁发奖牌和证书。个人赛一、

二、三等奖获得者可申报荣获“甘肃省技术标兵”称号。

（二）团体赛录取前六名。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

等奖 3名，颁发奖牌。

（三）设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若干名，并

颁发奖牌、证书。

八、仲裁委员会

（一）大赛设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能范围按《仲裁委

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二）大赛裁判员（考评员）由甘肃省体育职业技能鉴定站

选派。

九、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参赛选手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团队集体报名。参赛选手

需填写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和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2、报名截至日期：各参赛队和个人参赛选手将报名表于2023

年 1 月 6 日前发送至邮箱 1033602442@qq.com。

联系人：魏媛媛 联系电话：0931-8817792

（二）报到

1、裁判员（考评员）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下午报到。

2、各代表队和参赛选手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上午 11：00

时之前到中山宾馆大厅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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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中山路 168 号

3、参赛选手现场报到时，须出示有效身份证，须提交自愿

参赛责任及风险承诺书。

4、报到参赛人员须身体健康良好，严禁有发热、咳嗽、咽

痛等症状人员参赛，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参赛者本人负

担。

十、保险与经费

（一）承办单位为参赛选手统一购买意外保险。如果在比

赛中受伤，按赔付额度进行报销，超出费用需自理。

（二）参赛选手无需缴纳报名费，雪场门票、雪具雪服、

头盔由承办单位提供。参赛选手从市区到雪场有专车接送。

（三）各市州、兰州新区代表队交通费自理，食宿费由大

会统一负担。其它参赛代表队、个人参赛选手费用均自理。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竞赛规程

2.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报名表

3.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承诺书

甘肃省体育局

2022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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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

竞赛规程

一、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执行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与

中国滑雪协会审定的《滑雪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实施细

则（2019 版）》。

（二）个人赛：分为预赛和决赛

1、预赛：

（1）滑行技能：采用技术评定的方式，即由裁判员（考评

员）评分（百分制）。其中每项技术评定满分各为 50 分，总分

100 分。每位裁判员（考评员）独立评分，以裁判员（考评员）

的平均分计为选手的最终得分。女子和男子一条滑行线路，女子

先出发，男子后出发。参赛选手将在一条线路中先后完成小弯滑

行和大弯滑行两种技术动作。

参赛选手在参赛过程中须全程穿戴号码服，凡未按规定穿戴

号码服、折叠或遮挡参赛号码，取消其比赛成绩。

（2）理论知识竞答（30 分钟试卷答题）：专业理论知识、

公共理论知识（解剖、生理、生化知识）。

2、决赛：个人预赛前二十名选手进入决赛教学能力指导，

教学指导+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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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指导：抽取题签，参赛选手根据教学原则，针对

被指导对象进行课程教学指导及演示。

①竞赛时间：共 13 分钟（准备 5分钟、讲解演示 8分钟）

②竞赛要求：参赛选手提前抽取题签进行准备；根据题目给

定的条件，进行完整课程演示。

③评分要点：

（2）训练计划

竞赛内容及比重 评分要点

教学准备：5% 准备器材，检查场地

安全保障：25% 安全教育、安全措施

教学组织：35% 课程内容完整性、课程密度合理性等

教学运用：35% 动作示范、教学方法和手段、错误动作纠正等

项目 内容 分值

初始基本信息评估 20%
健康问卷分析 10

冠心病危险因子评估 10

周期基本内容 60%

训练周期中各阶段运动频率 15

训练周期中各阶段运动强度 15

训练周期中各阶段运动时间 15

训练周期中各阶段运动类型 15

综合素质：20%
表达能力 10

表现形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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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分方法

（一）个人赛

1、各单项按照成绩进行排名，获得相应分值。

2、个人预赛得分=滑行技术示范成绩×50%+理论知识竞答成

绩×50%，得分高者名次列前。若得分相同，以理论知识竞答成

绩高者列前。

3、个人决赛得分=教学指导成绩×60%+训练计划成绩×40%,

得分高者名次列前。若得分相同，以教学指导分高者列前；若教

学指导得分也相同，则以预赛理论知识竞答分高者列前。

（二）团体赛

代表队个人参赛成绩带入团体赛成绩，每队计 3 人最好成

绩。

三、本规程解释权属甘肃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报名参赛代表队、参赛选手请扫二维码加入大赛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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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报名表

填报单位：（盖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手机 证件编号

领队

教练

参赛

队员

个人报名参赛不需要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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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承诺书

一、本人自愿报名参加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并签

署本责任书。

二、本人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赛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

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三、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

四、本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

施，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五、本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

大赛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不要求大赛承担任何形式的赔

偿。

六、本人同意接受大赛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

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按保险赔付额度进行报

销，超出费用本人自理。

七、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

法律责任。

八、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

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参赛项目（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

辨）：

运动员签字：

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为每名参赛选手单独 1份，由本人签字并在报到

时交给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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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体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3 日印


	甘肃省体育局关于举办
	甘肃省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