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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申请学校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 申报表申报表

““新申请学校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

省（区、市）省（区、市） 上海市上海市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学校代码学校代码 1025410254

学校地址学校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海港大道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海港大道 15501550 号号 邮编邮编 201306201306

教育部已批准运动项目教育部已批准运动项目 游泳、武术、龙舟游泳、武术、龙舟

申报项目申报项目 足球（男子）足球（男子）

学校领导学校领导 姓名：王海威姓名：王海威 电话：（电话：（021021））3828416138284161

体育部负责人体育部负责人 姓名：王国勇姓名：王国勇 电话：电话：1337023430013370234300

该项目主教练基本情况该项目主教练基本情况

姓名：王国勇、张奇姓名：王国勇、张奇 电话电话：：1337023430013370234300、、1582144423515821444235

职称：教授（一级）、讲师（一级）职称：教授（一级）、讲师（一级） 年龄：年龄：5050 岁岁 3030 岁岁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王国勇王国勇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本科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本科，，硕士进修硕士进修，，葡萄牙米尼奥大学体育葡萄牙米尼奥大学体育

休闲娱乐博士休闲娱乐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在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学、、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海事有多年的足球教学及训练经验上海海事有多年的足球教学及训练经验，，20120155

年起任上海海事足球队总教练兼领队，主抓足球改革工作。年起任上海海事足球队总教练兼领队，主抓足球改革工作。

张张 奇奇 上海体育学院本科、硕士。上海体育学院本科、硕士。 20102010 年任校足球队教练，年任校足球队教练，在在

2015-20172015-2017 年年 获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三连冠。获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三连冠。

该项目助理教练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姓名：朱军凯、黄永安姓名：朱军凯、黄永安、、江红柯江红柯 电话电话：：1582130162815821301628、、1502345599615023455996

职称：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职称：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年龄：年龄：4141 岁、岁、5151 岁、岁、4141 岁岁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朱军凯朱军凯 助理教练助理教练，，守门员教练守门员教练，，足球博士足球博士，，发表多篇足球相关的研究发表多篇足球相关的研究

论文，有论文，有 1515 年高校足球执教经验。年高校足球执教经验。

20142014、、20052005 年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年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浙江区浙江区））第二第二、、一名一名。。

20122012 年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女子组比赛第一名。年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女子组比赛第一名。

20102010、、20062006 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丙组丙组））第一名第一名。。

黄永安黄永安 体能教练，体能教练，2525 年高校健身执教经验，健身专家。年高校健身执教经验，健身专家。

江红柯江红柯 康复理疗师康复理疗师，，具有理疗具有理疗、、康复康复、、运动人体科学的学习背景运动人体科学的学习背景，，运运

动医学基础理论扎实、解剖理论能准确熟练，会针灸、动医学基础理论扎实、解剖理论能准确熟练，会针灸、SES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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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吊、康复工作经验。悬吊、康复工作经验。2525 年高校教学训练经验。年高校教学训练经验。

该项目组师资状况该项目组师资状况

1.1.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88

2.2.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学历、学历：：

王国勇王国勇 5050 岁岁 教教 授授 博士博士

江红柯江红柯 4242 岁岁 副教授副教授 博士博士

黄永安黄永安 5050 岁岁 副教授副教授 硕士硕士

刘刘 涛涛 4141 岁岁 副教授副教授 硕士硕士

朱军凯朱军凯 4141 岁岁 讲师讲师 博士博士

张张 奇奇 3535 岁岁 讲师讲师 硕士硕士

宋海龙宋海龙 5858 岁岁 讲师讲师 本科本科

李李 志志 4444 岁岁 讲师讲师 本科本科

3.3. 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

王国勇王国勇 教教 授，足球队总教练。长期从事足球教学和体育科学研究，授，足球队总教练。长期从事足球教学和体育科学研究，

一直担任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总教练和领队，有丰富的管理和领一直担任学校高水平运动队总教练和领队，有丰富的管理和领

导经验。自导经验。自 20152015 年起担任校足球队总教练兼领队。年起担任校足球队总教练兼领队。

张张 奇奇 讲讲 师师，，足球硕士足球硕士，，主教练主教练。。 自自 20102010 年起带校足球队主教练年起带校足球队主教练，，

2015-2012015-20177 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冠军。。

黄永安黄永安 副教授，体能教练。副教授，体能教练。2828 年从教经验，健身健美专职教师教练年从教经验，健身健美专职教师教练。。

朱军凯朱军凯 讲师讲师，，足球足球博士博士，，助理教练助理教练，，守门教练守门教练。。亚足联亚足联 BB 级教练员证级教练员证

书，书，2020 年从教经验，足球博士。年从教经验，足球博士。

江红柯江红柯 副教授，康复理疗师。副教授，康复理疗师。2020 年从教经验，运动医学博士。年从教经验，运动医学博士。

刘刘 涛涛 副教授，前足球校队教练。从事足球教学副教授，前足球校队教练。从事足球教学 1515 年以上。年以上。

宋海龙宋海龙 讲讲 师，前足球校队教练。从事足球教学师，前足球校队教练。从事足球教学 3030 年以上。年以上。

李李 志志 讲讲 师，校园足球赛事管理。从事足球教学师，校园足球赛事管理。从事足球教学 1515 年以上。年以上。

11开展该项目已具有的场开展该项目已具有的场

馆设施、器材条件馆设施、器材条件

学校现有标准足球场学校现有标准足球场 33 片，五人制足球场地片，五人制足球场地 1010 片，体育健身功能房、健片，体育健身功能房、健

身器械房身器械房 22 个，游泳池（可用放松训练），足球教学训练设备齐全丰富个，游泳池（可用放松训练），足球教学训练设备齐全丰富。。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

赛每年可提供保障的经赛每年可提供保障的经

费状况费状况

学校每年拨款学校每年拨款 2020 万元的标准投入足球的训练和比赛经费，对于超支的费万元的标准投入足球的训练和比赛经费，对于超支的费

用均追加经费全额报销。用均追加经费全额报销。20162016 年学校投入资金建造了灯光足球场，校足年学校投入资金建造了灯光足球场，校足

球队可以晚上训练。球队可以晚上训练。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

赛能否采取针对性强、赛能否采取针对性强、

时效性明显和特色的教时效性明显和特色的教

学训练与学籍管理规定学训练与学籍管理规定

学校能根据该项目的训练竞赛特点，结合招收情况制定专门教学训练计学校能根据该项目的训练竞赛特点，结合招收情况制定专门教学训练计

划划、、学籍管理规定学籍管理规定、、运动员推免保送制度等运动员推免保送制度等，，如如《《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

动队管理办法动队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运动竞赛工作条例上海海事大学运动竞赛工作条例》》、、《《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

““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高水平运动队日常管理制度》。》、《高水平运动队日常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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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体质健康标准》》状况状况（（按按

年度测试数据填写，年度测试数据填写，限限

200200 字）字）

我校一直组织开展体质测试工作，按时上报教育部。近四年情况如下：我校一直组织开展体质测试工作，按时上报教育部。近四年情况如下：

2012-20132012-2013 年：总测人数年：总测人数 81758175 人，合格人，合格 76797679 人，合格率人，合格率 93.93%93.93%。。

2013-20142013-2014 年：总测人数年：总测人数 69676967 人，合格人，合格 63756375 人，合格率人，合格率 91.50%91.50%。。

2014-20152014-2015 年：总测人数年：总测人数 1159811598 人，合格人，合格 1059710597 人，合格率人，合格率 91.37%91.37%。。

2015-20162015-2016 年：总测人数年：总测人数 1394413944 人，合格人，合格 1317613176 人，合格率人，合格率 94.49%94.49%。。

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情况育运动情况（（限限 200200 字字））

学校学校获获““20152015 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先进学校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先进学校””，，““20162016 年年上海市上海市

学生运动会学生运动会‘‘校长杯校长杯’’””。。学校积极学校积极参加参加各类各类““阳光体育阳光体育””，包括，包括龙舟龙舟、、

舞龙舞龙、、篮球篮球、、足球足球、、健身操健身操、、啦啦操啦啦操、、健美操健美操、、体育舞蹈等体育舞蹈等赛事赛事。。学校每学校每

年开展年开展体育节体育节、校、校运会、趣味运动会等运会、趣味运动会等 2020 多项群体赛事多项群体赛事，形成，形成学校学校天天天天

有活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月月有赛事的局面的局面。。学校成功学校成功承办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承办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乙预乙预））；；

每年承办每年承办上海市大学生上海市大学生游泳赛、游泳赛、龙舟赛、足球赛、篮球赛、网球赛等。龙舟赛、足球赛、篮球赛、网球赛等。

学校意见学校意见

同同 意意

学校签章：学校签章：

20172017 年年 0909 月月 1818 日日

专家组评估意见专家组评估意见

（请另附详细意见）（请另附详细意见）
专家签名：专家签名：

年年 月月 日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评审分数评审分数 评审名次评审名次

签签 章章

年年 月月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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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申请学校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评估指标体系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分值

分配分配
得分得分

组织领导组织领导

（（55 分）分）

学校领导重视，分工明确，定期研究学校体育工作和课余训学校领导重视，分工明确，定期研究学校体育工作和课余训

练有关问题练有关问题
22 22

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建全，责任权限清晰，管理制度完备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建全，责任权限清晰，管理制度完备 22 22

学校运动训练竞赛发展目标明确，符合学校实际情况学校运动训练竞赛发展目标明确，符合学校实际情况 11 11

教练员队教练员队

伍建设伍建设

（（2020 分分））

现从事该现从事该

项目的专项目的专

任教师数任教师数

量量

≥≥55 人人 55

55≥≥33 人人 33

≤≤22 人人 11

主教练员主教练员

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教教 授（国家级教练）授（国家级教练） 55

55副教授（高级教练）副教授（高级教练） 33

讲讲 师（中级教练）师（中级教练） 11

原运动经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历和执教

经历经历

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

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

训练训练 22 年以上年以上

44
44

该项目任课教师该项目任课教师 22

助理教练助理教练

员基本情员基本情

况况

教教 授（国家级教练）授（国家级教练） 33

22副教授（高级教练）副教授（高级教练） 22

讲讲 师（中级教练）师（中级教练） 11

原运动经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历和执教

经历经历

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原该项目专业运动员（曾获得一级及

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以上运动等级）或执教该项目专业队

训练训练 22 年以上年以上

33
33

该项目任课教师该项目任课教师 22

场馆设施场馆设施

（（1515 分分））

完全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完全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515
1515

基本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基本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010

可提供的可提供的

保障经费保障经费

（（1010 分分))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2020 元以上的训练补贴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1010

1010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515 元以上的训练补贴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88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010 元以上的训练补贴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66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55 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元以上的训练补贴，且具有充足的

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训练装备和参赛经费支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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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分值

分配分配
得分得分

教学管理教学管理

（（1010 分分））

完全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完全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

与学籍管理规定与学籍管理规定
1010

1010
基本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基本能够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色的教学训练

与学籍管理规定与学籍管理规定
55

该项目已该项目已

取得的竞取得的竞

赛成绩赛成绩

（（2020 分分））

近三年近三年曾曾 33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前 33
名成绩名成绩

2020

2020

近三年近三年曾曾 33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前 88
名成绩名成绩

1515

近三年近三年曾曾 11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前 33
名成绩名成绩

1010

近三年近三年曾曾 11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前前 88
名成绩名成绩

55

国家学生国家学生

健康体质健康体质

标准实施标准实施

状况状况

（（1010 分分））

近三年实施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测试率 100%100%、、及格及格率率

85%85%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1010

1010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90%90%、及格、及格率率

80%8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77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80%80%、及格、及格率率

70%7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55

学生阳光学生阳光

体育实施体育实施

情况情况

（（55 分）分）

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

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显著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显著
55

55

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

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较好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较好
33

其他其他

（（55 分）分）

根据申请书、相关辅助申报材料和学校所处地域情况等整体根据申请书、相关辅助申报材料和学校所处地域情况等整体

内容予以评判内容予以评判
55 55

总得分总得分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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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海海事大学简介上海海事大学简介

一、学校概况：一、学校概况：

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以航运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以航运、、物流物流、、海洋为特色海洋为特色，，具有工学具有工学、、管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经济学、、法学法学、、文学文学、、理学和理学和

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20082008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交通运输部签订协议，共建上海海事大学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交通运输部签订协议，共建上海海事大学。。

学校设有学校设有 2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气工程电气工程）），，2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管理科学工程管理科学工程）），，1919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31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959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66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1010 个工程硕士点，个工程硕士点，4747 个本科专业。拥有个本科专业。拥有 1111 个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现有个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现有 11 个个

国家重点国家重点（（培育培育））学科学科，，11 个上海市高峰学科个上海市高峰学科，，22 个上海市高原学科个上海市高原学科，，99 个部市级重点学科个部市级重点学科，，工程学科进工程学科进入入

ESIESI 全球前全球前 1%1%。。55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1 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66 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专业专业，，1717 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现有现有 22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2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中心，55 个国家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个国家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11 个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设有水上训练个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设有水上训练

中心中心，，拥有万吨级集装箱教学实习船拥有万吨级集装箱教学实习船““育锋育锋””轮轮，，4.84.8 万吨散货教学实习船万吨散货教学实习船““育明育明””轮轮。。在在 20042004 年教育部年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和 20062006 年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年教育部英语专业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20162016 年年，，年度科技总经费达到年度科技总经费达到 2.2.88

亿元，获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及部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亿元，获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及部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0172017 年年 88 月月 2222 日上午，中国航海学会和上海海日上午，中国航海学会和上海海

事大学在北京共同发布事大学在北京共同发布《《南海航行状况研究报告南海航行状况研究报告》》。。首次以航海领域学术团体的客观声音首次以航海领域学术团体的客观声音，，充分表明船舶充分表明船舶

在南海的航行是自由安全的，这为南海航行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判断依据和结论。在南海的航行是自由安全的，这为南海航行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判断依据和结论。

学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学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设有商船学院设有商船学院、、交通运输学院交通运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设亚洲邮轮学院设亚洲邮轮学院））、、物物

流工程学院流工程学院（（设中荷机电工程学院设中荷机电工程学院））、、法学院法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文理文理

学院学院（（设马克思主义学院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悲鸿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学院、、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等二级办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等二级办

学部门学部门。。在在 2100021000 余名学生中余名学生中，，本科生本科生 1700017000 余人余人，，在校研究生在校研究生 35003500 余人余人，，留学生留学生 700700 余名余名。。在在 11001100 余余

名专任教师中，有教授名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156156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约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约 62.4%62.4%。学校致力于培养国家航运业所需要的。学校致力于培养国家航运业所需要的

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已向全国港航企事业单位及政府输送了大量毕业生已向全国港航企事业单位及政府输送了大量毕业生，，被誉为被誉为““高级航运人才的摇篮高级航运人才的摇篮””。。

学校学校 20132013 年成立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和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中国（上海）自贸区年成立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和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将自贸区建设与供应链研究有机结合供应链研究院将自贸区建设与供应链研究有机结合，，以提升自贸区产业链建设水平以提升自贸区产业链建设水平，，促进自贸区货物贸易促进自贸区货物贸易

