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726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五十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５年１

０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１９９５年８

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９日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社会体育 第三章 学校体育 第四章 竞技体

育 第五章 体育社会团体 第六章 保障条件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

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

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

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 第三条 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体育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国家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鼓励企业事业

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兴办和支持体育事业。 第四条 国务院

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

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体育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

给予特别保障，增进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第六条 



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

才。 第七条 国家发展体育教育和体育科学研究，推广先进、

实用的体育科学技术成果，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体育事业。 第

八条 国家对在体育事业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 第九条 国家鼓励开展对外体育交往。对外体育交往坚持独

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第二章 社

会体育 第十条 国家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

康。 社会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遵循因

地制宜和科学文明的原则。 第十一条 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

，实施体育锻炼标准，进行体质监测。 国家实行社会体育指

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对社会体育活动进行指

导。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

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扶助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城

市应当发挥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组织居民开

展体育活动。 农村应当发挥村民委员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

的作用，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举办群众性

体育竞赛。 第十四条 工会等社会团体应当根据各自特点，组

织体育活动。 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第十六条 全社会应当关心、支持

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为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提供方便。 第三章 学校体

育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

组成部分，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 第十八

条 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并将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



的科目。 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合其特点的体

育活动。 第十九条 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

在校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 第二十条 学校

应当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活动，开展课外训练和体育竞

赛，并根据条件每学年举行一次全校性的体育运动会。 第二

十一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

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特点有关的待遇。 第二十二条 学

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配置体育场地、

设施和器材。 学校体育场地必须用于体育活动，不得挪作他

用。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体格健康检查制度。教育

、体育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学生体质的监测。 第四章 

竞技体育 第二十四条 国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鼓励运动员提

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体育竞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

争取荣誉。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支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

培养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 第二十六条 参加国内、国际重大

体育竞赛的运动员和运动队，应当按照公平、择优的原则选

拔和组建。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七

条 培养运动员必须实行严格、科学、文明的训练和管理，对

运动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道德

和纪律教育。 第二十八条 国家对优秀运动员在就业或者升学

方面给予优待。 第二十九条 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

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

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

人员流动。 第三十条 国家实行运动员技术等级、裁判员技术

等级和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制度。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体

育竞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由国务院体育



行政部门管理或者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组织管理

。 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 地

方综合性运动会和地方单项体育竞赛的管理办法由地方人民

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国家实行体育竞赛全国纪录审批制度

。全国纪录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确认。 第三十三条 在竞技

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体

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三

十四条 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竞赛的组织者和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不得弄虚作假

、营私舞弊。 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

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 严

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竞赛从事赌博活动。 第三十五条 

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重大体育竞赛，其名称、徽记、旗帜及吉

祥物等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保护。 第五章 体育社会团

体 第三十六条 国家鼓励、支持体育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组

织和开展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十七条 各级

体育总会是联系、团结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的群众性体育组

织，应当在发展体育事业中发挥作用。 第三十八条 中国奥林

匹克委员会是以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任务的体育

组织，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 第三十九条 体育科

学社会团体是体育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组织，应当

在发展体育科技事业中发挥作用。 第四十条 全国性的单项体

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

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第六章 保障条件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

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 第四十二条 国家鼓励企业事

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自筹资金发展体育事业，鼓励组织和个人

对体育事业的捐赠和赞助。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对体育资金的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体育

资金。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对以

健身、竞技等体育活动为内容的经营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加强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的规定

，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安排。 城市在规划企业、学校、街

道和居住区时，应当将体育设施纳入建设规划。 乡、民族乡

、镇应当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建设和完善体育设施。 第四十

六条 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

，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行优惠办法，提高体育设施的

利用率。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因

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体育设施的，必须经体育行政部门和

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并及时归还；按照城市规划改变体育场

地用途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行择地新建偿还。 第

四十七条 用于全国性、国际性体育竞赛的体育器材和用品，

必须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审定。 第四十八条 国

家发展体育专业教育，建立各类体育专业院校、系、科，培

养运动、训练、教学、科学研究、管理以及从事群众体育等

方面的专业人员。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

依法举办体育专业教育。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在竞

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

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在体育运动中使

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

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第五十一条 利用竞技体育从事赌博活动的，由体育行政

部门协助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由公安机关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

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十二条 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由体育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有前款所列行为

，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

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

三条 在体育活动中，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给予批评

、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

扣体育资金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资

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军队开展体育活动的具体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

依照本法制定。 第五十六条 本法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