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跳 绳 运 动 协 会 
 

鲁跳协字﹝2020﹞15号 

 

2020年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单位立项 

通 知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的通知》、

《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山东省学生体质健

康促进条例》，深入推动我省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树立典型，发挥以点带面和辐射周

边的作用，更好推动我省跳绳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促进跳绳项目在我省的健康发展，不断改

善学生体质，增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根据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关于申请2020年山东省跳

绳（优秀）示范单位立项通知》（鲁跳协字﹝2020﹞15号）精神，经专家委员会对提交申请

的相关单位进行材料审核与评定，现确定曲阜师范大学等24个单位为山东省首批跳绳（优

秀）示范单位建设试点（名单见附件1），建设周期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希望

获批单位严格按照《2020年山东省跳绳运动（优秀）示范单位管理实施办法》和《山东省跳

绳（优秀）示范单位评估指标表》的要求，积极稳妥进行本单位的跳绳项目建设，争取早出

成果。2020年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年会期间，将对本次获批单位进行授牌仪式。建设周期内

（至2022年12月）提前完成各项指标的单位，可向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提交书面进校验收申

请，协会收到申请后提前一周联系申请单位，确定具体入校验收时间，指派专家组进行验

收，验收通过后报请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正式授牌。 

自本通知公布始一周内（至2020年12月24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若有问题请反映。 

协会联系人：于亚南          联系电话：18668960329 

 

附 件1:2020年山东省首批跳绳（优秀）示范单位获批立项建设名单 

附 件2:2020年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单位管理实施办法 

 

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      

二0二0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 件1: 

2020年山东省首批跳绳（优秀）示范单位获批立项建设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属地 批准类型 
申请 

负责人 
建设周期 

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李文记 至2022年12月 

2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省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伊士礼 至2022年12月 

3 济宁学院 山东省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杨皖霖 至2022年12月 

4 滨州学院 山东省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于宏亮 至2022年12月 

5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德州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优秀示范单位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侯歆 至2022年12月 

6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太阳城学校 德州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李传新 至2022年12月 

7 济南职业学院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徐方修 至2022年12月 

8 济南市莱芜陈毅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梅爱川 至2022年12月 

9 济南济阳唐庙小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大课间示范单位 郭 钢 至2022年12月 

10 济南市莱芜凤城高级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大课间示范单位 周升月 至2022年12月 

11 济南市天桥区滨河左岸小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单亦裙 至2022年12月 

12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双语学校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大众等级推广优秀示范

单位 
吴健霏 至2022年12月 

13 济南市历城盖佳学校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吴小刚 至2022年12月 

14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学校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大众等级推广优秀示范

单位 

山东省跳绳大课间优秀示范单位 

王欣欣 至2022年12月 

15 济南高新区陈孟小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刘宗猛 至2022年12月 

16 济南市天桥区宝华小学 济南市 
山东省跳绳大众等级推广示范单位 

山东省跳绳大课间示范单位 
亓玉云 至2022年12月 

17 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朱保中心小学 临沂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鲁 旭 至2022年12月 

18 临沂银河小学 临沂市 

山东省跳绳大课间优秀示范单位 

山东省跳绳大众等级推广优秀示范

单位 

金晓蕾 至2022年12月 

19 临沂国际学校 临沂市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优秀示范单位 徐飞龙 至2022年12月 

20 山东新体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济宁市 山东省跳绳特色项目单位 伊庆龙 至2022年12月 

21 山东省滕州市南沙河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颜 博 至2022年12月 

22 山东省滕州市洪绪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示范单位 於永峰 至2022年12月 

23 东阿县南湖行知学校  聊城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示范单位 

山东省跳绳大众等级推广示范单位 
王允斌 至2022年12月 

24 滨城区授田英才学园 滨州市 
山东省跳绳传统项目优秀示范单位 

山东省高水平跳绳示范单位 
胡海龙 至2022年12月 

 



附 件2： 

2020年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单位管理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的通知》、

《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山东省学生体质健

康促进条例》，深入推动我省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树立典型，发挥以点带面和辐射周

边的作用，更好推动我省跳绳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促进跳绳项目在我省的健康发展，不断改

善学生体质，增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特制定本办法。 

一、跳绳示范单位命名类别 

根据申报单位实际情况，分为“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区（乡、镇）”、“山东省跳绳特

色项目单位”、“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单位”等。 

二、跳绳运动示范单位命名标准 

（一） 山东省跳绳优秀示范区（乡、镇）的标准 

1. 本年度本区域范围内有 4所及以上跳绳运动特色项目学校或 2所及以上跳绳运动优秀

示范学校，能引起示范效应，或者拥有 5所及以上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会员单位； 