向服务贸易的转型发展向服务贸易的转型发展，，同时推动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同时推动政府监管职能的转变。。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采取国际上先进的商学院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采取国际上先进的商学院

运作模式运作模式，，与全球优秀教育机构资源共享与全球优秀教育机构资源共享，，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着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航运金融教育品牌国际知名的航运金融教育品牌，，构筑具有构筑具有

影响力的航运高端人才输出基地。影响力的航运高端人才输出基地。

20082008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上海海事大学、虹口区人民政府等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上海海事大学、虹口区人民政府等 2200

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中心挂靠上海海事大学中心挂靠上海海事大学，，是国际航运业发展的研究和咨询是国际航运业发展的研究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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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机构，，为政府和国内外企业与航运机构等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服务为政府和国内外企业与航运机构等提供决策咨询和信息服务，，是上海市教委首批建立的是上海市教委首批建立的““高校知识高校知识

服务平台服务平台””之一。之一。 20142014 年，市教委将该平台挂牌为年，市教委将该平台挂牌为““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

学校与境外学校与境外 8080 余所姐妹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开展教师交流、合作办学、合作科研、学余所姐妹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开展教师交流、合作办学、合作科研、学

生交换等。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挪威船级社等国际知名航运组织生交换等。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挪威船级社等国际知名航运组织//机构建立机构建立

了密切联系。自了密切联系。自 20102010 年起开设年起开设““国际班国际班””，邀请美国、韩国、波兰、俄罗斯、德国等国家航海院校的学，邀请美国、韩国、波兰、俄罗斯、德国等国家航海院校的学

生来校学习生来校学习““航海技术航海技术””““航运管理航运管理””等专业等专业。。20112011 年年，，经教育部批准经教育部批准，，学校与加纳中西非地区海事大学学校与加纳中西非地区海事大学

合作举办合作举办““物流管理物流管理””本科教育项目本科教育项目，，并开始在非洲招生并开始在非洲招生，，这是上海市地方高校第一个颁发中国高校本科这是上海市地方高校第一个颁发中国高校本科

文凭的海外办学项目。文凭的海外办学项目。20122012 年，学校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为年，学校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为““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

二、体育部概况：二、体育部概况：

上海海事大学体育部现有教师上海海事大学体育部现有教师 4444 人人，，其中教授其中教授 11 人人、、副教授副教授 1414 人人，，讲师讲师 2020 人人、、助教助教 55 人人。。教师中教师中 33

名拥有博士学位、名拥有博士学位、1212 名拥有硕士学位，大部分教师年龄在名拥有硕士学位，大部分教师年龄在 3535 岁以下，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体育部下设航岁以下，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体育部下设航

海海、、球类球类、、综合三个教研室综合三个教研室，，设有教学设有教学、、科研科研、、群体群体、、运动队四个职能运动队四个职能，，体育部承担全校的本科体育教学体育部承担全校的本科体育教学、、

运动训练、体育科研、群体工作、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运动会等学校各项体育工作。运动训练、体育科研、群体工作、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运动会等学校各项体育工作。

在教学方面，体育部开设有在教学方面，体育部开设有 2020 多个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多个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

女子健美操女子健美操、、女子形体女子形体、、瑜伽瑜伽、、地掷球地掷球、、游泳游泳、、健美健美、、散打散打、、跆拳道等内容跆拳道等内容。。体育部重视教学研究和教学体育部重视教学研究和教学

改革，《武术》、《航海体育》课程入选上海市精品课程，《有氧健身》课程入选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改革，《武术》、《航海体育》课程入选上海市精品课程，《有氧健身》课程入选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

20152015 年我校获得了年我校获得了““上海市阳光体育先进学校上海市阳光体育先进学校””。。

上海海事大学拥有教育部批准的武术上海海事大学拥有教育部批准的武术、、游泳和龙舟三支高水平运动队游泳和龙舟三支高水平运动队。。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特色在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特色

鲜明鲜明，，成绩显著成绩显著。。游泳高水平队在游泳高水平队在 20162016 世界救生锦标赛上世界救生锦标赛上（（芬兰芬兰））张思诗获得张思诗获得 22 金金，，在在 20152015 年全国青年年全国青年

运动会上许丹露同学获得女子运动会上许丹露同学获得女子 400400 米混合泳和米混合泳和 800800 米自由泳金牌。游泳高水平队在米自由泳金牌。游泳高水平队在 20162016 年全国大学生游年全国大学生游

泳锦标赛夺得泳锦标赛夺得 66 金金 33 银银 66 铜铜 （（20152015 年年：：22 金金 22 银银 33 铜铜）），，我校连续荣获我校连续荣获 20152015 年年、、20162016 年中国大学生体年中国大学生体

协协··游泳分会的特殊贡献单位游泳分会的特殊贡献单位。。武术高水平队获得武术高水平队获得 20162016 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66 金金 55 银银 66 铜铜（（20120155

年：年：44 金金 22 银银 44 铜）；铜）；20162016 年上海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年上海大学生武术锦标赛（20152015 年：年：1010 金金 66 银银 22 铜）。龙舟高水平队参加了铜）。龙舟高水平队参加了

华盛顿州第十届挑战杯龙舟赛华盛顿州第十届挑战杯龙舟赛，，在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在来自美国和中国的 4242 支龙舟队中夺得冠军支龙舟队中夺得冠军，，在在 20162016 中国龙舟公开赛上中国龙舟公开赛上

也获得了也获得了 22 金的佳绩金的佳绩。。在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在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上海海事大学勇夺上海海事大学勇夺 11 金金 33 银银 11 铜铜。。袁茹蓓袁茹蓓、、张东霜张东霜、、

李懿成功包揽女子雷迪尔级比赛前三名。许丹露获女子李懿成功包揽女子雷迪尔级比赛前三名。许丹露获女子 400400 米个人混合泳米个人混合泳 亚军；张思诗获女子亚军；张思诗获女子 200200 米个米个

人混合泳亚军。郭梦娇获武术女子个人全能（拳剑枪）季军。人混合泳亚军。郭梦娇获武术女子个人全能（拳剑枪）季军。

健美操健美操、、舞龙舞龙、、地掷球地掷球、、足球足球、、篮球篮球、、网球网球、、乒乓是我校的体育常设代表队乒乓是我校的体育常设代表队，，队员都由普通学生组成队员都由普通学生组成。。

足球队足球队 20152015 年至年至 20172017 年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上力克群雄，勇夺三连冠军。健美操队在年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上力克群雄，勇夺三连冠军。健美操队在 20162016 全全

国啦啦操联赛暨中国啦啦之星争霸赛获得国啦啦操联赛暨中国啦啦之星争霸赛获得 33 金金 33 银银 11 铜的好成绩。网球队在铜的好成绩。网球队在 20152015 年第十五届市运会（高年第十五届市运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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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组）网球锦标赛中获得了校组）网球锦标赛中获得了 11 金金 11 银的好成绩。散打队在银的好成绩。散打队在 20152015 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上获得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上获得

了了 11 金金 11 铜的佳绩。铜的佳绩。

上海海事大学的各项体育竞赛成绩近一直名列上海高校的前茅。在四年一度的上海海事大学的各项体育竞赛成绩近一直名列上海高校的前茅。在四年一度的 20162016 年上海学生运动年上海学生运动

会上我校运动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荣获了会上我校运动员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荣获了 20162016 年上海学生运动会年上海学生运动会““校长杯校长杯””（最高荣誉）、（最高荣誉）、““优秀赛优秀赛

区奖区奖””（龙舟赛区、游泳赛区）、（龙舟赛区、游泳赛区）、““年度最佳阳光体育活力园丁年度最佳阳光体育活力园丁””（李晋）、（李晋）、““体育道德风尚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上海海事大学具有丰富的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和组织经验，承办了上海海事大学具有丰富的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和组织经验，承办了 20172017 年全国学生运动会游泳初年全国学生运动会游泳初

赛赛（（乙组乙组）），，20162016 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大学生龙舟锦标赛（（获得最佳赛区获得最佳赛区））、、20162016 年上海市大学生游泳年上海市大学生游泳

锦标赛、锦标赛、20162016 年上海市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开幕式及上海市大学生网球东区赛、年上海市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开幕式及上海市大学生网球东区赛、20162016 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

赛东区赛、赛东区赛、20162016 年大学生篮球赛东区赛、年大学生篮球赛东区赛、20162016 hi-runhi-run 跑进最美校园等系列赛事。跑进最美校园等系列赛事。

在学科建设方面在学科建设方面，，体育部教师们积极参与学科研究体育部教师们积极参与学科研究，，主持和完成有多项省部级课题主持和完成有多项省部级课题，，发表有发表有 SCISCI、、EIEI、、

ISTPISTP 论文、体育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体育部主任王国勇教授在国际顶级的奥林匹克体育科学大会（论文、体育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体育部主任王国勇教授在国际顶级的奥林匹克体育科学大会（20162016、、

20122012、、20082008））、、世界群众体育科学大会世界群众体育科学大会（（20112011））、、北美运动心理学年会北美运动心理学年会（（20132013））上做专题报告上做专题报告，，在泛亚体在泛亚体

育科学大会育科学大会、、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上获得论文一等奖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上获得论文一等奖。。近些年来近些年来，，体育部教师多人获得校优秀教师体育部教师多人获得校优秀教师、、校校

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多名教师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奖、校教学激励计划先进个人。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多名教师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奖、校教学激励计划先进个人。

三、校足球队概况：三、校足球队概况：

足球是我校传统体育项目足球是我校传统体育项目，，几年来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中表现优异几年来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中表现优异，，获得三连获得三连

冠冠（（在全国在全国高校高校都是绝无仅有的都是绝无仅有的））。。足球在海事有较强的师资力量足球在海事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教练员队伍结构合理教练员队伍结构合理，，运动队具有一运动队具有一

套独具特点的灵套独具特点的灵、、巧巧、、快的战术打法快的战术打法，，管理规范管理规范，，作风好作风好，，多次被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组委会评为多次被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组委会评为““体育体育

道德运动队道德运动队””。上海海事大学校园足球文化丰富多彩，学校联赛以俱乐部形式开展，场面非常火爆！。上海海事大学校园足球文化丰富多彩，学校联赛以俱乐部形式开展，场面非常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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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高水平运动队领导机构

学

生

处

校

办

教

务

处

交

运

学

院

校

医

院

后

勤

处

体

育

部

高水平运动队

游泳、武术、龙舟、足球

高水平运动员

游泳、武术、龙舟、足球

主管体育副校长

纪

委

财

务

4.4. 足球高水平运动队自评报告足球高水平运动队自评报告

上海海事大学非常重视学校体育、重视足球项目，上海海事大学非常重视学校体育、重视足球项目，20152015 至至 20172017 年上海海事大学用实力证明自己，连年上海海事大学用实力证明自己，连

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校园组冠军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校园组冠军。。在上海市教育局在上海市教育局，，学校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学校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上海海上海海

事大学决定事大学决定 20172017 年正式向教育部申请试办足球高水平队。年正式向教育部申请试办足球高水平队。

根据要求根据要求，，我校就申请足球高水平运动队自评报告分为九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我校就申请足球高水平运动队自评报告分为九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11））组织机构组织机构、、（（22））

队伍建设队伍建设、、（（33））场馆设施场馆设施、、（（44））经费保障经费保障、、（（55））教学管理教学管理、、（（66））竞赛成绩竞赛成绩、、（（77））体质健康体质健康、、（（88））阳阳

光体育、（光体育、（99）其他。）其他。

一一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一）领导重视（一）领导重视

图：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领导机构分工及职责图：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领导机构分工及职责

上海海事大学对高水平运动队非常重视上海海事大学对高水平运动队非常重视。。学校党委书记金永兴专门作了批示学校党委书记金永兴专门作了批示，，主管体育的王海威副校主管体育的王海威副校

长多次组织召开招生办长多次组织召开招生办、、教务处教务处、、学生处学生处、、体育部体育部、、后勤管理处等部门的领导会议后勤管理处等部门的领导会议，，全校统一思想全校统一思想，，协调协调

配合，努力做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工作。具体如下：配合，努力做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工作。具体如下：

11．建立由学校领导、体育部、教务处、招生办、财务处、人事处及后勤处和有关系领导参加的高水平运．建立由学校领导、体育部、教务处、招生办、财务处、人事处及后勤处和有关系领导参加的高水平运

动队领导小组，各运动队配备专职领队。动队领导小组，各运动队配备专职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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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制定引进、聘任高水平教练员制度。．制定引进、聘任高水平教练员制度。

33．为解决高水平运动员学习问题，决定对高水平运动员单独编班并挂靠我校热门专业．为解决高水平运动员学习问题，决定对高水平运动员单独编班并挂靠我校热门专业--交通运输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44．加强运动队管理，制定了从招生到训练、比赛等规章制度。．加强运动队管理，制定了从招生到训练、比赛等规章制度。

55．加强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采取学生所在学院和体育部共同管理的办法，由学生所在院党总支亲自．加强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采取学生所在学院和体育部共同管理的办法，由学生所在院党总支亲自

负责。组建学生工作组，每个年级配备班主任一名。要求运动队教练、领队与家长协同配合、共同管理负责。组建学生工作组，每个年级配备班主任一名。要求运动队教练、领队与家长协同配合、共同管理。。

66．每学期由体育部领导召开．每学期由体育部领导召开 11——22 次任课教师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次任课教师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

77．狠抓队风建设，建立奖惩制度，对违反校纪校规者严肃处理。．狠抓队风建设，建立奖惩制度，对违反校纪校规者严肃处理。

（二）机构管理（二）机构管理

为保证运动员的学习为保证运动员的学习、、训练训练，，为办好高水平运动队为办好高水平运动队，，学校领导责成教务处和招生办针对招生学校领导责成教务处和招生办针对招生、、学籍学籍、、训练训练

和经费等层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经费等层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11．招生管理．招生管理

（（11）建立上海海事大学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小组。）建立上海海事大学体育特长生招生工作小组。

组组 长：主管校长；副组长：学生处长、体育部主任、纪委书记。长：主管校长；副组长：学生处长、体育部主任、纪委书记。

成成 员：学生处招办、体育部办公室、纪委办公室员：学生处招办、体育部办公室、纪委办公室

（（22））严格执行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的有关规定，执行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办法。严格执行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的有关规定，执行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办法。

在招生管理工作上，我校严格遵守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严格按照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要求在招生管理工作上，我校严格遵守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严格按照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的要求，，

实施实施““阳光工程阳光工程””。在主管招生工作的校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主管校长、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办。在主管招生工作的校长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由主管校长、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办、、

纪委和体育部领导组成的纪委和体育部领导组成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制定了制定了《《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工作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工作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1-41-4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22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22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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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等制度文件，，坚持原则坚持原则，，严格把关严格把关；；招生办在网上公布招生办法招生办在网上公布招生办法、、招收项目和招收人数以及测招收项目和招收人数以及测

试标准和测试程序试标准和测试程序，，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在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由外聘专家和本成立由外聘专家和本

校专项教师组成的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专家组校专项教师组成的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专家组，，进行各专项测试进行各专项测试，，做到做到：：由当场裁判员由当场裁判员、、记分员及考生记分员及考生

