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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概述 

“全国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评估认定系统”是根据中国足协制定的《全国社会

足球青训机构认定标准（试行）》及协会领导提出的切实需求进行架构设计和技

术开发。 

本系统第一期开发为 3个模块，20多个功能，集合了基本情况、梯队管理、

科学训练、竞赛情况、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管理、教练员管理、组织机构、目标

管理、人才输送管理、成绩与奖励、服务体系、交流合作、传播与推广、特色工

作、综合评价的所有需求在一个信息平台之上，使信息管理全面、统一、规范和

便捷，有望实现建立此系统的基本目的------高效率的信息管理，低成本的运维

升级。 

二 软件运行环境 

本系统采用 Web 方式，建议使用 IE10 以上、Chrome、Firefox、360 等浏览器访

问。 

三 用户登录与注册 

3.1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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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全国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评估认定系统”，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

和验证码，注册账号点击 ，跳转到用户注册页面（用户注册页面显

示如下，具体操作下面 3.2 用户注册详细介绍）。 

登录校验： 

用户名、密码，验证码为必填，点击登录按钮后，系统将对用户名和密码进

行校验，如果用户名、密码或验证码填写错误或者不填系统有提示，系统有提示

错误。具体情况如下： 

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都有没有填写，系统提示 

 

用户名和验证码填写正确，密码填写错误，系统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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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未填写，密码和验证码填写正确，系统提示 

， 

用户名和密码填写正确，验证码填写错误，系统提示 

， 

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填写正确，系统跳转到系统首页（具体操作后面 3.3 详细

介绍） 

3.2 用户注册 

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的账号为机构自主注册，注册账号点击 ，跳转到

用户注册页面，用户注册页面显示如下： 

 

注册校验 

页面所有信息未填写，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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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所有带*为必填项，注册完成之后提示 

 

点击 ，系统跳转到登录页面。点击 ，系统返回到登

录页。 

3.3 系统首页 

 

登录成功后，系统出现诚信承诺书，页面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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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返回到登录页。点击 ，进入系统首页。 

系统首页显示如下： 

 

四 机构自评申报 

4.1 基本情况统计表 

 

基本情况统计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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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统计表”主要是对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修改操作（其中：会员数量、

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办公场所、足协注册、评估检查、场地面积、功能设施、

机构布局学校等指标也是在该页面进行修改）。 

标*项是必填项，如不填写，点击保存，将会提示

， 

点击确定，系统留在“基本情况统计表”页面。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点击 ，跳转到证明材料上传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全国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评估认定系统使用说明书—中体网 

 

该页面主要是针对“基本情况统计表”中涉及到的指标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

如要上传“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材料，点击 按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系统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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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并对其

可以进行重新上传。不提供编辑操作。 

4.2 梯队管理 

 

梯队管理页面列表显示如下： 

 

可对梯队管理做添加、查询，编辑，删除的操作。 

 

添加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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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梯队的名单的时候，系统要求使用，系统自带的模板，点击 ，

系统提示： 

点击下载，

模板自己下载，根据模板中的内容，对相应数据做填写，然后在做添加。 

如果模板中的数据填写的不正确或者少填写，系统会给出相对应的提示。 

 

在不填写信息的情况下，点击 ，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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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保存，系统提示 

 

点击确认，系统跳转到列表显示页面。 

信息填写不完整，页面会有相应的提示。如果不做数据的添加，点击 按

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xls,xlsx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3.只支持制定模板的上传 

 

编辑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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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加载展示在页面，上传的证明材料，可以在线预览，点击 ，可以在线

预览上传的证明材料 。 

点击 按钮，系统可以对文件进行重新上传。 

在修改梯队的名单的时候，系统要求使用，系统自带的模板，点击 ，

系统提示： 

点击下载，

模板自己下载，根据模板中的内容，对相应数据做填写，然后在做添加。 

如果模板中的数据填写的不正确或者少填写，系统会给出相对应的提示。 

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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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xls,xlsx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3.只支持制定模板的上传 

删除操作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显示列表数据。 

 

查询操作 

“梯队管理”查询功能，根据队伍名称进行查询，点击 按钮，根据查找

内容查询出来相对应的信息。 

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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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学训练 

 

科学训练页面，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针对的是“科学训练”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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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可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

提供编辑操作。 

4.4 竞赛情况 

竞赛情况与梯队比赛情况页面列表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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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情况和梯队比赛情况可做添加、查询，编辑，删除的操作。 

 