2. 本区域应举办或承办过省级跳绳比赛及全国跳绳联赛分站赛或总决赛等相关跳绳赛

事； 

3. 须有“中国跳绳等级教练员”中级或以上证书的教练员 10 人以上，二级及以上裁判

员 5人以上； 

4. 有较好的教学场馆、器材设施条件，有鼓励和开展跳绳的相应政策与措施，能够承办

跳绳相关赛事和培训，可以满足跳绳项目的良性开展和推广需要。 

（二） 山东省跳绳特色项目单位和优秀示范单位的标准 

1. 开展跳绳运动 1年以上，而且是面向大部分学生推广跳绳运动的学校，山东省跳绳运

动协会会员单位优先； 

2. 须有“中国跳绳等级教练员”资质（初级教练员 2人及以上，至少有 1名中级教练

员）； 

3. 有完整的开展跳绳项目的活动计划和教学文件，并有相应的申报意愿和建设规划； 

4. 有满足正常开展跳绳活动的运动场馆和器材设施，具备相应的管理条件和安全保障措

施，跳绳日常活动开展井然有序。 

三、申报程序 

（一）提交申请报告和申请表 



1．申请报告 

内容包括：跳绳活动开展规划、师资培训推广规划、相关人员资质、经费来源等内容，

并提交场地条件、设施设备状况、日常开展、管理及相关条件的说明。落款处要有单位名称

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申请表（见附件） 

内容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跳绳运动开展情况、软硬件设施情况、相关机构设置和

保障情况、未来发展规划与设想等内容。上报表要加盖单位公章。 

3. 提交时间 

申请报告和申请表提交时间确定为2020的11月16--30日，错过时间不再接受。 

4. 提交方式 

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扫描版发送协会邮箱sdtsxh668@163.com。同时，登录山东省跳绳运

动协会官网www.sdrsa.com,进行线上填报。 

纸质版邮寄到：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办公楼308室 

联系人：于亚南   联系电话：18668960329 

（二）初审和预授牌 

1.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在接收到申请报告和申请表后于2020年12月5日统一回复，符合申

报要求的单位接到答复（同意）后将“验收汇报材料”装订成册上报协会，内容包括: 验收

汇报报告、年度跳绳项目开展情况、教练员、裁判员资质情况、学校参与跳绳赛事情况、学

校场馆和器材情况，并附有支撑材料。所有材料必须在2020年12月20日前完成上报，过期不

再接收。 

2.协会收到验收汇报材料后，将成立评审委员会，采取实地考察、视频考察、听取各方

面反馈，依据本管理办法进行复审。 

3.通过复审的单位报协会常务理事会审批后，复函有关单位进行预挂牌。挂牌事宜由山

东省跳绳运动协会具体实施。相关单位同时提交本单位的相应示范单位的建设周期，一般是

1-2年。 

（三）验收和正式挂牌 

1.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建设周期，指派专家组进行现场考察和验收，验收合格的单位报

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备案完成后，进行正式挂牌。挂牌后即享有相应的权力和义务。 

2.相关单位完成挂牌工作后，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合理规划本单位的发展远景，积

极建设和完善相应的示范单位。 

四、权利与义务 

（一）权 利 

mailto: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纸质扫描版发送协会邮箱sdtsxh668@163.com
http://www.sdrsa.com/


1.享受山东省跳绳运动示范单位、示范实验区荣誉； 

2.成为协会培训、比赛、校园跳绳推广等活动合作单位； 

3.优先获得国内跳绳明星下基层推广机会； 

4.推荐相关负贵人参评“山东省跳绳运动优秀个人”； 

5.优先获得山东省比赛裁判员和培训师资推荐权； 

6.优先享受协会和政府机关的其它政策扶持； 

7.优先享受本单位跳绳活动在协会官网的推介权； 

8.优先享有本区域跳绳相关活动和产品的自主权。 

（二）义 务 

1.推广普及《大众跳绳等级锻炼标准》和跳绳强心计划，不断提高本校、本地区跳绳普

及度和技术水平； 

2.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帮扶兄弟学校和区域发展跳绳运动； 

3.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培训、比赛、大课间和强心计划等活动； 

4.积极配合协会的其它事项。 

五、检查管理 

(一) 已被命名的单位，每年山东省跳绳锦标赛比赛前期向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报送年度

工作情况总结或年审报告，附有支撑材料。 

(二) 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会对已命名的单位进行动态管理，示范单位如发生较大恶性事

件或严重违反协会有关规定，经查实，予以收回命名，并追究相关责任。 

六、审批具体流程 

第一阶段 

2020年11月16—30日，各单位递交申请“山东省跳绳运动示范校”的意向（填写示范单

位申请表）。 

第二阶段 

2020年12月5—10日，接到申请意向后，针对初审达标单位，协会可派遣专业跳绳委员会

成员，前往实地考察、记录，并进行指导工作、赛事参赛培训等（人员差旅和劳务费用由申

请学校承担）。 

针对初审未达标单位，协会可派遣专业跳绳教练及技术人员，前往开展实地培训和指导

工作（人员差旅和劳务费用由申请学校承担）。 

第三阶段 

2020年12月11—20日，初审合格后，各申报单位将验收汇报材料装订成册后上报协会，

内容包括:申报评估表（本年度跳绳项目开展情况、教练员、裁判员资质情况、学校参与跳绳



赛事情况、学校场馆和器材情况，并其他附有支撑材料）；成果展示视频（高清视频形式呈

现学校完整的跳绳活动现场，参赛作品在质量上要求画面清晰连贯、声画统一，注明参赛单

位）。作品格式：MPEG，MP4，MOV，AVI，FLV，分辨率不低于1280*720，时长为25-30分钟。 

根据国内外疫情发展与防控形势，2020年12月底（或年会期间），参照申报综合打分评

估，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复函有关单位正式挂牌，授予年度“山东省跳绳运动示范校”

称号，挂牌事宜由山东省跳绳运动协会具体实施。 

备注：申报评估表评分占比：师资队伍占15%；跳绳项目校园普及情况占30%；跳绳教学与训

练占30%；跳绳管理占15%；特色与创新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