三方对测试结果进行签字确认三方对测试结果进行签字确认，，现场公布测试成绩现场公布测试成绩，，合格考生名单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网上公示合格考生名单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网上公示；；并做到所并做到所

有测试项目有测试项目、、所有参加测试的考生均有实况录像所有参加测试的考生均有实况录像，，以备抽查或复核以备抽查或复核；；同时对群众举报进行登记同时对群众举报进行登记，，并及时做并及时做

出相应处理，对整个过程进行备案。出相应处理，对整个过程进行备案。 我校武术队还与地方体工队展开了体教结合模式下的招生，教练员我校武术队还与地方体工队展开了体教结合模式下的招生，教练员

考察队员并经过专项与学习考试成绩合格后考察队员并经过专项与学习考试成绩合格后，，签订学校签订学校、、体工队体工队、、学生本人三方协议学生本人三方协议。。目前已经与上海队目前已经与上海队、、

河南队、北京队建立合作关系。河南队、北京队建立合作关系。

图图：：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领导出席运动队表彰会并为优秀运动员颁奖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领导出席运动队表彰会并为优秀运动员颁奖

图图：：武术专家虞定海教授为考评长的专家组正在进行武术专项技术测试武术专家虞定海教授为考评长的专家组正在进行武术专项技术测试

图图 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单考考场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单考考场

图：运动员参加文化考试图：运动员参加文化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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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人数样表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人数样表

22．．学籍管理学籍管理

在学籍管理工作上，我校有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设立的学籍管理文件（包括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的在学籍管理工作上，我校有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设立的学籍管理文件（包括运动员参加训练和比赛的

有关规定有关规定、、违纪行政处分规定违纪行政处分规定、、办理离校请假规定办理离校请假规定、、住宿管理规定等一整套的管理制度文件住宿管理规定等一整套的管理制度文件））；；有完整的有完整的

教学计划；有历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名册。教学计划；有历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名册。

我校自我校自 20062006 年起按教育部文件规定开始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年起按教育部文件规定开始招收高水平运动员，，至今已招收了四届至今已招收了四届。。因我校制订了严谨规因我校制订了严谨规

范的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条例范的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了高水平运动员专业学习的优惠政策颁布实施了高水平运动员专业学习的优惠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合理安排学训采取了一系列合理安排学训

赛的措施赛的措施，，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高水平运动员全部进入交通运输学院航运管理专业学习目前高水平运动员全部进入交通运输学院航运管理专业学习，，并实行并实行

小班教学模式小班教学模式，，保证了学习时间和质量保证了学习时间和质量；；为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为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赛场拼搏赛场拼搏、、为校争光为校争光，，对高水平队运动对高水平队运动

员实行了比赛成绩对应文化学习成绩加分的办法，并择优推荐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员实行了比赛成绩对应文化学习成绩加分的办法，并择优推荐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

措施的实施，推动了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和完善，调动了运动员学习、训练和比赛的积极性；因此措施的实施，推动了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和完善，调动了运动员学习、训练和比赛的积极性；因此，，

所有高水平运动员均所有高水平运动员均““在校、在读、在训在校、在读、在训””；；““三在三在””运动员比例达到运动员比例达到 100%100%。。

（三）训练竞赛发展目标（三）训练竞赛发展目标

我校体育学院根据我校目前学生体质状况、学生参与群众竞赛活动、体育各项目代表队等实际问题我校体育学院根据我校目前学生体质状况、学生参与群众竞赛活动、体育各项目代表队等实际问题，，

及时出台及时出台《《上海海事大学体育工作方案上海海事大学体育工作方案》》及及《《上海海事大学体育工作方案实施办法上海海事大学体育工作方案实施办法》》等文件等文件，，文件中就学文件中就学

生群体活动及体育竞赛等做出明确的指示，其组织与实施过程均在年度体育工作中得以计划确认。生群体活动及体育竞赛等做出明确的指示，其组织与实施过程均在年度体育工作中得以计划确认。

11．．专人负责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管理专人负责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管理、、训练和竞赛训练和竞赛。。每年定期召开会议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安排安排、、部署学校各项体育工作部署学校各项体育工作。。

组组 长：主管体育校长长：主管体育校长 副组长：体育部主任副组长：体育部主任 组员：各高水平运动队教练组员：各高水平运动队教练

22．运动训练管理．运动训练管理

运动训练由体育部主管竞赛主任全面负责训练竞赛工作运动训练由体育部主管竞赛主任全面负责训练竞赛工作。。每年定期召开二次由主管校长每年定期召开二次由主管校长、、领队领队、、教练教练

员员、、运动员参加的全体会议运动员参加的全体会议，，分析和解决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运动训练水平不断提高运动训练水平。。在训练竞赛管理上在训练竞赛管理上，，我校高水平我校高水平

运动队有严谨、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阶段运动队有严谨、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阶段、、 周、课时），教练员每课撰写训练日志，每周进行训练周、课时），教练员每课撰写训练日志，每周进行训练

小结；比赛后均召开比赛总结会，及时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明确奋斗目标，并进行书面训练比赛总结小结；比赛后均召开比赛总结会，及时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明确奋斗目标，并进行书面训练比赛总结。。

由于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合理安排学训赛的措施由于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合理安排学训赛的措施，，基本做到学生上午学习基本做到学生上午学习、、下午训练下午训练，，保证了武术队每周训保证了武术队每周训

项目项目 游泳游泳 武术武术 龙舟龙舟 级别级别 健将健将 武英武英 一级一级 二级二级

20062006 1414 55 00 33 00 1212 44

20072007 1313 77 44 99 11 99 55

20082008 77 99 55 22 22 1111 55

20092009 1313 66 11 33 11 1111 22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1-41-4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22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22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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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练 55 次，每次训练次，每次训练 22 小时以上，周训练时数小时以上，周训练时数 10-1210-12 小时；运动员训练出勤率也达到小时；运动员训练出勤率也达到 95%95%以上（训练均有出以上（训练均有出

勤记录勤记录））。。运动训练必须做到训练有计划运动训练必须做到训练有计划、、赛后有总结赛后有总结。。要求高水平队每周训练要求高水平队每周训练 55 次次，，每次每次 22 小时小时。。在重在重

大比赛前集中训练大比赛前集中训练。。为了完善高水平队伍建设为了完善高水平队伍建设，，我们一直狠抓教风和训练作风我们一直狠抓教风和训练作风。。领导领导、、教练教练、、队长队长、、班主班主

任任、、班干部统一思想班干部统一思想，，团结一致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团结一致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齐抓共管齐抓共管，，使运动员有了明确的训练目标使运动员有了明确的训练目标、、

正确的训练态度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正确的训练态度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取得了取得了很好很好的训练效果的训练效果，，比赛成绩逐年上升比赛成绩逐年上升，，提高了高水平运动队的提高了高水平运动队的

整体素质整体素质。。其它方面其它方面，，学校确保高水平运动队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学校确保高水平运动队有专门的训练场地，，运动训练条件得到充分保障运动训练条件得到充分保障。。加强与体加强与体

育活动开展较好的中学的联系与合作育活动开展较好的中学的联系与合作，，保证生源质量保证生源质量。。加强与上海市高级运动技术学校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上海市高级运动技术学校的联系与合作，，构构

建专业训练与在校学习同步的管理模式，保证优秀生源。建专业训练与在校学习同步的管理模式，保证优秀生源。

二、教练队伍建设二、教练队伍建设

学校领导和体育部对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学校领导和体育部对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十分重视，，制定了制定了《《教练员管理条例教练员管理条例》》，，引导教练员努引导教练员努

力工作力工作；；同时为解决高水平运动队资源不足同时为解决高水平运动队资源不足，，加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加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我校制定了引进优秀教练员和特我校制定了引进优秀教练员和特

殊人才的相关优惠政策殊人才的相关优惠政策；；有完整的教练员业务档案有完整的教练员业务档案；；有合理的教练员工作量计算办法有合理的教练员工作量计算办法；；目前教练员是由体目前教练员是由体

育部选拔思想品德好育部选拔思想品德好、、事业心强事业心强、、专业水平高的教师担任专业水平高的教师担任，，也可竞聘也可竞聘；；职称晋升和奖励相关文件齐全职称晋升和奖励相关文件齐全（（教教

练员职称晋升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练员职称晋升根据学校相关文件；；奖励按照奖励按照《《运动队训练营养补贴运动队训练营养补贴、、比赛获奖奖励办法比赛获奖奖励办法》》））。。由于建立了由于建立了

有效的激励措施，使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完善了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队伍建设与发展。有效的激励措施，使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完善了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队伍建设与发展。

（一）现从事该项目的专任教师数量（一）现从事该项目的专任教师数量

表：上海海事大学表：上海海事大学足球教师信息一览表足球教师信息一览表

姓名姓名 项目项目 课程教学属性课程教学属性 职称职称 学位学位 校代表队任职校代表队任职

王国勇王国勇 足球足球、、操舞操舞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教授教授 博士博士 总教练总教练

黄永安黄永安 足球足球、、健身健身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副教授副教授 学士学士 体能教练体能教练

江红柯江红柯 足球等足球等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副教授副教授 博士博士 理疗师理疗师

刘涛刘涛 足球足球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副教授副教授 硕士硕士 顾问（前顾问（前教练教练））

朱军凯朱军凯 足球足球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讲师讲师 博士博士 教练教练

张奇张奇 足球足球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讲师讲师 硕士硕士 主教练主教练

宋海龙宋海龙 足球足球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讲师讲师 学士学士 顾问（前顾问（前教练教练））

李志李志 足球足球 公体必修课公体必修课 讲师讲师 学士学士 顾问顾问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1-41-4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11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11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55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55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55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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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教练员基本情况（二）主教练员基本情况

我校足球队主教练员信息表我校足球队主教练员信息表

（三）助理教练员基本情况（三）助理教练员基本情况

我校足球队助理教练员信息表我校足球队助理教练员信息表

姓名姓名 性别性别 年龄年龄 职务职务 等级等级 毕业院校毕业院校 学位学位 职称职称 任现教练员年限任现教练员年限

朱军凯朱军凯 男男 4141 校队教练校队教练 一级一级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大学 博士博士 讲师讲师 88

黄永安黄永安 男男 5050 体能教练体能教练 一级一级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 硕士硕士 副教授副教授 88

江江红柯红柯 男男 4141 康复理疗师康复理疗师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大学 博士博士 副教授副教授 88

总总教练教练--

王国勇王国勇 博士博士教授教授

主主教练教练

张奇张奇 硕士硕士 讲师讲师

守门员教练守门员教练

朱朱军凯军凯 博士博士 讲师讲师

体能教练体能教练

黄黄永安永安 硕士硕士 副副教授教授

康复理疗师康复理疗师

江江红柯红柯 博士博士 副副教授教授

三、场馆设施三、场馆设施

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占地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占地 20002000 亩亩，，总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 6060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综合容积率 0.450.45，，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11.9%11.9%，，

绿化率绿化率 52%52%，水域面积，水域面积 8102681026 平方米。平方米。

上海海事大学有上海海事大学有标准足球场标准足球场 33 片片（（见第见第 3131 页页图图））、、77 人制足球场人制足球场 1111 片片、、篮球场篮球场 4747 片片、、灯光网球灯光网球

场场 2424 片、排球场片、排球场 1010 片、地掷球场片、地掷球场 55 片、沙滩足球场片、沙滩足球场 11 片、手球场片、手球场 11 片。片。体育场馆总占地面积为体育场馆总占地面积为 101111011100

平方米平方米。。其中有其中有综合馆综合馆、、训练馆训练馆、、武术训练馆武术训练馆、、武术馆武术馆、、乒乓球馆乒乓球馆；；跆拳道拳击训练场跆拳道拳击训练场、、体操房体操房 33 片片、、大大

小游泳馆、健身房小游泳馆、健身房 22 片片（见第（见第 3232 页页图）图）、、理疗、保健、康复中心理疗、保健、康复中心 11 所，所，各种场馆各种场馆宽敞明亮。为高水平运宽敞明亮。为高水平运

姓名姓名 性别性别 年龄年龄 职务职务 等级等级 毕业院校毕业院校 学位学位 职称职称 任现教练员年限任现教练员年限

王国勇王国勇 男男 5050 总教练总教练 一级一级 葡萄牙米葡萄牙米尼尼奥大学奥大学 博士博士 教授教授 33

张奇张奇 男男 3355 主教练主教练 一级一级 上海体院学院上海体院学院 硕士硕士 讲师讲师 88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55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99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99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55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66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44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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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队提供完备的素质训练辅助场地。学校多次承办全国大型综合运动会和大型球类比赛。动队提供完备的素质训练辅助场地。学校多次承办全国大型综合运动会和大型球类比赛。

南校区运动场建于南校区运动场建于 20020044 年年，，是一座能容纳是一座能容纳 22000000 人的大型体育场人的大型体育场，，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3000030000 平方米平方米，，建筑面建筑面积积

1800018000 平方米，场内面积平方米，场内面积 1500015000 平方米，其中草坪面积平方米，其中草坪面积 50005000 平方米。场内设有标准的平方米。场内设有标准的 105*68105*68 的足球场，的足球场，

400400 米田径比赛场地。运动场配有电子计时仪、终端摄影仪、组合音响、米田径比赛场地。运动场配有电子计时仪、终端摄影仪、组合音响、休息室休息室等现代化设施。曾作等现代化设施。曾作为为

2012015-20175-2017 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赛（浦东赛区）的主赛场，为我校足球队提供完善的训练场所。年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赛（浦东赛区）的主赛场，为我校足球队提供完善的训练场所。

四、经费保障四、经费保障

上海海事大学自上海海事大学自 20102010 年筹办足球运动队以来年筹办足球运动队以来，，每年都有运动队的经费预算每年都有运动队的经费预算 2200 万元万元，，为办好高水平运为办好高水平运

动队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动队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如果成立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如果成立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学校将追加投入学校将追加投入。。海海事大学海海事大学还将还将充分利用社会资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广泛与社会各界联系，进行社会筹资，形成学校与社会联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模式。源，广泛与社会各界联系，进行社会筹资，形成学校与社会联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模式。

五、教学管理五、教学管理

上海海事大学自上海海事大学自 20102010 年筹办高水平运动队以来，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在学校高水平队工作委员会的领年筹办高水平运动队以来，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在学校高水平队工作委员会的领

导下导下，，由体育部主任负责由体育部主任负责，，制定了制定了《《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包括包括：：招生管理规定招生管理规定、、学籍学籍

管理规定管理规定、、训练与竞赛管理规定训练与竞赛管理规定、、运动员的运动员的文化文化成绩规定成绩规定、、运动员奖励规定运动员奖励规定、、教练员训练工作量认定及奖教练员训练工作量认定及奖

励规定、运动队训练比赛经费来源管理规定等。励规定、运动队训练比赛经费来源管理规定等。

六、竞赛成绩六、竞赛成绩

上海海事大学自上海海事大学自 20102010 年筹办足球运动队以来，一直参加上海市教委年筹办足球运动队以来，一直参加上海市教委、体育局联合、体育局联合承办的承办的““上海市上海市大大

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并在并在 20152015-2017-2017 年年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冠军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冠军。。在上海有同济大学在上海有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东华大学、、华东师华东师

