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３〕１７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有关单位:

«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工作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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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工作方案

受疫情影响,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原定于２０２２年举办的山西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以下简称“省运会”)延期至２０２３年举办.参

照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惯例,运动会名称和标识保持不变.为

确保本届省运会圆满成功,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竞赛工作

(一)竞赛项目

省运会设竞技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

１．竞技体育项目

竞技体育项目共设２６个大项、７１９个小项的比赛.包括田

径、举重、游泳(游泳、跳水)、柔道、国际式摔跤(含女子自由跤)、体

操(体操、蹦床、艺术体操)、击剑、射击、射箭、自行车(场地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武术(武术套路、武术散打)、跆拳道、乒

乓球、篮球、网球、拳击、足球、排球、羽毛球、橄榄球(７人制)、手

球、空手道、滑冰(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滑雪(高山滑

雪、越野滑雪、单板滑雪、滑轮)、赛艇、皮划艇.

２．群众体育项目

群众体育项目共设２２个大项、２４８个小项的比赛.其中比赛

项目１８项,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排球、门球、毽

球、地掷球、象棋(含残疾人大众组)、围棋(含残疾人大众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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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拔河、跳绳、体育舞蹈、轮滑、中国式摔跤、健美操;展演项目４

项,包括健身气功、柔力球、广场舞(含健身秧歌、健身球操)、太极

拳剑.

(二)竞赛项目布局

省运会比赛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举行.

１．竞技体育项目布局

竞技体育项目布局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主,共涉及比赛场馆

２７个,其中大同市１２个、朔州市７个、太原市３个、晋中市２个、临

汾市２个、忻州市１个.

２．群众体育项目布局

群众体育项目布局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主要办赛地点,兼顾省

内其他申办城市.每个申办赛事活动的城市至少安排１个项目的

比赛,赛事活动要突出地方特色,积极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推动项

目普及发展.

(三)竞赛组织

竞技体育项目由省体育局组织实施.群众体育项目由省体育

局、省体育总会会同省直工委、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农业农村

厅、省残联、省老年体协等单位共同组织实施.

二、重要活动

(一)组委会第一次会议.２０２３年８月８日上午在大同市体

育中心会议室举行.

(二)省领导接见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２０２３年８月８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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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在大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三)开幕式.２０２３年８月８日２０:００在大同市体育中心举

行.

(四)组委会第二次会议.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７日下午在朔州市体

育馆举行.

(五)闭幕式.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８日２０:００在朔州市体育馆举

行.

(六)新闻发布会.２０２３年８月２日在大同市召开开幕式新

闻发布会,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８日在朔州市召开闭幕式新闻发布会.

以上会议(活动),届时拟邀请省领导出席.

三、组织机构

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同市政府、朔州市政

府共同承办.

适时成立省运会组委会,由副省长熊继军担任组委会主任,省

体育局局长赵雁峰、大同市市长张强、朔州市市长吴秀玲担任执行

主任,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直工委、省委网信办、省教育

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省应急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信访局、省档案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残联、省档案

馆、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纪委监委驻省文旅厅纪检监察组、省老年

体协、大同市委、朔州市委、各市政府负责人担任副主任,省体育局

副局长、大同市副市长、朔州市副市长兼任秘书长,成员由省直相

关单位、省体育局有关直属单位(机关处室)和各市相关部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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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组成.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竞赛部、群体工作部、计划财务部、新闻宣

传部、大型活动部、资源开发部、志愿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医疗

卫生保障部、后勤保障部、纪律检查部、反兴奋剂工作部等１３个部

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具体职责如下:

(一)办公室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主任,成员包括省政府办公厅秘

书六处、省体育局办公室、省体育局人事处、省档案局相关处室、省

档案馆相关处室、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负责成立省运会组委会工作机构,组织召开组委会工作会

议,承担会议的会务工作.

２．负责撰写省运会领导讲话、会议纪要等有关材料.负责组

委会有关文件的起草、印发和各类往来公文的收发、转办、催办、归

档工作.

３．负责省运会档案管理工作,按照«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

办法»,制定省运会档案工作方案和归档范围等制度标准,确保档

案资料齐全、完整、规范、安全,按规定时间向有关机构(部门)移

交.

４．负责省运会组委会领导的礼宾活动安排,负责组委会贵宾

接待、对外联络、重大活动协调等工作.

