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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协会教练员培训经费管理规定 

（2023 年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足球教练员队伍建设，持续扩大教

练员人口数量，不断提升教练员整体素质，充分发挥中国足

协在教练员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会员协会在教练员培养中

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规范教练员相关培训工作经费标准，有

效防范风险，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国足协管辖范围内的会员协会、有关单位、

教练员讲师、教练员及参与中国足协教练员资格认证课程的

学员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教练员培训学时及收费标准 

 

第三条  等级教练员培训 

（一）D级教练员培训：64 学时，3000 元/人。 

（二）C级教练员培训：104 学时，6000 元/人。 

（三）B级教练员培训：168 学时，11500 元/人。 

（四）A级教练员培训：224 学时，17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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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业级教练员培训：600 学时，80000 元/人。 

第四条  守门员专项教练员培训 

（一）守门员 C 级教练员培训：48 学时，3500 元/人。 

（二）守门员 B 级教练员培训：72 学时，7000 元/人。 

（三）守门员 A级教练员培训：120 学时，12000 元/人。 

第五条  体能专项教练员培训 

（一）体能 L1 级教练员培训：104 学时，9000 元/人。 

（二）体能 L2 级教练员培训：120 学时，12000 元/人。 

第六条  继续教育培训 

（一）C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32 学时，2000 元/人，

如全部为线上培训则可酌情减少或免收学费。 

（二）B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40 学时，2500 元/人。 

（三）A级、职业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48 学时，3000

元/人。 

（四）守门员 B级、A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16 学时，

1000 元/人。 

（五）体能 L1 级、L2 级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16 学时，

1000 元/人。 

第七条  各级各类培训考核补考：2500 元/人。 

第八条  国际教练员证书认证考核：56 学时，2500 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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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讲师及工作人员酬金标准 

 

第九条  等级教练员培训 

（一）等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助理讲师及协调员酬金

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范围发放。 

（二）D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1300 元/人/天，助理讲

师 600 元/人/天，讲师助理 3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

人/天，酬金天数共计 10 天。 

（三）C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1600 元/人/天，助理讲

师 8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酬金天数共计 16

天。 

（四）B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000 元/人/天，助理讲

师 10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酬金天数共计不

超过 26 天。 

（五）A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400 元/人/天，助理讲

师 1200 元/人/天，协调员 300 元/人/天，酬金天数共计不

超过 34 天。 

（六）职业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3000 元/人/天，助理

讲师 1500 元/人/天，协调员 400 元/人/天，酬金天数以实

际课程天数为准。 

（七）等级教练员培训中的守门员、体能、竞赛规则专

项课程：按照同级别培训主讲师酬金标准发放，授课天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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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单位为 1天，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范围发放。 

（八）等级教练员培训中的其他专题课程（包括但不限

于反兴奋剂、营养学、管理学、人体科学等）：授课聘请国内

专家酬金为 4000 元/人/天，按照实际授课天数发放酬金，授

课天数最小单位为 0.5 天（3小时之内），外籍专家参照亚足

联来华专家标准执行。 

第十条  守门员专项教练员培训 

（一）守门员专项教练员培训主讲师、助理讲师及协调

员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范围发放。 

（二）守门员 C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1600 元/人/天，

助理讲师 8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酬金天数共

计 8天。 

（三）守门员 B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000 元/人/天，

助理讲师 10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酬金天数

共计不超过 11 天。 

（四）守门员 A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400 元/人/天，

助理讲师 1200 元/人/天，协调员 300 元/人/天，酬金天数

共计不超过 19 天。 

第十一条  体能专项教练员培训 

（一）体能专项教练员培训主讲师、助理讲师及协调员

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范围发放。 

（二）体能 L1 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000 元/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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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讲师 10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酬金天数