范大学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老牌足球强队上海体育学院等老牌足球强队，，上海海事大学连续三年夺得冠军非常非常不容易上海海事大学连续三年夺得冠军非常非常不容易。。今后上海海事今后上海海事

大学还将参加更多的全国足球赛事。大学还将参加更多的全国足球赛事。

七、体质健康七、体质健康

我校在我校在 20201111 年上海市确定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试点院校，年上海市确定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试点院校，20201111 年上海市教委推荐被国家教年上海市教委推荐被国家教

育部确定为育部确定为““全国体质健康监测网络点校全国体质健康监测网络点校””。。体育部成立了专人专岗的学生体质测试中心体育部成立了专人专岗的学生体质测试中心，，每年每年将测试数将测试数

据及时上报教育部并将测试数据装订成册据及时上报教育部并将测试数据装订成册，，形成年度测试报告形成年度测试报告，，上报学校主管校长上报学校主管校长，，并在每一年度的学校并在每一年度的学校

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附件附件 66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1515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1515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77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1010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1010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1-41-4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1010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1010 分分

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附件附件 99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2020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2020 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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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工作会议上予以发布体育工作会议上予以发布。。按时上报教育部按时上报教育部，，我校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一直在保持在我校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一直在保持在 90%90%以上以上。。同时同时，，我我

校将学生体质测试中的耐力素质的校将学生体质测试中的耐力素质的 10001000 米（女米（女 800800 米）跑与立定跳远项目列为学生体育课程考试项目。米）跑与立定跳远项目列为学生体育课程考试项目。

八、阳光体育八、阳光体育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荣获荣获““20152015 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先进学校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先进学校””。。在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大

胆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新模式胆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新模式，，使我校体育工作实现目标化使我校体育工作实现目标化、、网络化网络化、、特色化特色化。。学校不仅参加学校不仅参加上海市教委组上海市教委组

织的织的““阳光体育阳光体育””上海大学生龙文化龙舟赛上海大学生龙文化龙舟赛（（连续多年获第一名连续多年获第一名））、、舞龙赛舞龙赛，，三对三篮球赛三对三篮球赛，，健身健身操大赛操大赛、、

啦啦操大赛啦啦操大赛、、健美操大赛健美操大赛、、体育舞蹈大赛体育舞蹈大赛、、跳绳赛跳绳赛、、长跑赛长跑赛等等。。上海海事大学定期开展具有校园文化特色上海海事大学定期开展具有校园文化特色

的体育节的体育节，，举行田径运动会、趣味运动会举行田径运动会、趣味运动会，，跳绳、踢毽比赛等跳绳、踢毽比赛等 2020 多项群众体育赛事多项群众体育赛事。。学校坚持群众体育学校坚持群众体育

““以赛促练以赛促练””，，努力做到努力做到天天有活动天天有活动，，月月有赛事月月有赛事，，积极引导积极引导学生的运动兴趣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他们养成了良好的体培养他们养成了良好的体

育锻炼习惯育锻炼习惯。。我校足球联赛我校足球联赛积极探索学生体育俱乐部模式，制定俱乐部相关管理办法，成立积极探索学生体育俱乐部模式，制定俱乐部相关管理办法，成立 2020 支学生足支学生足

球俱乐部或代表队球俱乐部或代表队；；在学生中实施裁判员在学生中实施裁判员、、体育社会指导员体育社会指导员、、运动员等级证制运动员等级证制。。通过通过““阳光体育阳光体育””足球赛足球赛

事事，，为我校足球队选拔了许多校队成员为我校足球队选拔了许多校队成员。。我校还积极承办全国和上海市的我校还积极承办全国和上海市的体育赛事体育赛事，，承办全国承办全国大学生游泳大学生游泳

锦标赛锦标赛（（乙组预赛乙组预赛）；）；上海市上海市大学生大学生龙舟赛、足球赛、龙舟赛、足球赛、篮球赛、网球赛篮球赛、网球赛等等赛事赛事。。

九九 其他其他

上海海事大学的足球项目也在上海市大赛中摘金夺银，连续三年上海海事大学的足球项目也在上海市大赛中摘金夺银，连续三年获得获得““上海市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

冠军冠军。。学校学校为足球运动普及为足球运动普及、、足球文化传播足球文化传播、、足球产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足球产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上海海事大学已与上海市内上海海事大学已与上海市内

多所市级体校和重点中学建立教学与训练实习基地多所市级体校和重点中学建立教学与训练实习基地，，我校与上港集团有很好的协作关系我校与上港集团有很好的协作关系。。我校有游泳我校有游泳、、武武

术术、、龙舟高水平运动队龙舟高水平运动队，，在在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招生、、培养培养、、训练与比赛等方面积累了训练与比赛等方面积累了丰富丰富的经验的经验。。我我校校自自 20120100

年成立校足球队以来就积极准备今后成立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年成立校足球队以来就积极准备今后成立足球高水平运动队。

我校在申请书我校在申请书 99 个部分个部分（（组织领导组织领导、、队伍建设队伍建设、、场馆设施场馆设施、、经费保障经费保障、、教学管理教学管理、、竞赛成绩竞赛成绩、、体质健体质健

康、阳光体育、其他等）的自评得分康、阳光体育、其他等）的自评得分 9898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88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1010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1010 分分

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99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55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55 分分

分值分配分值分配 55 分分 自评分数自评分数 55 分分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附件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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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11：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

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管理办法

校内各部门：校内各部门：

为适应学校建设与发展高水平运动队的需要为适应学校建设与发展高水平运动队的需要，，加强与完善高水平队运动员招生加强与完善高水平队运动员招生、、训练训练、、比赛和学籍管比赛和学籍管

理理，，提高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提高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促进我校体育工作的蓬勃发展促进我校体育工作的蓬勃发展。。经研究决定经研究决定，，制订制订《《上海海事大上海海事大

学高水平队运动员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学高水平队运动员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第第 11 条条 为适应学校建设与发展高水平运动队的需要为适应学校建设与发展高水平运动队的需要，，加强与完善高水平队运动员招生加强与完善高水平队运动员招生、、训练训练、、比赛和学比赛和学

籍管理籍管理，，提高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提高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促进我校体育工作的蓬勃发展促进我校体育工作的蓬勃发展，，并努力把我校的高水平运动并努力把我校的高水平运动

员培养成为既有较高运动技术水平，又有较高文化素质，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大学生，特制订本办法。员培养成为既有较高运动技术水平，又有较高文化素质，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大学生，特制订本办法。

第第 22 条条 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是根据学校整体发展目标与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是根据学校整体发展目标与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依据国家教育部依据国家教育部

和上海市教委有关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录取入校学习的全日制大学生和上海市教委有关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录取入校学习的全日制大学生。。考虑到高水平运动员的特殊性考虑到高水平运动员的特殊性，，高高

水平队运动员教学实行单独编班，由体育部负责管理。水平队运动员教学实行单独编班，由体育部负责管理。

第第 33 条条 除本办法外，其他适用于上海海事大学在校学生的管理条例与办法均适用于高水平运动员。除本办法外，其他适用于上海海事大学在校学生的管理条例与办法均适用于高水平运动员。

第一章第一章 招生招生管理管理

第第 44 条条 上海海事大学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可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入学的院校上海海事大学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可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入学的院校，，招生项目限于国家教育部招生项目限于国家教育部

和上海市教委有关招生文件批准的项目，招生专业为交通管理。和上海市教委有关招生文件批准的项目，招生专业为交通管理。

第第 55 条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学校成立由校领导、、纪检委纪检委、、教务处教务处、、学生处学生处、、体育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体育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

导小组，具体指导招生工作。导小组，具体指导招生工作。严格执行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的有关规定和办法。严格执行普通高等院校统一招生的有关规定和办法。

招生对象：招生对象：（（11）近二年获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近二年获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22）近二年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前）近二年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前 88

名获得者。（名获得者。（33）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单项前）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单项前 55 名、集体项名、集体项

目前目前 33 名的主力队员，并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者。名的主力队员，并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者。

招生办法招生办法：：（（11））由招生办每年统一制定上海海事大学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由招生办每年统一制定上海海事大学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通知，，具体规定招收项目具体规定招收项目，，

报名条件、报名方法、测试项目、招生名额、录取政策等。（报名条件、报名方法、测试项目、招生名额、录取政策等。（22）由招生领导小组组织专业教）由招生领导小组组织专业教

师对考生进行统一测试，择优录取。师对考生进行统一测试，择优录取。

第第 66 条条 成立由校外专家和本校专项教师组成的专项测试专家组成立由校外专家和本校专项教师组成的专项测试专家组，，对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技术对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技术、、身体素质等身体素质等

进行测试、评分，并将测试考核成绩报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进行测试、评分，并将测试考核成绩报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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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77 条条 根据教育部根据教育部、、上海市教委有关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工作的政策和运作程序上海市教委有关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工作的政策和运作程序，，由体育部具体负责高水由体育部具体负责高水

平运动员的推荐平运动员的推荐、、材料审查材料审查，，体育专项测试和文化考试的组织体育专项测试和文化考试的组织，，按照招生规则提出建议名单按照招生规则提出建议名单；；招生办公室招生办公室

参与资格审查、落实招生计划、确定录取名单并上报招生领导小组审批。纪委监督全过程。参与资格审查、落实招生计划、确定录取名单并上报招生领导小组审批。纪委监督全过程。

第二章第二章 入学入学管理管理

第第 88 条条 已被本校录取的特招运动员必须持有已被本校录取的特招运动员必须持有《《上海海事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海海事大学录取通知书》》按规定的日期来校报到按规定的日期来校报到，，办理办理

入学手续。入学手续。并与学校签订并与学校签订 ““入学协议书入学协议书””。。每学期开学时，运动员必须按规定报到注册时，交纳学费。每学期开学时，运动员必须按规定报到注册时，交纳学费。

第第 99 条条 如因参加学校同意的重大赛事或集训而不能按时报到者如因参加学校同意的重大赛事或集训而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持有关证明和书面请假报告提前办理须持有关证明和书面请假报告提前办理

请假手续。请假手续。

第第 1010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提供的运动等级证书和运动成绩证明必须属实高水平队运动员提供的运动等级证书和运动成绩证明必须属实，，凡属弄虚作假凡属弄虚作假（（含隐瞒伤含隐瞒伤、、病病））

一经查实，立即刻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一经查实，立即刻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

第第 1111 条条 因参加学校同意的赛事不能在开学时按期到校注册时需办理请假手续。请假需由本人书面申请因参加学校同意的赛事不能在开学时按期到校注册时需办理请假手续。请假需由本人书面申请，，

体育部出具证明，经体育部相关负责人签字后到运动员所在院办理。体育部出具证明，经体育部相关负责人签字后到运动员所在院办理。

第三章第三章 学籍管理学籍管理

第第 1212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须在有效学年限内修完所在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所有必修课程以及高水平队运动员须在有效学年限内修完所在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所有必修课程以及《《运动训练运动训练》》

和《运动竞赛》两门课程，总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成绩绩点满足授予学位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和《运动竞赛》两门课程，总学分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成绩绩点满足授予学位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第第 1313 条条 以以““体教结合体教结合””形式入学的运动员形式入学的运动员，，学习年限可酌情放宽学习年限可酌情放宽，，其学习形式可采用学生返校学习和派专其学习形式可采用学生返校学习和派专

职教师辅导相结合的办法，也可采用先注册、参赛，后学习的方法。学习计划与课程由学校根据其训练职教师辅导相结合的办法，也可采用先注册、参赛，后学习的方法。学习计划与课程由学校根据其训练、、

比赛的实际需要单独制定。比赛的实际需要单独制定。

第第 1414 条条 为鼓励高水平队运动员刻苦训练、赛场拼搏、为校争光，对高水平队运动员实行比赛成绩对应为鼓励高水平队运动员刻苦训练、赛场拼搏、为校争光，对高水平队运动员实行比赛成绩对应

文化学习成绩加分的办法。文化学习成绩加分的办法。

第第 1515 条条 《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课程为必修课，每学期由运动员所在队教练根据运动员平时训练《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课程为必修课，每学期由运动员所在队教练根据运动员平时训练

表现和近一年内比赛成绩进行评定表现和近一年内比赛成绩进行评定。。高水平队运动员因请假缺训累计超过全年训练总学时四分之一或旷训高水平队运动员因请假缺训累计超过全年训练总学时四分之一或旷训

超过超过 55 次以上者，不给予该学年训练课学分。该两门课程的学分计入该生的总学分。次以上者，不给予该学年训练课学分。该两门课程的学分计入该生的总学分。

第第 1616 条条 运动员因外出训练、比赛所耽误影响的课程，经本人书面申请，体育部出示证明，按缓考程序运动员因外出训练、比赛所耽误影响的课程，经本人书面申请，体育部出示证明，按缓考程序

处理。处理。

第四章第四章 竞训管理竞训管理

第第 1717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入学后，必须与学校签订协议书，保证在本运动队坚持训练、比赛七个学期以高水平队运动员入学后，必须与学校签订协议书，保证在本运动队坚持训练、比赛七个学期以

上上，，完成学校比赛任务完成学校比赛任务；；高水平队运动员须树立刻苦训练高水平队运动员须树立刻苦训练、、顽强拼搏顽强拼搏、、为校争光的思想和目标为校争光的思想和目标，，有责任和有责任和

义务为学校的体育竞赛争取荣誉、做出贡献。义务为学校的体育竞赛争取荣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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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 1818 条条 以以““体教结合体教结合””入学的运动员须与学校签订协议入学的运动员须与学校签订协议，，其训练管理仍由原体工队负责其训练管理仍由原体工队负责；；运动员须保证代运动员须保证代

表我校参加上海市高校及其以上的各类比赛并力争最好成绩。表我校参加上海市高校及其以上的各类比赛并力争最好成绩。

第第 1919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须按时参加所在队的训练，每周训练高水平队运动员须按时参加所在队的训练，每周训练 44 次，赛前集训每周训练次，赛前集训每周训练 55 次；训练须做次；训练须做

到不迟到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早退、、不无故缺勤不无故缺勤。。如因故不能参加训练须事先请假并得到教练许可如因故不能参加训练须事先请假并得到教练许可；；训练中积极主动训练中积极主动、、服服

从教练安排、保质保量完成训练计划，保持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从教练安排、保质保量完成训练计划，保持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第第 2020 条条 按时参加规定的各项比赛按时参加规定的各项比赛；；在比赛中听从教练员的指挥和安排在比赛中听从教练员的指挥和安排，，发扬勇敢拼搏精神发扬勇敢拼搏精神，，赛出风格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为学校争光。比赛期间病假需有校医院正式证明；非特殊情况不允许请事假。赛出水平、为学校争光。比赛期间病假需有校医院正式证明；非特殊情况不允许请事假。

第第 2121 条条 无故不参加规定的正式比赛两次或在比赛中造成重大事故无故不参加规定的正式比赛两次或在比赛中造成重大事故，，影响恶劣影响恶劣，，给学校造成较大损失的给学校造成较大损失的，，

给予退学处理。给予退学处理。

第第 2222 条条 比赛期间运动员常规医药用品和急救医药用品的费用，在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经费中支出。比赛期间运动员常规医药用品和急救医药用品的费用，在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经费中支出。