５．负责协调组委会各部门工作,编制组委会工作计划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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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汇总编印省运会总秩序册、总成绩册和指南,制作省运会各

种证件.

７．督导大同市、朔州市组织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

８．负责省领导接见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的组织和会务工作.

９．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竞赛部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山西体育职业学

院、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省体育局直属

训练单位、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大同市体育

局和朔州市体育局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工作方案.

２．制定竞技体育项目竞赛总规程及单项竞赛规程,制定竞赛

日程表,负责竞赛工作的组织实施.

３．督促、检查竞技体育项目单项竞赛承办单位的有关工作,指

导各承办单位成立单项竞赛委员会并制定工作职责.

４．制定竞技体育项目各赛区管理、运动员资格审查、报名注

册、赛风赛纪方面的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处理运动员资格纠纷.

５．负责竞技体育项目各比赛场地器材的检查验收,订制竞赛

奖杯、奖章和证书,制定各项目颁奖组织方案并指导实施.

６．负责竞技体育项目技术官员、仲裁委员、裁判员、竞赛工作

人员和竞赛督察员的选派与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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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负责汇总、核定并公布竞技体育项目竞赛成绩,配合办公室

编印总秩序册、总成绩册.

８．负责竞技体育项目奖牌榜、总分榜、输送贡献榜排名统计工

作以及各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竞技体育伯乐奖”和“竞技体

育未来之星奖”评选工作.

９．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群体工作部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直工委相关处

室、省教育厅相关处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室、省体育局全民健

身处、省总工会相关处室、省残联相关处室、省老体协相关部门、省

足协相关部门、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大同市体育局和朔州市体育

局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竞赛组织方案.

２．负责编印群众体育项目各单项竞赛规程及有关竞赛资料,

负责竞赛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３．负责汇总、核定并公布群众体育项目竞赛成绩,配合办公室

编印总秩序册、总成绩册.

４．负责群众体育项目各项比赛场地器材的检查验收,订制竞

赛奖杯、奖章和证书,制定各项目颁奖组织方案并指导实施.

５．负责群众体育项目技术官员、仲裁委员、裁判员和竞赛工作

人员的选派与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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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配合大同市、朔州市组织好省运会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

７．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计划财务部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大同市分管副市长、朔州市分管副市

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体育局财务处、省财政厅相关处室、省体

育发展中心、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编制省运会经费预算,制定经费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

核拨、审核和管理经费开支.

２．负责制定物资购置、发放和资产清理及善后处理办法并监

督执行.

３．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省运会期间各种会议和保障等工作.

４．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新闻宣传部

由省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省委网信办分管副主任、大同市委

宣传部部长、朔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部

长,成员包括省委宣传部相关处室、省委网信办相关处室、省体育

局科教宣处、省体育发展中心、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新闻宣传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确定下发省运

会会徽、吉祥物、宣传口号.

２．负责召开省运会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省运会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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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负责省运会开、闭幕式直播和大型活动宣传,设置主承办单

位官网省运会专栏,及时开展省运会报道工作.

４．负责确定省运会媒体记者名单,配合后勤保障部做好媒体

联络协调工作.

５．负责制作省运会运动员比赛、大型活动等精彩总结片.

６．组织协调、实施主承办城市社会宣传活动,指导各赛区和比

赛场馆的环境氛围宣传工作.

７．配合竞赛部做好省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工作.

８．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大型活动部

由大同市和朔州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体

育局办公室、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开、闭幕式工作方案和组织机构并组织实施.

２．负责省运会开、闭幕式的组织策划和运行团队的组织管理

工作.

３．负责对省运会开、闭幕式仪式流程、文体表演、人员管理、器

材设备等所有环节进行审查和把关.

４．负责收集参加省运会开、闭幕式所有人员的相关信息,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身份认定和证件发放工作.

５．负责省运会开、闭幕式相关的后勤保障与服务工作.

６．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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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源开发部

由大同市和朔州市分管副市长、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部

长,成员包括省体育发展中心、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统筹规划省运会资源开发工作,制定资源开发实施方案.

２．充分挖掘省运会相关资源,积极推介省运会并进行综合评

估,提升省运会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

３．负责省运会相关赛事和活动的品牌赞助及招商引资,协助

各赛区做好招商、捐赠工作.

４．统一规划管理由组委会确定的赞助招商、特许经营、社会捐

赠等其他资源开发经营业务,使用好资源开发经费.