竞赛情况添加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在不添加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点击 ，系统提示 

,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保存，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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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系统跳转至信息列表显示页面。 

信息填写不完整，页面会有相应的提示。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

表页面。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编辑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至编辑页面，显示如下： 

 

信息加载展示在页面，上传的证明材料，可以在线预览，点击 ，可以在线

预览上传的证明材料 。 

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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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删除操作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点击确定，显示列表数据。 

 

查询操作 

“竞赛情况”查询功能，根据比赛名称进行查询，点击 按钮，根据查找

内容查询出来相对应的信息。 

示例如下： 

 

 

梯队比赛情况添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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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在不添加任何信息的情况下，点击 ，系统提示 

,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保存，系统提示 

 

点击确认，系统跳转至信息列表显示页面。 

信息填写不完整，页面会有相应的提示。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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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页面。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编辑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至编辑页面，显示如下： 

 

信息加载展示在页面，上传的证明材料，可以在线预览，点击 ，可以在线

预览上传的证明材料 。 

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全国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评估认定系统使用说明书—中体网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删除操作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点击确定，显示列表数据。 

 

查询操作 

“梯队比赛情况”查询功能，根据队伍名称进行查询，点击 按钮，根据

查找内容查询出来相对应的信息。 

示例如下： 

 

4.5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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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针对的是“人力资源”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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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可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

提供编辑操作。 

4.6 工作人员管理 

工作人员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可对工作人员管理做添加、查询，编辑，删除的操作。 

 

查询功能 

可根据姓名、性别，对工作人员查询。 

示例如下： 

根据姓名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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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类型功能 

点击 按钮，可添加、编辑、删除本机构的职位类型。 

 

“职位类型”页面显示如下：

 

可对工作人员管理做添加、编辑、删除的操作。 

 

点击 ，可对职位名称进行编辑： 

页面显示如下： 

 

修改完成后，点击 即可完成操作，同时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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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可删除所选职位名称。如该职位正

在使用，则不允许删除： 

 

 

 

添加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填写人员的基本信息：姓名、标准像（点击“标准像”后的 按钮，

选择文件）、性别、民族、证件号码、出生日期、政治面貌、学历、职位类型、

工作类型、合同开始日期、合同截止日期、合同（点击“合同上传”后的

按钮，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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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页面标*项为必填项。在不添加信息的情况下，点击 ，系统提示 

 

相应数据填写不正确也会有提示： 

示例如下： 

身份证号的格式不正确，系统会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 

、 

 

如果填写身份证号已存在，系统会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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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同截止日期在合同开始日期之前，系统会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保存，系统提示 

 

点击确认，系统跳转到列表显示页面。 

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编辑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信息加载展示在页面，上传的证明材料，可以在线预览，点击 ，可以在线

预览上传的证明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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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显示列表数据。 

 

4.7 教练员管理 

教练员管理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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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教练员管理做添加、查询，编辑，删除的操作。 

查询功能 

可根据姓名、性别、民族，对工作人员教练员查询。 

示例如下： 

根据姓名查询： 

 

添加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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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教练员的基本信息：姓名、标准像（点击“标准像”后的 按

钮，选择文件）、性别、民族、证件号码、出生日期、政治面貌、国籍、是否在

当地足协备案、毕业院校、专业名称、学历、执教年限、毕业时间、教练员等级、

工作类型、职位类型、合同开始日期、合同截止日期、教练员证书（点击“教练

员证书”后的 按钮，选择文件，并上传）、合同（ 按钮，选

择文件，并上传）。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页面标 项为必填项。在不添加信息的情况下，点击 ，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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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填写的证件号码在该机构中已存在，系统会进行提示，如下图所示 

 

如果所填写的证件号码已经存在于三个机构中，系统会进行提示，如下图所

示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 ，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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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编辑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编辑人员的基本信息：姓名、标准像（点击“标准像”后的 按钮，

重新选择文件）、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政治面貌、国籍、是否在当地足协备

案、毕业院校、专业名称、学历、执教年限、毕业时间、教练员等级、工作类型、

职位类型、合同开始日期、合同截止日期、教练员证书（点击“教练员证书”后

的 按钮，重新选择文件）、合同（点击“合同上传”后的 ，

重新选择文件）。 

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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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页面标 项为必填项。在不填写的数据的情况保存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删除操作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显示列表数据。 

详情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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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传文件的文件名，可以在线预览上传的文件。 

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4.8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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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针对的是“组织机构”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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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可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