第第 2323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入校后，刻苦训练并在正式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因训练时导致伤病被迫离高水平队运动员入校后，刻苦训练并在正式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因训练时导致伤病被迫离

队者（须有校医院或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可留校继续学习。队者（须有校医院或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可留校继续学习。

第第 2424 条条 高水平队运动员入校后，不履行对学校的承诺，不能刻苦训练，运动成绩下降，不符合培养高高水平队运动员入校后，不履行对学校的承诺，不能刻苦训练，运动成绩下降，不符合培养高

水平运动员的条件水平运动员的条件；；或经过一年训练不能达到入学前向学校上报成绩者或经过一年训练不能达到入学前向学校上报成绩者，，应立即令其退队应立即令其退队，，并免除高水平并免除高水平

队运动员待遇。队运动员待遇。

第六章第六章 经费管理经费管理

第第 2525 条条 学校每年拨给高水平运动队专项资金学校每年拨给高水平运动队专项资金 XXXX 万元，用于运动员平时训练补助、购买服装，参加比万元，用于运动员平时训练补助、购买服装，参加比

赛赛。。高水平队运动员训练补贴按当年运动成绩和比赛成绩名次分为六个等级高水平队运动员训练补贴按当年运动成绩和比赛成绩名次分为六个等级，，等级每年视比赛成绩进行调等级每年视比赛成绩进行调

整整。。高水平队运动员训练补贴等级和具体补贴办法按高水平队运动员训练补贴等级和具体补贴办法按《《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日常训练与比赛营养费补贴标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日常训练与比赛营养费补贴标

准》文件执行。准》文件执行。

第第 2626 条条 对比赛成绩特别优异，为学校贡献突出的高水平队运动员，体育部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对比赛成绩特别优异，为学校贡献突出的高水平队运动员，体育部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

报校有关领导审定提高其训练补贴标准。报校有关领导审定提高其训练补贴标准。

第第 2727 条条 凡在上海市大学生体育竞赛及以上的各级竞赛中获优异成绩的高水平队运动员，学校将根据其凡在上海市大学生体育竞赛及以上的各级竞赛中获优异成绩的高水平队运动员，学校将根据其

比赛成绩给予奖励。（详见《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比赛获奖奖励标准》）。比赛成绩给予奖励。（详见《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比赛获奖奖励标准》）。

第第 2828 条条 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刻苦训练出满勤，参加各级比赛两次以上并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积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刻苦训练出满勤，参加各级比赛两次以上并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积

极配合教练员做好队务工作者极配合教练员做好队务工作者，，可参加评比可参加评比 ““高水平队运动员学年奖学金高水平队运动员学年奖学金””和和““体育单项奖学金体育单项奖学金”” 。。（（详见附详见附

件三《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奖学金评奖办法》）。件三《上海海事大学高水平队运动员奖学金评奖办法》）。

第第 2929 条条 凡符合高水平队运动员免试保送研究生条件者凡符合高水平队运动员免试保送研究生条件者，，可优先推荐免试保送研究生可优先推荐免试保送研究生。。（（具体办法另定具体办法另定））。。

第第 3030 条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和学生处。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和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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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22：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

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

为加强对运动队及运动员的管理，促进我校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特制定本条例：为加强对运动队及运动员的管理，促进我校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特制定本条例：

一、组织管理：一、组织管理：

（一）项目：（一）项目：

按我校现有条件及各运动队比赛成绩、经体育部班子商讨后，每聘期设定校级运动队若干队（高水平队按我校现有条件及各运动队比赛成绩、经体育部班子商讨后，每聘期设定校级运动队若干队（高水平队

除外），并及时通报全体教师。除外），并及时通报全体教师。

（二）组织：（二）组织：

11、、每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一次新生选拔和队员调整每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一次新生选拔和队员调整，，由教练员造册经体育部审核同意后方可成为正式运动由教练员造册经体育部审核同意后方可成为正式运动

队队员队队员。。各队新队员入队须填写各队新队员入队须填写《《入队申请表入队申请表》》,,经教练员审核签名后上交体育部备案经教练员审核签名后上交体育部备案。。各队教练应在开学各队教练应在开学

第五周内上交新队员第五周内上交新队员《《入队申请表入队申请表》》和和《《运动队队员名册运动队队员名册》》。。（（附附《《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入队申请表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入队申请表》》《《上上

海海事大学运动队队员名册》。）海海事大学运动队队员名册》。）

22、、在全校各项运动竞赛中在全校各项运动竞赛中，，如发现运动技术达到校代表队的水平者如发现运动技术达到校代表队的水平者，，可由体育教师或该项目运动队教练可由体育教师或该项目运动队教练

推荐，补办新队员入队手续。推荐，补办新队员入队手续。

33、、参加校级运动队的队员以一人一项为原则参加校级运动队的队员以一人一项为原则，，一般不兼项一般不兼项；；若对外有重要比赛任务必须兼项时若对外有重要比赛任务必须兼项时，，则由该则由该

项运动队教练员提名与原教练协商，经体育部同意方可兼项。项运动队教练员提名与原教练协商，经体育部同意方可兼项。

44、各运动队设领队一人、教练一至二人，由体育教学部主任聘任，任期二年。、各运动队设领队一人、教练一至二人，由体育教学部主任聘任，任期二年。

55、各队设正、副队长一人，并可建立队委会，由教练和队员共同推选产生，任期一年。、各队设正、副队长一人，并可建立队委会，由教练和队员共同推选产生，任期一年。

（三）管理：（三）管理：

11、、校级运动队比赛成绩必须在上海市高校及以上级别的比赛中校级运动队比赛成绩必须在上海市高校及以上级别的比赛中，，球类集体项目前八名球类集体项目前八名、、武术武术、、健美操等健美操等

的小集体项目前五名以内，如连续两年比赛均未达到该成绩的队，则取消校级运动队资格。的小集体项目前五名以内，如连续两年比赛均未达到该成绩的队，则取消校级运动队资格。

22、、技术水平尚未达到校级运动队要求技术水平尚未达到校级运动队要求，，而教练员有积极性组队的运动项目而教练员有积极性组队的运动项目，，可先以训练形式进行训练可先以训练形式进行训练（（不不

享受校级运动队待遇）；待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条件成熟（连续两年获得球类团体项目比赛前八名、其他享受校级运动队待遇）；待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条件成熟（连续两年获得球类团体项目比赛前八名、其他

项目团体前六名，武术、健美操等的小集体项目比赛前五名），并经体育部班子讨论确认后方可成为校级项目团体前六名，武术、健美操等的小集体项目比赛前五名），并经体育部班子讨论确认后方可成为校级

运动队，队员方可享受校级运动队待遇。运动队，队员方可享受校级运动队待遇。

33、、凡非校级运动队凡非校级运动队，，但有关部门规定我校必须参加竞赛的项目但有关部门规定我校必须参加竞赛的项目，，可临时组队参赛可临时组队参赛，，并在赛前集训并在赛前集训 1212 次次，，

可享受可享受 66 级营养补助待遇；如训练未满级营养补助待遇；如训练未满 1212 次，按实际训练次数计算。次，按实际训练次数计算。

44、、凡非校级运动队凡非校级运动队，，但教练员有积极性临时组队参赛的项目但教练员有积极性临时组队参赛的项目，，经体育部班子讨论同意后可临时组队参赛经体育部班子讨论同意后可临时组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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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赛前训练并在赛前训练 1212 次，可享受次，可享受 66 级营养补助待遇；如训练未满级营养补助待遇；如训练未满 1212 次，按实际训练次数计算。次，按实际训练次数计算。

55、、校级运动队外出比赛应列入体育部训练比赛计划中校级运动队外出比赛应列入体育部训练比赛计划中，，计划外的比赛须经体育部同意计划外的比赛须经体育部同意，，并上报校领导批并上报校领导批

准。超出部分不计算在部内工作量中，不用体育部计划内津贴。准。超出部分不计算在部内工作量中，不用体育部计划内津贴。

二、训练比赛要求：二、训练比赛要求：

（一）各运动代表队应按训练计划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各运动代表队应按训练计划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二）运动员必须认真参加所在队训练，（二）运动员必须认真参加所在队训练，服从教练员的管理和指导，刻苦训练，服从教练员的管理和指导，刻苦训练，做到做到不迟到、不迟到、不不早退、早退、

不不旷练，旷练，如因故不能参加训练须事先请假，否则按我校体育课教学管理办法处理。如因故不能参加训练须事先请假，否则按我校体育课教学管理办法处理。

（三）校级运动队每周二训，重点队每周三训；有比赛任务的队，可在赛前一个月每周增加训练一次。（三）校级运动队每周二训，重点队每周三训；有比赛任务的队，可在赛前一个月每周增加训练一次。

（四）运动员在一年级必须随班上体育课；二年级体育课可免修，但须保证规定的训练出勤，其体育成（四）运动员在一年级必须随班上体育课；二年级体育课可免修，但须保证规定的训练出勤，其体育成

绩由教练员视训练表现而评定。绩由教练员视训练表现而评定。

（五）运动员必须参加早锻炼。如因当天晚上外出比赛或训练，为照顾队员有充分的休息，次日早操可（五）运动员必须参加早锻炼。如因当天晚上外出比赛或训练，为照顾队员有充分的休息，次日早操可

以免于参加，由教练到体育部统一办理请假手续。以免于参加，由教练到体育部统一办理请假手续。

（六（六））训练比赛的营养补贴及比赛获奖奖励训练比赛的营养补贴及比赛获奖奖励，，应严格按照规定填报应严格按照规定填报；；比赛期间的饮料费比赛期间的饮料费：：人均一天人均一天 1010 元元，，

半天半天 55 元，晚上比赛按半天计算。元，晚上比赛按半天计算。..

三、教练员职责：三、教练员职责：

（一（一））教练员应严格要求自己教练员应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团结合作团结合作，，虚心好学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身的训练水平和指导艺术不断提高自身的训练水平和指导艺术。。

（二）教练员应严格按照《体育运动代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管理运动队。教练应（二）教练员应严格按照《体育运动代表队组织与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管理运动队。教练应

全面关心队员的思想、学习、训练和生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处处严格要求，培养优良道德作风，全面关心队员的思想、学习、训练和生活，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处处严格要求，培养优良道德作风，

使队员德、智、体全面发展。使队员德、智、体全面发展。

（三）教练员应根据比赛任务每学年制定年度训练计划、每学期填写《教练员训练日志》及年终进行训（三）教练员应根据比赛任务每学年制定年度训练计划、每学期填写《教练员训练日志》及年终进行训

练比赛工作总结并及时上交体教部主任。练比赛工作总结并及时上交体教部主任。

（四）教练员应按时参加训练，如遇特殊情况应事先请假；执教中，应穿运动服装，为人师表，以实际（四）教练员应按时参加训练，如遇特殊情况应事先请假；执教中，应穿运动服装，为人师表，以实际

行动影响教育学生。行动影响教育学生。

（五）教练员应积极搞好训练工作，严格执行训练计划，有指标使运动水平不断提高；要认真做好运动（五）教练员应积极搞好训练工作，严格执行训练计划，有指标使运动水平不断提高；要认真做好运动

员的训练考勤记录和训练比赛营养费等工作，对无故缺勤、迟到和早退现象要严加管理；对违反校纪校规员的训练考勤记录和训练比赛营养费等工作，对无故缺勤、迟到和早退现象要严加管理；对违反校纪校规

和不遵守《运动员守则》的队员，屡经教育不改，思想作风不符合作为代表队资格的，由教练书面提出意和不遵守《运动员守则》的队员，屡经教育不改，思想作风不符合作为代表队资格的，由教练书面提出意

见经体教部主任审核确认后，取消其代表队资格。见经体教部主任审核确认后，取消其代表队资格。

（六（六））教练应负责二年级队员体育课成绩评定和教练应负责二年级队员体育课成绩评定和《《国家体质健康标准国家体质健康标准》》的测定并及时将成绩交任课教师的测定并及时将成绩交任课教师。。

（七）每学年组织队员评选校级（七）每学年组织队员评选校级““优秀运动员优秀运动员””，写出简要事迹，报体教部参加评选。，写出简要事迹，报体教部参加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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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练员日常管理四、教练员日常管理

（一）开学（一）开学··递交材料递交材料

11）各运动队递交《本学期训练计划》（包含：日常训练的时间、地点、人数；）各运动队递交《本学期训练计划》（包含：日常训练的时间、地点、人数； 雨天安排）雨天安排）

22）运动员名册（训练费、补贴、奖金依据）。每月）运动员名册（训练费、补贴、奖金依据）。每月 1010 号前各教练员递交比赛奖金表格，每月号前各教练员递交比赛奖金表格，每月 1155

号前递交训练补贴表格。不按时递交材料补贴发放将会推迟，如带来不便由教练员自行负责。号前递交训练补贴表格。不按时递交材料补贴发放将会推迟，如带来不便由教练员自行负责。

33）《教练，运动员训练课点名册》）《教练，运动员训练课点名册》 教练教练 保存。保存。

（二）赛前（二）赛前··递交材料递交材料

11）电子版参赛通知及红头文件提交体育部，体育部同意后方可参赛。）电子版参赛通知及红头文件提交体育部，体育部同意后方可参赛。

22）运动队参赛申请，比赛预算（购置服装、器材、参赛食宿、往返旅费、教练学生补贴））运动队参赛申请，比赛预算（购置服装、器材、参赛食宿、往返旅费、教练学生补贴）

33）各运动队具体参赛人数或项目，需报批，体育部根据实际情况及经费情况审批。）各运动队具体参赛人数或项目，需报批，体育部根据实际情况及经费情况审批。

44）平时运动队不设领队，比赛需要领队可向体育部提出申请。）平时运动队不设领队，比赛需要领队可向体育部提出申请。

（三）赛后（三）赛后··递交材料递交材料

11）比赛规程、比赛秩序册、比赛成绩册。）比赛规程、比赛秩序册、比赛成绩册。

22）正确的）正确的 EXCELEXCEL 电子学生奖金、学生补贴、教练员领队奖金补贴。电子学生奖金、学生补贴、教练员领队奖金补贴。

33）比赛照片）比赛照片 55 张左右，一定要有集体照。张左右，一定要有集体照。

44）比赛宣传报道。）比赛宣传报道。 （以上材料不全，不能报销。）（以上材料不全，不能报销。）

（四）期末（四）期末··递交材料递交材料

11）学期教练员小结，本学期训练点名册。）学期教练员小结，本学期训练点名册。

22）运动队大二学生体育课成绩，提交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二年级）。）运动队大二学生体育课成绩，提交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二年级）。

33）训练学分和竞赛学分（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学分和竞赛学分（高水平运动队）。

44）运动队成绩报道和精彩照片和精彩视频。）运动队成绩报道和精彩照片和精彩视频。

55）教练员手册。）教练员手册。

66）下学期如需添置器材须填写申请和经费预算表。）下学期如需添置器材须填写申请和经费预算表。

五、运动队参赛经费说明五、运动队参赛经费说明

（一）（一）各运动队每年比赛只允许给队员购置一套单价不超过各运动队每年比赛只允许给队员购置一套单价不超过 150150 元的运动服，高水平运动队元的运动服，高水平运动队 300300 元元//人人，，