５．指导各赛区在省运会宣传品、赛事手册、比赛门票等印制品

上发布广告,负责省运会票务发放工作.

６．统筹并协助各赛区赛事冠名工作.

７．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志愿者工作部

由团省委副书记、大同市委副书记、朔州市委副书记兼任部

长,成员包括团省委相关处室、省教育厅相关处室、省体育局相关

处室、有关高校相关部门、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志愿者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２．根据组委会各部门、各竞委会的需要,合理派遣志愿者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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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人员.

３．配合新闻宣传部组织开展社会宣传工作.

４．负责重大活动及各比赛场馆的文明观众、文明啦啦队的组

织工作.

５．负责组织志愿者机动队伍,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应急任务.

６．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九)安全保卫部

由省公安厅分管副厅长、大同市分管副市长、朔州市分管副市

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公安厅相关处室、省应急厅相关处室、省

消防救援总队相关处室、省信访局相关处室、省体育局办公室、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安全保卫、应急管理、信访维稳、消防安全工作

方案.

２．做好省运会期间全省社会面治安管控工作和火灾防控工

作,为省运会的安全顺利举办营造良好的治安和消防安全环境.

３．做好驻地、比赛场馆、活动场地的安全保卫、应急管理、信访

维稳、消防救援等工作.

４．督导各地、各部门对比赛场馆、活动场地进行安全检查,指

导相关地市做好活动期间有关上访人员的接访、劝返工作,指导属

地做好与活动相关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调用足够人员、设备、车

辆加强现场巡检、值守,防止发生火灾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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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医疗卫生保障部

由大同市分管副市长、朔州市分管副市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

省卫健委相关处室、省体育局相关处室、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

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方案和疾病防控、卫生监督、医疗救

护、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指导、督促各单项竞赛委员会做好

组织实施.

２．制定医疗保障、疾病防控、卫生监督、卫生应急等相关技术

指南、工作规范,并组织专家开展各项业务培训.

３．负责做好开闭幕式、比赛现场、代表团团部、运动员驻地的

医疗救护、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４．确定省运会定点救护医院并开设运动员救治绿色通道.

５．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一)后勤保障部

由大同市分管副市长、朔州市分管副市长、省体育局分管副局

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体育局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处室、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大同市和朔州市相关单位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组委会人员、各代表团团部、嘉宾、运动员、教练

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等人员的接待、交通等后勤保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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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组织实施.

２．制定并实施食品安全、供水供电、通信保障、气象服务等工

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３．对各赛区行政接待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４．制定省运会通信保障方案,做好比赛场馆、驻地网络布设工

作,确保通信安全畅通.

５．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二)纪律检查部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省纪委监委驻省文旅厅纪检监察组

组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体育局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相关市纪

委监委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负责制定省运会工作人员纪律规定.

２．负责成立纪律检查机构并组织监察人员的培训工作.

３．负责监督检查省运会各机构及工作人员执行党纪政纪、廉

洁自律和节俭办赛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

４．负责省运会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的督察工作.

５．负责受理对省运会工作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举报.

６．负责监督“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工作.

７．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三)反兴奋剂工作部

由省体育局分管副局长兼任部长,成员包括省体育局科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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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省反兴奋剂中心)、大同市体育局和朔州市

体育局负责人.

工作职责:

１．制定省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方案,成立组织机构并组织实施.

２．负责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培训并组织兴奋剂抽检工作.

３．对违规运动员和单位提出处理意见.

４．对兴奋剂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５．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省运会期间全省各级体育行

政部门和社会体育组织要结合实际积极行动、认真组织,在三晋大

地掀起全民健身活动高潮.省各有关单位要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

带头作用,全民健身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发挥表率作用,充分展示

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风貌.

(二)要注重弘扬山西传统体育文化.省运会要注重体育赛事

活动的文化挖掘,全方位丰富体育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充分弘扬

我省传统体育文化.在省运会宣传品制作、门票设计、赛事手册编

排、场馆布置等环节尽可能注入山西文化元素.

(三)要倡导勤俭节约.加强对赛事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省运会期间不举行宴请,不

组织与运动会无关的活动,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各项经费开支严

格按照标准执行,积极倡导“节俭、务实、高效”的省运会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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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宜

(一)组委会要根据有关要求做好赛事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二)组委会人员如有变动,由新任人员承担原任人员在组委

会的全部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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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４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