提供编辑操作。 

 

4.9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针对的是“目标管理”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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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提供编辑操作。 

4.10 人才输送管理 

“人才输送管理”页面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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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人才输送管理做添加、查询、查看、编辑、删除的操作 

 

查询操作 

 

用户可以根据姓名、教练进行查询。 

示例如下： 

根据姓名的查询： 

 

 

 

添加功能 

 

点击 按钮，跳转到添加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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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输送信息主要是添加运动员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教练、在本

机构训练开始日期、在本机构训练结束日期、输送日期、输送队别、输送运动队

名称、输送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 

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在添加人才输送信息时，所有带 的都不能为空。 

系统要求身份证号不能为空，并且身份证号不能重复； 

 

在本机构训练结束日期必须大于在本机构训练开始日期一年。 

 

信息完全填写正确，点击保存，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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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系统跳转到列表显示页面。 

信息填写不完整，页面会有相应的提示。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

表页面。 

 

编辑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信息加载展示在页面，上传的证明材料，可以在线预览，点击 ，可以在线

预览上传的证明材料 。 

点击 按钮可对文件做重新上传。将要修改的数据修改完成，点击

按钮，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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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做修改，点击 ，跳转到列表显示界面。 

修改上传文件注意事项： 

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

支持上传超过 10M 的文件 

 

删除操作 

在列表显示界面，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页面 

， 

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提示 

 

显示列表数据。 

详情操作 

点击 按钮，跳转到编辑页面，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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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在线预览上传的文件。 

点击 按钮，系统跳转到信息列表页面。 

 

4.11 成绩与奖励 

成绩与奖励页面显示如下： 

 

该页面针对的是“科学训练”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 

可以进行批量导入，点击 ,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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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板内显示的信息填写，进行批量导入，点击  

选择文件，显示文件名称，点击 ，文件进行批量上传。文件

上传成功后以列表形式展示。 

上传文件提示：只能根据下载的模板正确的填写数据，进行上传。 

如果上传的文件中有错误信息，系统会给出相应的提示信息。 

 

 “成绩与奖励”有查询功能，可以根据比赛级别，队伍名称，名次进行

查询，点击 按钮，可以根据条件查询出来信息。 

示例如下： 

根据名次进行查询： 

  

4.12 服务体系 

服务体系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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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针对的是“服务体系”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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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提供编辑操作。 

 

1.13 交流合作 

交流合作页面，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针对的是“交流合作”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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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 

不提供编辑操作。 

4.14 传播与推广 

传播与推广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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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针对的是“传播与推广”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

的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

单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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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提供编辑操作。 

 

4.15 特色工作 

特色工作页面，如下图所示： 

 

该页面针对的是“特色工作”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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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 

不提供编辑操作。 

 

4.16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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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针对的是“综合评价”下面的指标。根据本机构的实际情况，选择符合的

选项，并点击 按钮保存（选项前是 的是多选项，选项前是 的是单

选项。） 

 

上传证明材料功能 

针对固定的选项进行证明材料的上传操作，点击选项同一行的 按

钮，选择要上传的文件（上传文件注意事项：1、请上传

doc,docx,xls,xlsx,pdf,jpg,jpeg,gif,png,bmp 格式的文件 2、不支持上传超

过 10M 的文件），选好后，点击 按钮进行上传操作。（如果没有选择文件，

直接点击上传按钮，会提示

）。 

每一项指标的证明材料可以进行多次上传。 

 

文件上传后，会在列表上显示，如下图所示 



全国社会足球青训机构评估认定系统使用说明书—中体网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上传的证明材料。 

如证明材料上传错误，找到对应行要删除的数据，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

并可以对其重新上传。不提供编辑操作。 

 

4.17 机构认定汇总表 

机构认定汇总表，页面显示如下： 

 
该页面主要显示三级指标的自评得分，复评得分，统评得分。 

 

申报功能 

 

点击 按钮，可进行申报，申报时系统提示： 

 

点击确认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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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用户管理 

5.1 修改密码 

密码修改页面显示如下： 

 

更改密码必须先输入旧密码，再输入新密码之后，会有一个确认新密码的验证。 

如果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输入的都正确，点击保存 ，系统提示： 

 

点击确认，系统跳转至登录页，用户需要重新登录。 

如果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输入的有错误，系统会有相应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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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重新输入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 

 

5.2 注册信息查询 

注册信息显示页面如下： 

 

点击 按钮，系统可以对注册时上传的证明材料进行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