教练员领队不享受。教练员领队不享受。

（二）（二）各运动队外出比赛吃饭、活动经费、杂费体育部不予报销，产生费用由各队自行解决。各运动队外出比赛吃饭、活动经费、杂费体育部不予报销，产生费用由各队自行解决。

六、教练员须知六、教练员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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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教练员不得无故调整训练时间和训练地点，需向体育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调整。教练员不得无故调整训练时间和训练地点，需向体育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调整。

（二）（二）公假或者事假须填写上海海事大学请假或调课单经体育部同意方可按体育部教师请假制度执行公假或者事假须填写上海海事大学请假或调课单经体育部同意方可按体育部教师请假制度执行。。

（三（三））教练和运动队不得私自出去比赛或表演教练和运动队不得私自出去比赛或表演。。体育部所有比赛持参赛通知填写运动队参赛申请体育部所有比赛持参赛通知填写运动队参赛申请，，如在如在

体育部要求范围内的比赛体育部要求范围内的比赛，，经相关负责工作领导同意即可组队参赛经相关负责工作领导同意即可组队参赛，，若超出体育部规定范畴若超出体育部规定范畴，，或者自筹经或者自筹经

费的比赛，经体育部班子讨论后方可组队参赛。费的比赛，经体育部班子讨论后方可组队参赛。

七、处罚条例七、处罚条例

（一）（一）若连续两年未完成考核指标，则公开向体育进行招聘教练员，若无人聘任解散运动队编制。若连续两年未完成考核指标，则公开向体育进行招聘教练员，若无人聘任解散运动队编制。

（二）（二）未向领到请示，随意请假或者调换训练场地，按照海事大学教学事故处理。未向领到请示，随意请假或者调换训练场地，按照海事大学教学事故处理。

（三）（三）开学于结束未按照要求的时间截点上交规定材料，扣除工作量津贴。开学于结束未按照要求的时间截点上交规定材料，扣除工作量津贴。

（四（四））严禁教练私自带队外出比赛表演严禁教练私自带队外出比赛表演，，一经发现一经发现，，将取消教练员岗位将取消教练员岗位，，情节严重上报学校情节严重上报学校，，不予聘任不予聘任。。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20052005 年年 88 月月



25

附件附件 33：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

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

为了鼓励、吸引高水平专业运动员报考上海海事大学，享受带薪学习待遇，经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为了鼓励、吸引高水平专业运动员报考上海海事大学，享受带薪学习待遇，经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

特制定本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一．运动员学籍管理一．运动员学籍管理

11．学校按照招生政策录取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运动员工资单，按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并交纳当年．学校按照招生政策录取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运动员工资单，按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并交纳当年

学校规定的收费标准，取得学籍，方可享受工资待遇。学校规定的收费标准，取得学籍，方可享受工资待遇。

22．考核成绩评分，以学期末考核成绩为主，每门课程均须通过方可享受。有不及格则暂发一月工资。．考核成绩评分，以学期末考核成绩为主，每门课程均须通过方可享受。有不及格则暂发一月工资。

33．凡缺考，考试作弊或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者，除按学校《学生手册》处理外，停发一个学期的工资。．凡缺考，考试作弊或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者，除按学校《学生手册》处理外，停发一个学期的工资。

44．加强考勤。对于学校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实习、设计（论文）、会议，学生无故不参加者，日．加强考勤。对于学校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实习、设计（论文）、会议，学生无故不参加者，日

常上课旷课两节者、迟到五节者，则暂停一个月的工资。常上课旷课两节者、迟到五节者，则暂停一个月的工资。

二．运动员在课外活动，校园秩序方面二．运动员在课外活动，校园秩序方面

11．禁止酗酒、赌博、打架斗欧、一经发现停发两个月工资。．禁止酗酒、赌博、打架斗欧、一经发现停发两个月工资。

22．遵守宿舍管理制度，听从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检查等工作，发现违反行为，暂发或停发一个月工资。．遵守宿舍管理制度，听从管理人员的管理和检查等工作，发现违反行为，暂发或停发一个月工资。

33．．在校期间须参加义务献血活动在校期间须参加义务献血活动，，无任何理由不参加者无任何理由不参加者，，除按校规罚款外除按校规罚款外，，再从当月起停发半年工资再从当月起停发半年工资。。

三．运动管理三．运动管理

（一）运动员必须认真参加训练，并积极投入，为学校作贡献。（一）运动员必须认真参加训练，并积极投入，为学校作贡献。

11．按运动员训练计划，无故缺训练课者，暂停发一个月工资。．按运动员训练计划，无故缺训练课者，暂停发一个月工资。

22．．未征得体育部主任未征得体育部主任、、运动竞赛室运动竞赛室（（学生工作组学生工作组））的批准的批准，，擅离校外出训练比赛者擅离校外出训练比赛者，，停发当月的工资停发当月的工资。。

33．．队内需要运动员继续为运动队作出贡献而本人擅自离队并持续一个学期者队内需要运动员继续为运动队作出贡献而本人擅自离队并持续一个学期者，，取消在校期间工资待遇取消在校期间工资待遇。。

（二（二））因特殊原因因特殊原因，，征得领队征得领队、、教练的同意教练的同意，，经体育部主任经体育部主任、、竞赛办批准竞赛办批准，，退队队员仍可享受工资待遇退队队员仍可享受工资待遇。。

四．运动员工资发放办法四．运动员工资发放办法

（一）每月（一）每月 33 日学生工作组统一领款，按有关规定发放。日学生工作组统一领款，按有关规定发放。

11．运动员学生学习出勤由各班班长统计，月底报送学生工作组。．运动员学生学习出勤由各班班长统计，月底报送学生工作组。

22．运动员训练情况统计，由各运动队领队、教练月底报送运动竞赛室。．运动员训练情况统计，由各运动队领队、教练月底报送运动竞赛室。

（二）暂停发或停发，需体育部备案，暂停发或停发的工资由学生处保管、处理。（二）暂停发或停发，需体育部备案，暂停发或停发的工资由学生处保管、处理。

五．本规定自五．本规定自 20062006 年年 99 月月 11 日起实行。日起实行。

六．未详尽事宜，体育部补充说明。六．未详尽事宜，体育部补充说明。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20052005 年年 88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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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44：高水平运动队日常管理制度：高水平运动队日常管理制度

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带薪运动员工资管理规定””

一、辅导员管理一、辅导员管理

11．．由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自全国不同省由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自全国不同省、、市市,,他们的文化课学习较差他们的文化课学习较差,,为便于管理为便于管理,,指派一名有经验的教师指派一名有经验的教师

任辅导员。实行辅导员制。辅导员不但要监督和督促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任辅导员。实行辅导员制。辅导员不但要监督和督促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还要过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还要过问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22．由于运动员长期从事专业的身体训练和参加各种比赛，必耽误一定的正常上课时间，因此，辅导员．由于运动员长期从事专业的身体训练和参加各种比赛，必耽误一定的正常上课时间，因此，辅导员

应根据应根据《《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上海海事大学运动队（（员员））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试行试行））》》之第一条第五项规定之第一条第五项规定，，组织相应的学科教师对所组织相应的学科教师对所

误课程进行补课。误课程进行补课。

33．实行．实行““晚自习制晚自习制””，以保证学生有一定的自修时间，巩固和弥补理论课上的学习差距。，以保证学生有一定的自修时间，巩固和弥补理论课上的学习差距。

44．由于训练比赛消耗体力较大．由于训练比赛消耗体力较大,,所以在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顾。对运动员除按当年的运动成绩奖励外所以在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顾。对运动员除按当年的运动成绩奖励外,,

还可根据运动员当年的成绩给予相应的训练补贴。还可根据运动员当年的成绩给予相应的训练补贴。

二．教练员考勤二．教练员考勤

为严格化为严格化、、科学化管理运动员科学化管理运动员，，保证运动员都能正常地参加学习保证运动员都能正常地参加学习、、训练和比赛训练和比赛，，教练员应加强对学教练员应加强对学

生考勤的重视，建立规范的考勤管理制度。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和奖励。生考勤的重视，建立规范的考勤管理制度。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和奖励。

三．运动员自查三．运动员自查

11．为使运动员清晰教练员的技战术思想，懂得科学规范的训练方法，应督导学生书写训练日记。．为使运动员清晰教练员的技战术思想，懂得科学规范的训练方法，应督导学生书写训练日记。

22．运动员应结合自己的训练体验与感受，主动向教练员汇报。以备教练员根据个别学生的实际情况，．运动员应结合自己的训练体验与感受，主动向教练员汇报。以备教练员根据个别学生的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和改进训练计划。及时调整和改进训练计划。

33．教练员应定期检查学生的训练日记。．教练员应定期检查学生的训练日记。

四．优秀运动员评选制度四．优秀运动员评选制度

为了鼓励高水平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为了鼓励高水平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为学校争光，特实行优秀运动员评选制度。对前一年度省市大为学校争光，特实行优秀运动员评选制度。对前一年度省市大

学生各项比赛中运动成绩突出学生各项比赛中运动成绩突出,,单项积分最多的运动员和在集体项目中获省、市大学生比赛冠军队的主力单项积分最多的运动员和在集体项目中获省、市大学生比赛冠军队的主力

队员队员,,学习努力学习努力,,学习成绩良好学习成绩良好,,在班级表现突出在班级表现突出,,无违纪现象者无违纪现象者,,皆可获得提名。经体育系部、教务处、团皆可获得提名。经体育系部、教务处、团

委、学工处组成的评委会评审委、学工处组成的评委会评审,,校长批准校长批准,,确定十名最突出的运动员为校优秀运动员确定十名最突出的运动员为校优秀运动员,,并在当年的校运会上并在当年的校运会上

进行表彰。优秀运动员在评进行表彰。优秀运动员在评““三好三好””、、““评优评优””、、““评奖评奖””和毕业分配中，各院和毕业分配中，各院((系系)) 、学校都给予优先、学校都给予优先

考虑。考虑。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20052005 年年 88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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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55：上海海事大学足球运动队情况介绍：上海海事大学足球运动队情况介绍

上海海事大学足球运动队情况介绍上海海事大学足球运动队情况介绍

一．背景一．背景

足球运动在上海市各中学开展得非常普遍足球运动在上海市各中学开展得非常普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是我校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我校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深受上深受上

海人民喜爱海人民喜爱。。几年来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中表现优异几年来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在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赛中表现优异。。该项目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该项目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教教

练员队伍结构合理练员队伍结构合理，，具有一套独具特点的灵具有一套独具特点的灵、、巧巧、、快的战术打法快的战术打法。。该队伍管理规范该队伍管理规范，，思想作风好思想作风好，，在参加上海在参加上海

市大学生足球赛中多次被组委会评为市大学生足球赛中多次被组委会评为““体育道德运动队体育道德运动队””，这一切为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这一切为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二．运动队建设二．运动队建设

（一）运动员基本情况（表（一）运动员基本情况（表 11））
序序

号号

运动员运动员

姓姓 名名
性别性别 运动等级运动等级 生源地生源地

入校入校

时间时间

中国大体协中国大体协

注册注册情况情况

11 陈镆帆陈镆帆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33 次）次） 浙江省浙江省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22 李明轩李明轩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黑龙江省黑龙江省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33 黄子杰黄子杰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44 张童张童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广西省广西省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55 王韬王韬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66 金志雄金志雄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吉林省吉林省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77 杨子杨子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天津市天津市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88 吴广年吴广年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99 陈世标陈世标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广东省广东省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1010 张子奇张子奇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1111 吾尔肯吾尔肯··巴依木汉木特巴依木汉木特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33 次）次） 新疆新疆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1212 程祚程祚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四川省四川省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1313 姚子阳姚子阳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33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32013 未注册未注册

1414 曲金博曲金博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吉林省吉林省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1515 王家樑王家樑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1616 占添祺占添祺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天津市天津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1717 周士琦周士琦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云南省云南省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1818 夏靖杰夏靖杰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1919 苏力坦别克苏力坦别克··阿依齐阿依齐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22 次）次） 新疆新疆 20132013 未注册未注册

2020 缪赟缪赟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2121 周宇川周宇川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四川省四川省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2222 赵志豪赵志豪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2323 袁谷金袁谷金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2424 吴运福吴运福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贵州省贵州省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2525 施若巍施若巍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上海市上海市 20162016 未注册未注册

2626 LouisLouis KofiKofi DesireDesire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加纳加纳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2727 NathanNathan NarhNarh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加纳加纳 20142014 未注册未注册

2828 SamuelSamuel MiezahMiezah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加纳加纳 20152015 未注册未注册

2929 TabiTabi FoudaFouda 男男 上海市冠军（上海市冠军（11 次）次） 喀麦隆喀麦隆 20132013 未注册未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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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成绩（表（二）运动成绩（表 22））

三三、、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队伍建设

近年来上海海事大学通过近年来上海海事大学通过““内培外引内培外引””大力加强足球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加强足球师资队伍建设。。学校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学校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建立足建立足

球教师培训体系球教师培训体系，，经常观摩对外交流经常观摩对外交流；；学校学校组织了多次的教练员组织了多次的教练员、、裁判员裁判员、、科研人员培训科研人员培训，，大大提高了教大大提高了教

师的教学和训练水平师的教学和训练水平。。体育部通过对教师技术技能的测试体育部通过对教师技术技能的测试、、考核来找差距考核来找差距，，提高教师业务提高教师业务；；通过师德师风通过师德师风

的学习的学习，，增强作风建设增强作风建设，，增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增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学校计划学校计划引进高水平的足球教练引进高水平的足球教练，，为高水平足为高水平足

球队建设做准备。球队建设做准备。

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目前已经配备了强大的教练队伍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目前已经配备了强大的教练队伍。。总教练主抓教练员队伍建设总教练主抓教练员队伍建设；；主教练和助理教主教练和助理教

练负责足球队技战术训练练负责足球队技战术训练；；体能教练负责足球队的体能和营养指导体能教练负责足球队的体能和营养指导；；康复理疗师负责预防足球队员的运动康复理疗师负责预防足球队员的运动

损伤和训练后恢复；科研教练定期检测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为训练提供科学依据。损伤和训练后恢复；科研教练定期检测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为训练提供科学依据。

四四、、教师科研成果教师科研成果

表表：：足球足球教师科研成果教师科研成果

比赛时间比赛时间 比赛名称比赛名称 成绩成绩

20112011 年年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 第第 77 名名

20122012 年年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 第第 55 名名

20132013 年年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 第第 44 名名

20142014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高校组（足球）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高校组（足球） 第第 33 名名

20152015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 第第 11 名名

20162016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 第第 11 名名

20172017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 第第 11 名名

姓名姓名 科研成果科研成果

王王

国国

勇勇

■■论文专著摘要论文专著摘要

★★20172017 王国勇王国勇等等 《有氧《有氧健身健身》上海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 ··第一作者。第一作者。

★★ 20162016 WangWang GY,GY, Leisure-timeLeisure-time physicalphysical activityactivity andand thethe qualityquality ofof lifelife ofof thethe ChineseChinese youngyoung
peoplepeople inin thethe networknetwork ageage 20162016 年奥林匹克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年奥林匹克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2013PA2013PA andand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QoLQoL amongamong thethe ChineseChinese MetropolitanMetropolitan YoungYoung PeoplePeople”“”“北美运动北美运动

心理学学会心理学学会””年会（年会（NASPSPANASPSPA））”” 专题报告：会议论文集。专题报告：会议论文集。

★★20132013 王国勇《大学公共体育专业化教程》，现代舞一章，参编上海大学出版社王国勇《大学公共体育专业化教程》，现代舞一章，参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2013
★★20132013 王国勇王国勇《《中国青少年休闲中国青少年休闲：：挑战与责任挑战与责任》》第第 2323 届全国高校田径科报会届全国高校田径科报会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

★★20122012 主编英文专著：主编英文专著：20122012 年国际体育科学与体育会议论文集（英文）：体育与健康年国际体育科学与体育会议论文集（英文）：体育与健康

（（ IIIIII））WangWang GY,GY, WangWang Bo,Bo, ProceedingsProceedings ofof thethe Xi'anXi'an 20122012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ConferenceConference ofof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 PhysicalPhysical Education,Education, VolumeVolume III:III: PhysicalPhysical EducationEducation andand Health.Health. PublishedPublished
byby WorldWorld AcademicAcademic Union.Union.