共计不超过 16 天。 

（三）体能 L2 级教练员培训：主讲师 2400 元/人/天，

助理讲师 1200 元/人/天，协调员 300 元/人/天，酬金天数

共计不超过 19 天。 

第十二条  守门员、体能专项教练员培训中的专题课程：

按照同级别培训主讲师酬金标准发放，授课天数最小单位为

1天；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范围发放。 

第十三条  继续教育培训 

（一）继续教育培训讲师及协调员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

天数“前一后一”范围发放。 

（二）继续教育培训：讲师 15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 

第十四条  讲师选拔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及考核 

（一）讲师选拔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及考核的讲师及协

调员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范围发放。 

（二）讲师选拔培训、继续教育培训：讲师（授课人员）

1500 元/人/天，协调员 200 元/人/天。 

（三）讲师考核：讲师（考核人员）1500 元/人/天，协

调员 200 元/人/天。 

第十五条  国际足联、亚足联等洲际协会或国家协会专

家来华授课：外籍专家酬金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A级教练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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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主讲师标准执行，中方助理讲师酬金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B

级教练员培训执行。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

范围发放。 

第十六条  补考培训及国际教练员证书认证考核培训：

原则上随同等级别培训班学习并进行补考或认证；如单独开

设班次，主讲师 2000 元/人/天，助理讲师 1000 元/人/天，

协调员200元/人/天。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一”

范围发放。 

第十七条  其他工作人员 

（一）各级各类培训如需聘请翻译，酬金为 1000 元/人

/天，实习翻译酬金为 500 元/人/天。 

（二）各级各类培训如需额外摄像人员，酬金为 300 元

/人/天。 

（三）其他工作人员酬金按培训实际课程天数“前一后

一”范围发放。 

第十八条  以上培训相关人员酬金标准均为税前，由酬

金发放单位代扣缴个人所得税。 

 

第四章  费用收取与支出 

 

第十九条  学费收取 

各级各类培训学员学费由培训主办或承办协会（单位）



 9 / 11 
 

收取，相关经费应全部用于培训组织，并由相关单位为学员

开具正规发票。 

（一）B级、A级、职业级、守门员 B级、守门员 A级、

体能 L1 级、体能 L2 级培训学费及补考费用：由中国足协统

一收取。 

（二）D级、C级、守门员 C级培训学费：由主办会员协

会统一收取。 

（三）继续教育培训学费：由中国足协委托承办会员协

会收取。 

（四）其他培训活动如需收费，由中国足协视情况决定

具体收取方式。 

第二十条  学员交通、食宿费用 

（一）各级各类培训学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食宿费用由各主办、承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参照

《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自行决定，须通过培训

录取通知主动公开。 

（三）培训食宿费由学员交至各承办单位或食宿提供单

位，并由相关单位为学员开具正规发票。 

第二十一条  费用支出 

培训主办或承办协会（单位）应支付培训相关组织经费，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讲师及工作人员酬金、差旅费、食宿费，

场地器材设施租赁费，交通运输费，学员装备费，物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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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办公费及选派实践课示范队伍相关费用等。 

（一）B级、A级、职业级、守门员 B级、守门员 A级、

体能 L1 级、体能 L2 级培训费用支出：讲师及工作人员酬金

由中国足协直接支付，其他费用可采用签订承办服务协议形

式委托承办会员协会支付。 

（二）D级、C级、守门员 C级培训费用支出：相关费用

全部由主办会员协会根据本规定相关标准及实际情况支出。 

（三）继续教育培训费用支出：相关费用由中国足协所

委托的承办会员协会根据本规定相关标准及实际情况支出。 

（四）其他培训活动费用支出：由中国足协视情况决定

具体支出方式。 

（五）各级各类培训主办或承办单位须于培训班结束后

45 天内向讲师及工作人员支付相关酬金。 

第二十二条  中国足协有权要求各会员协会及承办单

位提供培训相关费用收取和支出的账目明细和发票。 

第二十三条  中国足协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

调整培训相关费用的收取和支出方式。 

 

第五章  其  它 

 

第二十四条  讲师及工作人员差旅标准为飞机经济舱

或高铁二等座位，国际足联、亚足联等洲际协会或国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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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差旅标准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培训主办、承办单位承

担相关人员到达培训所在城市后的接送站服务。 

第二十五条  以上所定各类标准均为上限，各会员协会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培训费用标准，但不可突破上限。 

第二十六条  各级各类培训收费须在培训录取通知中

主动公开。 

第二十七条  各级各类培训如因课程调整增加或减少

学时数，中国足协可根据学时数变化情况相应调整课程收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另

行规定。本规定实施后，中国足协可根据实施情况或亚足联

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修正。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足协负责解释。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中国足球协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