★★ 20122012 论文：论文：WANGWANG GY(2012).GY(2012). ChapterChapter 13_The13_The developmentdevelopment ofof China'sChina's TourismTourism CultureCulture
andand itsits CountermeasureCountermeasure inin JohnJohn DoddDodd && VeenaVeena SharmaSharma (eds.)(eds.) LeisureLeisure && Tourism:Tourism: CulturalCultural
Paradigms,Paradigms, RawatRawat Books.Books. TotalTotal 316316 pages.pages.

★★20122012 论文：论文：WANGWANG GY,GY, PEREIRAPEREIRA BeatrizBeatriz (2012).(2012). ChapterChapter 11_Modern11_Modern ChinaChina andand LeisureLeisure
ofof YoungYoung PeoplePeople inin JohnJohn DoddDodd && VeenaVeena Sharma(eds.)Sharma(eds.) LeisureLeisure && Tourism:Tourism: CulturalCultural
Paradigms,Paradigms, RawatRawat Books.Books. 316316 pages.pages.

★★ 20112011 EIEI 论文：论文：WANGWANG GYGY && etet al.al. StudyStudy onon thethe ChineseChinese metropolitanmetropolitan youngyoung peoplepeop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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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physical activity,activity,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physicalphysical fitness,fitness, andand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qualityquality ofof
life.<Proceedingslife.<Proceedings ofof TheThe 22th22th Pan-AsianPan-Asian congresscongress ofof SportsSports && PhysicalPhysical EducationEducation --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SportsSports ScienceScience AcademicAcademic ReportReport ofof TsinghuaTsinghua UniversityUniversity (V)(V) AthleticsAthletics andand
MarketingMarketing inin SportsSports p93-96.p93-96.

★★20102010 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健康体能的现状研究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健康体能的现状研究 ··第第 2020 届全国高校田径科报会。届全国高校田径科报会。

★★ 20102010 ISTPISTP 论 文 ：论 文 ： WANGWANG Guo-Yong,Guo-Yong, PEREIRAPEREIRA BeatrizBeatriz andand MOTAMOTA JorgeJorge (2010).(2010). AA
ComparativeComparative StudyStudy onon thethe PhysicalPhysical ActivityActivity andand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PhysicalPhysical FitnessFitness betweenbetween
ChineseChinese andand PortuguesePortuguese MetropolitanMetropolitan InIn ZhengZheng GHGH editededited EducationEducation andand ManagementManagement inin
SportsSports (Volume(Volume IIII )) p32-35.p32-35. ISBN:1-84626-03084.ISBN:1-84626-03084.

★★20092009 王国勇王国勇 ,,程杰程杰 中葡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中葡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 ,,健康体能的比较研究健康体能的比较研究，，北体学报北体学报 ,2009(10),2009(10)
★★20072007 王国勇王国勇 ,, 陆小聪陆小聪 ,, BEATRIZBEATRIZ P.,MOTAP.,MOTA J.J. 国外体育课运动心率的调查研究国外体育课运动心率的调查研究 《新世《新世

纪学校体育改革探索》纪学校体育改革探索》p64-67,p64-67, 2007.62007.6
★★20052005 SCISCI 论文：论文：WANGWANG Guo-Yong,Guo-Yong, BeatrizBeatriz PereiraPereira andand JorgeJorge MotaMota (2005).In(2005).In doordoor physicalphysical
educationeducation measuredmeasured byby heartheart raterate monitor:monitor: AA casecase studystudy inin PortugalPortugal (J.(J. ofof SportsSports MedicineMedicine
andand PhysicalPhysical Fitness.Fitness. 45(2)45(2) 168-177168-177

★★20052005 专著论文：专著论文：WANGWANG Guo-Yong,Guo-Yong, BeatrizBeatriz PereiraPereira andand JorgeJorge MotaMota (2005).(2005). YouthYouth people,people,
physicalphysical activityactivity andand physicalphysical fitnessfitness -A-A casecase studystudy betweenbetween ChineseChinese andand PortuguesePortuguese middlemiddle
schoolschool childrenchildren inin KevynKevyn Hylton,Hylton, JonathanJonathan LongLong andand AnneAnne FlintoffFlintoff (eds.)(eds.) 《《 EvaluatingEvaluating
SportSport andand activeactive leisureleisure forfor youngyoung peoplepeople 》》 LSALSA PublicationPublication No.88No.88 p161-178.p161-178. (ISBN(ISBN 00
906337906337 9999 2)2) ..

★★ 20022002 专 著 论 文 ：专 著 论 文 ： WangWang GY,GY, PereiraPereira BB (2002)(2002) ChildrenChildren’’ss PhysicalPhysical activityactivity andand theirtheir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physicalphysical fitnessfitness InIn FrunkFrunk H.H. FuFu && Mee-LeeMee-Lee LeungLeung (eds.)(eds.) 《《HealthHealth Promotion,Promotion,
WellnessWellness andand Leisure-majorLeisure-major componentscomponents ofof QualityQuality ofof LifeLife》》 HongHong KongKong BaptistBaptist UniversityUniversity
p385-391.p385-391.

★★20022002 论文论文：：WangWang GY,GY, PereiraPereira BB (2002)(2002) ReinforceReinforce health-relatedhealth-related educationeducation earlyearly inin school:school:
ResultsResults ofof aa randomizedrandomized trialtrial inin PortugalPortugal <J.<J. ofof PEPE && RecreationRecreation (HK)>(HK)> Vol.2,Vol.2, p54-57.p54-57.

★★20012001 著作：王国勇著作：王国勇 沈越沈越 蔡颖敏《健身，健美操指导手册》蔡颖敏《健身，健美操指导手册》 上海财大出版社上海财大出版社。。

★★20002000 《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磁卡电脑化管理》中国第六届大学生运动会论文报告会《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磁卡电脑化管理》中国第六届大学生运动会论文报告会

■■课题课题 ··课程课程

★★2017-182017-18 有氧健身有氧健身 主持主持 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

★★20162016 网络信息时代青少年休闲体育监管体系（主持）上海市教委学校体育重点课题网络信息时代青少年休闲体育监管体系（主持）上海市教委学校体育重点课题。。

★★2009-102009-10 大众体育的发展趋势与生活方式转变（主持）大众体育的发展趋势与生活方式转变（主持） ..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课题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课题

★★2007-092007-09 我国大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研究分析（主持）我国大城市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研究分析（主持）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课题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课题

★★2006-082006-08 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的研究（主持）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的研究（主持） ..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浦江人才

★★2006-082006-08 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体能的研究（主持）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健康体能的研究（主持） ..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

★★2006-072006-07 面向和谐社会的大众休闲体育网络的构建（主持）面向和谐社会的大众休闲体育网络的构建（主持） ..上海大学体育学基金上海大学体育学基金

★★2005-072005-07 上海大学生身体活动水平的研究分析（主持）上海大学生身体活动水平的研究分析（主持） ..上大人文社科研究发展基金上大人文社科研究发展基金

★★2004-072004-07 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青少年社会弱点（参与）欧盟多国合作项目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青少年社会弱点（参与）欧盟多国合作项目

★★2001-052001-05 青少年有氧运动的健康干预效果的研究（主持）葡青少年有氧运动的健康干预效果的研究（主持）葡 --科技部博士基金课题科技部博士基金课题

■■获奖获奖

★★20132013 中国青少年休闲：挑战与责任中国青少年休闲：挑战与责任，，全国大学生田径体科会全国大学生田径体科会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 论文一等奖论文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田径体协全国大学生田径体协

★★20102010 2121 届泛亚体育科学大会届泛亚体育科学大会 主题报告主题报告 论文一等奖论文一等奖 泛亚体育科学大会组委会泛亚体育科学大会组委会

★★20102010 大众体育的发展趋势与生活方式转变大众体育的发展趋势与生活方式转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课题一课题一

等奖等奖 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20092009 中葡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健康体能的比较研究中葡都市青少年体力活动、健康体能的比较研究，，全国大学生田径体科会全国大学生田径体科会 论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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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田径体协全国大学生田径体协

★★20072007 国外体育课运动心率的调查研究国外体育课运动心率的调查研究，，第四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第四届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 论文一等奖论文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部体卫艺司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部体卫艺司

朱朱

军军

凯凯

■■课题研究课题研究

★★同场对抗性球类集体性项目比赛录像分析与图像处理研究同场对抗性球类集体性项目比赛录像分析与图像处理研究，，20102010--20132013，，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

横向课题，排横向课题，排 1/51/5，经费，经费 66 万。万。

★★球类集体性项目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球类集体性项目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20142014--20162016，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排，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排 1/31/3。。
★★20120122 年伦敦奥运会国家女足科技攻关与服务年伦敦奥运会国家女足科技攻关与服务 ,2010,2010--2012,2012,国家体育总局课题国家体育总局课题 ,,排排 4/9,14/9,100 万万

★★ 提 高 我 国 集 体 球 类 项 目 竞 技 水 平 的 研 究提 高 我 国 集 体 球 类 项 目 竞 技 水 平 的 研 究 -- 男 子 足 球 奥 运 科 技 攻 关 与 服 务 ，男 子 足 球 奥 运 科 技 攻 关 与 服 务 ，

2005.072005.07--2008.122008.12，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排，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排 10/1510/15，经费，经费 5050 万。万。

★★上海市校园足球上海市校园足球““一条龙一条龙””培养体系的问题研究，培养体系的问题研究，20162016，上海体育局课题，排，上海体育局课题，排 1/41/4。。
★★我国海洋体育文化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我国海洋体育文化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2016.12016.1--2018.12018.1，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排，国家体育总局课题，排 3/63/6。。
★★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社团实体化发展研究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社团实体化发展研究，，20122012--2014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排排 6/9,86/9,8 万万。。

■■论文论文著作著作

★★朱军凯朱军凯 ..第第 1919 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不同位置运动员比赛跑动特征分析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不同位置运动员比赛跑动特征分析 ..中国体育科中国体育科

技，技，2011(1).2011(1).
★★朱军凯朱军凯 ..中国国家队男子足球运动员位置体能特征研究中国国家队男子足球运动员位置体能特征研究 ..中国体育科技，中国体育科技，2012(1).2012(1).
★★朱军凯朱军凯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违规违纪问题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违规违纪问题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0(2010(33))..
★★朱军凯朱军凯 .2010.2010 年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队传球与控球特点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年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队传球与控球特点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11(2011(22))
★★唐铁峰、朱军凯唐铁峰、朱军凯 ..国家男子足球队与比赛对手相同位置运动员比赛跑动距离的比较分国家男子足球队与比赛对手相同位置运动员比赛跑动距离的比较分

析，沈阳体育学院学报，析，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2(2012(44))..
★★朱军凯朱军凯 ..国家男子足球运动员比赛跑动距离的位置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国家男子足球运动员比赛跑动距离的位置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4(2014(22))..
★★朱军凯朱军凯 .. 20142014 年巴西世界杯各大洲参赛球队比赛跑动能力研究，体育科技文献通报，年巴西世界杯各大洲参赛球队比赛跑动能力研究，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6(1).2016(1).
★★朱军凯朱军凯 ..对我国建立足球职业联盟的分析与探讨，山东体育科技，对我国建立足球职业联盟的分析与探讨，山东体育科技，20052005⑵⑵ ..
★★朱军凯朱军凯 ..我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职业能力的现状调查，吉林体育学院学报，我国青少年足球教练员职业能力的现状调查，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52005⑸⑸ ..
★★朱军凯朱军凯 ..中国国家队男子足球运动员比赛活动距离的特征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中国国家队男子足球运动员比赛活动距离的特征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2013(44))..
★★唐铁峰唐铁峰、、朱军凯朱军凯 .. 第第 2020 届男足世界杯决赛阶段球员比赛跑到能力研究届男足世界杯决赛阶段球员比赛跑到能力研究，，首都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

学报，学报，2016(2016(66))..
■■书籍书籍 //著作著作

★★足球运动训练与比赛监控的理论及实证，人民体育出版社，足球运动训练与比赛监控的理论及实证，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012012.01，编委。，编委。

★★青少年足球训练纲要与教法指导，人民体育出版社，青少年足球训练纲要与教法指导，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102011.10，编委。，编委。

★★足球运动员的位置体能特征及其训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足球运动员的位置体能特征及其训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092017.09，主编。，主编。

张张

奇奇

★★《高等教育与竞技体育有机结合的研究》《高等教育与竞技体育有机结合的研究》 ..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2013(77).).
★★《我国航海类院校航海专业体育课程设置于教学研究》《我国航海类院校航海专业体育课程设置于教学研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

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集，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集，2012(12012(122).).
33、《休闲体育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及扩展路径探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休闲体育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及扩展路径探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2012(99).).
44、《上海市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沈阳体育学院学报，、《上海市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情况调查与分析》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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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66：训练场地设施介绍：训练场地设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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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77：运动队经费情况介绍：运动队经费情况介绍

经费是高水平运动队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我校经费是高水平运动队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我校游泳、武术、龙舟项目游泳、武术、龙舟项目自自 20200505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水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水

平运动队后，校领导即拨专款用于高水平队的建设。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年度经费具有稳定、预算平运动队后，校领导即拨专款用于高水平队的建设。我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年度经费具有稳定、预算充足充足、、

财务制度完备财务制度完备、、监监管管有效有效。。充分保障了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需要充分保障了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的需要。。我校武术队我校武术队、、游泳队游泳队、、龙舟队的经费龙舟队的经费

预算为每年预算为每年 8080 万元；万元；不包括场地器材投入。不包括场地器材投入。高水平运动高水平运动员每次训练和比赛都有营养补贴；每年固定发放员每次训练和比赛都有营养补贴；每年固定发放

训练服和训练鞋训练服和训练鞋；；完全能够满足和保障各项训练完全能够满足和保障各项训练、、比赛和管理的需要比赛和管理的需要。。足球足球高水平高水平队经费队经费将将在在 3030 万以上万以上。。

附件附件 88：：足球队成绩介绍足球队成绩介绍

附件附件 99：：《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介绍《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介绍

1.1. 2012-20132012-2013 年：年：总体人数总体人数 81758175 人人，，合格合格 76797679 人（人（93.93%93.93%））

2.2. 2013-20142013-2014 年：年：总体人数总体人数 69676967 人人，，合格合格 63756375 人（人（91.50%91.50%））

3.3. 2014-20152014-2015 年：年：总体人数总体人数 1159811598 人人，，合格合格 1059710597 人（人（91.3791.37%%））

4.4. 2015-20162015-2016 年：总体人数年：总体人数 1394413944 人人，，合格合格 1317613176 人（人（94.49%94.49%））

表表：：2014-20152014-2015 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

海事海事 男生男生 女生女生 总数总数 优秀率优秀率 良好率良好率 及格率及格率 不及格率不及格率 合格率合格率

0101 年级年级 18201820 12821282 31023102 0.710.71 18.7018.70 71.9571.95 8.648.64 91.3691.36

0202 年级年级 20482048 13021302 33503350 2.452.45 31.4631.46 60.1260.12 5.975.97 94.0394.03

0303 年级年级 15441544 12831283 28272827 1.521.52 23.1023.10 66.7866.78 8.608.60 91.4091.40

0404 年级年级 13051305 10141014 23192319 2.112.11 19.0219.02 66.3666.36 12.5112.51 87.4987.49

合合 计计 67176717 48814881 1159811598 1.691.69 23.5223.52 66.1666.16 8.638.63 91.3791.37

表表：：2015-20162015-2016 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年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

海事海事 男生男生 女生女生 总数总数 优秀率优秀率 良好率良好率 及格率及格率 不及格率不及格率 合格率合格率

0101 年级年级 22432243 15711571 38143814 1.131.13 21.1921.19 70.9270.92 6.766.76 93.2493.24

0202 年级年级 22182218 15111511 37293729 1.641.64 28.7228.72 65.1965.19 4.454.45 95.5595.55

0303 年级年级 21112111 15411541 36523652 0.820.82 22.5422.54 70.4070.40 6.246.24 93.7693.76

0404 年级年级 15331533 12161216 27492749 1.381.38 25.0325.03 69.3769.37 4.224.22 95.7895.78

合合 计计 81058105 58395839 1394413944 1.231.23 24.3124.31 68.9568.95 5.515.51 94.4994.49

时间时间 比赛名称比赛名称 成绩成绩

20112011 年年、、20122012 年年、、20132013 年年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上海市阳光大联赛高校组（足球） 第七名第七名、、第五名第五名、、第四名第四名

20142014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高校组（足球）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高校组（足球） 季军季军

20152015 年年、、20162016 年年、、20172017 年年 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上海市大学生校园足球联盟杯赛 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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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1010：： 阳光体育工程介绍阳光体育工程介绍

阳光体育工程介绍阳光体育工程介绍（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学校已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组织领导机构制度健全，，广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显著效果显著。。学校学校

注重学生体育群体工作的开展注重学生体育群体工作的开展，，校内多次开展校内大学生篮球校内多次开展校内大学生篮球、、足球足球、、排球排球、、羽毛球羽毛球、、网球网球、、健美操健美操、、瑜瑜

伽伽、、武术武术、、游泳等比赛游泳等比赛，，也时常与其他各高校进行校际交流也时常与其他各高校进行校际交流。。同时同时，，我校各运动队伍积极参加上海市学生我校各运动队伍积极参加上海市学生

阳光体育大联赛阳光体育大联赛 2020 余项比赛余项比赛，，在教练们的指导下在教练们的指导下，，队员们顽强拼搏队员们顽强拼搏，，屡创佳绩屡创佳绩，，在在““20162016 年上海市学生运年上海市学生运

动会闭幕式暨上海市最佳阳光体育活力园丁系列奖项动会闭幕式暨上海市最佳阳光体育活力园丁系列奖项””主题活动中，我校获得主题活动中，我校获得 20162016 年学生运动会年学生运动会““校长校长

杯杯”“”“优秀赛区奖（龙舟）优秀赛区奖（龙舟）”“”“体育道德风尚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多项大奖，李晋老师荣获等多项大奖，李晋老师荣获““年度最佳体育活力园丁年度最佳体育活力园丁””。。

我校获得我校获得 20162016 年学生运动会年学生运动会““校长杯校长杯””、、““优秀赛区奖（龙舟）优秀赛区奖（龙舟）””、、““体育道德风尚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我校获得我校获得 20162016 年学生运动会年学生运动会““校长杯校长杯”” ““优秀赛区奖（龙舟）优秀赛区奖（龙舟）”” ““体育道德风尚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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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足球队一路披荆斩棘，连续三年获得男子足球队一路披荆斩棘，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高校足球联盟杯冠军上海市高校足球联盟杯冠军””。。在全国绝无仅有啊！在全国绝无仅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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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承办 20162016 上海市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暨南汇新城龙舟公开赛上海市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暨南汇新城龙舟公开赛

帆船队帆船队 20172017 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 专业组专业组 双冠，双冠，20162016 上海市大学生锦标赛上海市大学生锦标赛 亚军亚军



38

武术队开学典礼表演武术队开学典礼表演

2016-20172016-2017 年年 全国啦啦操联赛（上海长宁站）夺得全国啦啦操联赛（上海长宁站）夺得 22 金（自选花球、自选街舞）金（自选花球、自选街舞）

20162016 年跑进最美校园年跑进最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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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了承办了 20172017 年全国学生运动会游泳初赛（乙组）年全国学生运动会游泳初赛（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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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校园足球文化上海海事大学校园足球文化

为保证校园足球活动有序开展为保证校园足球活动有序开展，，上海海事大学专门成立了足球群体工作领导小组上海海事大学专门成立了足球群体工作领导小组，，起草了校园足球群起草了校园足球群

体活动计划体活动计划、、组织组织、、领导和控制管理的体系领导和控制管理的体系，，积极推进学生体育组织积极推进学生体育组织（（俱乐部俱乐部））的健康发展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足充分发挥足

球社团在动员学生参与、策划活动内容和组织实施活动中的作用，丰富课余生活，营造校园足球的氛围球社团在动员学生参与、策划活动内容和组织实施活动中的作用，丰富课余生活，营造校园足球的氛围。。

让更多喜爱足球的学生参与进来让更多喜爱足球的学生参与进来，，共同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乐趣共同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乐趣。。在体育部领导下在体育部领导下，，学校学校每年都组织两项每年都组织两项

赛事赛事，，即即““新生杯新生杯””和和““足协杯足协杯””，，每年的每年的““新生杯新生杯””以学院为单位以学院为单位，，大一和研一新生为参赛队员进行分组比赛大一和研一新生为参赛队员进行分组比赛，，

赛程赛程 22 个月个月，，获得了获得了广大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可师生的广泛认可。。而自而自 20142014 年起年起““足协杯足协杯””的赛事更是具有新颖性的赛事更是具有新颖性，，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摒弃了摒弃了““学院组队学院组队””这种传统思维这种传统思维，，建立了建立了 1616 支足球俱乐部支足球俱乐部，，以联赛的方式进行比赛以联赛的方式进行比赛。。““足协杯足协杯””赛事中每支赛事中每支

俱乐部都由学生自由组队俱乐部都由学生自由组队，，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转会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转会，，对于新队员的招募也以排位和抽签等方式进行对于新队员的招募也以排位和抽签等方式进行。。

这项赛事在我校的影响度十分高这项赛事在我校的影响度十分高，，并获得我校师生的全力配合并获得我校师生的全力配合。。两项足球赛事的顺利运作两项足球赛事的顺利运作，，展现了我校大展现了我校大

学生足球运动良好的群众基础，获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水平的双丰收。学生足球运动良好的群众基础，获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水平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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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 1111 ::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训练计划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训练计划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竞技体育的内涵更加丰富高校竞技体育的内涵更加丰富，，它不仅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学校体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也是

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海海事大学篮球队自组建以来上海海事大学篮球队自组建以来，，20102010 年至今三次获得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冠军年至今三次获得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杯赛冠军。。大学竞技体大学竞技体

育的发展育的发展，，核心是高水平运动队核心是高水平运动队。。足球作为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体育项目足球作为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体育项目，，如何科学规划如何科学规划，，使球队整体水使球队整体水

平的提高和发展达到高水平运动队的预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平的提高和发展达到高水平运动队的预期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一、、指导思想指导思想

以培养全面型足球人才为依据以培养全面型足球人才为依据，，以为国家培养大学生后备竞技人才和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为目标以为国家培养大学生后备竞技人才和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为目标，，以以

我国教育制度和竞赛体制改革为切入点我国教育制度和竞赛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以科学化训练作为手段以科学化训练作为手段，，有目标有目标、、有计划有计划、、有重点有重点、、分阶段分阶段、、有有

措施地开创一个以我国教育体制和体育体制发展相适应的高校高水平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措施地开创一个以我国教育体制和体育体制发展相适应的高校高水平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一一)) 制定我校足球队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制定我校足球队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

11．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学校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学校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从从 20002000 年开始，高等院校扩招，使更多的高中生能够进入大学的校园，为有足球特长的高中生运动员和年开始，高等院校扩招，使更多的高中生能够进入大学的校园，为有足球特长的高中生运动员和

专业队优秀足球运动人才进入高校创造了条件。专业队优秀足球运动人才进入高校创造了条件。

22．．20032003 年年 55 月开始月开始，，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国际联络和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冬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国际联络和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冬、、夏季运动会等工作夏季运动会等工作，，

由国家体育总局整体移交给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从由国家体育总局整体移交给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从 20052005 年世界大学生代表团和参赛任务以教育部大年世界大学生代表团和参赛任务以教育部大

学生体育协会为主，这次移交意味着历史的转折，为更多的大学生运动员提供了高水平比赛的机会。学生体育协会为主，这次移交意味着历史的转折，为更多的大学生运动员提供了高水平比赛的机会。

33．．CUBACUBA 大学生篮球联赛市场化运作已见成效。大学生篮球联赛市场化运作已见成效。

44．我校足球运动员已形成．我校足球运动员已形成““小学小学——中学中学——大学大学””人才选拔模式和人才选拔模式和““一条龙一条龙””训练体制。这种体制是学习训练体制。这种体制是学习

与课余训练同步进行。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篮球运动水平较高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与课余训练同步进行。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篮球运动水平较高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

也是解决大学招收生源困难的主要渠道也是解决大学招收生源困难的主要渠道。。尽量把中学时有足球天赋和特长的学生招入大学尽量把中学时有足球天赋和特长的学生招入大学，，对他们进行更对他们进行更

深层次的培养和训练，这样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才能有保障，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深层次的培养和训练，这样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才能有保障，细水长流，源源不断。

55．．20082008 年始，校足球队开始招收俱乐部二、三线运动员，尝试培养运动员大学生和大学生运动员年始，校足球队开始招收俱乐部二、三线运动员，尝试培养运动员大学生和大学生运动员。。

二二、、发展目标发展目标

11．经过未来三年的努力，把我校足球队建设成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出一批在全省、全国大．经过未来三年的努力，把我校足球队建设成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出一批在全省、全国大

学生比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高水平足球运动员。学生比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高水平足球运动员。

22．经过科学化、系统化训练和管理，使我校足球队在全市大学生足球赛进入．经过科学化、系统化训练和管理，使我校足球队在全市大学生足球赛进入 CUBACUBA 大学生篮球赛分大学生篮球赛分

区赛区赛，，成为全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成为全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从而带动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从而带动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训练训练、、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工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工

作的全面开展。作的全面开展。

33．在球队的管理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建立规范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技术档案及其完善的管理系统，．在球队的管理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建立规范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技术档案及其完善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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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才竞争良性循环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才竞争良性循环机制，，提高管理的综合效益提高管理的综合效益，，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制度和评估体系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制度和评估体系

以及科学合理的检测手段。以及科学合理的检测手段。

44．教练员的职业水准、教育观念、训练方法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能力都直接影响高校高水平．教练员的职业水准、教育观念、训练方法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能力都直接影响高校高水平

运动员的训练质量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在未来的几年内在未来的几年内，，我校将加强我校将加强教练员的培养和再提高教练员的培养和再提高，，制定严格的进修培训计划制定严格的进修培训计划，，使使

教练队伍整体趋于成熟、合理。教练队伍整体趋于成熟、合理。在可能的情况下引进高水平足球教练。在可能的情况下引进高水平足球教练。

三三、、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

1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创新我校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创新我校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

22．努力处理好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的关系，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努力处理好学生运动员文化学习与运动训练的关系，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33．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素质，促进训练水平的提高。．提高教练员队伍的素质，促进训练水平的提高。

44．充分发挥学校的综合优势，加强科学化训练。．充分发挥学校的综合优势，加强科学化训练。

55．结合学校竞技体育特点，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思想教育。．结合学校竞技体育特点，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思想教育。

66．进一步完善大、中、小学的学校足球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大、中、小学的学校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四四、、训练的基本任务、内容要求及手段训练的基本任务、内容要求及手段

（一）（一）训练作风方面：训练作风方面：11．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22．严格的训练自觉性。．严格的训练自觉性。

（二）（二）比赛作风方面：比赛作风方面：11．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22．勇猛顽强的比赛作风；．勇猛顽强的比赛作风；33．严格遵守比赛纪律。．严格遵守比赛纪律。

五．全面提高队员的基本技术五．全面提高队员的基本技术

11．提高队员的传接球的速度．提高队员的传接球的速度。。

22．提高队员的防守能力．提高队员的防守能力。。

33．提高队员运控球的保险系数．提高队员运控球的保险系数。。

44．提高队员战术，重点是个人与局部的战术配合．提高队员战术，重点是个人与局部的战术配合。。

55．明确个人的攻守职能，遵循进攻防守原则．明确个人的攻守职能，遵循进攻防守原则。。

六．主要训练手段六．主要训练手段

11．身体训练手段：克服自身体重的各种跳跃、后退跑、曲线跑等。．身体训练手段：克服自身体重的各种跳跃、后退跑、曲线跑等。

22．技术训练手段：各种个人传、运、射练习，各种对抗攻守练习。．技术训练手段：各种个人传、运、射练习，各种对抗攻守练习。

七．七．20172017——20202020 年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训练比赛计划年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训练比赛计划

11．整个训练计划分为三个部分：体能储备期；训练期；比赛期。．整个训练计划分为三个部分：体能储备期；训练期；比赛期。

22．体能储备期为每学期开学前．体能储备期为每学期开学前 22 周，这周，这 22 周的训练将以体能恢复和储备为主（具体时间视具体情况周的训练将以体能恢复和储备为主（具体时间视具体情况

而定，教练员掌握）。主要进行长跑和而定，教练员掌握）。主要进行长跑和 1010 米、米、3030 米折返跑训练，以提升队员们在假期里丢失的体能和反米折返跑训练，以提升队员们在假期里丢失的体能和反

应速度。训练过程中穿插一些有球游戏，恢复队员的球感和球性。应速度。训练过程中穿插一些有球游戏，恢复队员的球感和球性。

33．．训练期为每学期的第训练期为每学期的第 33 周到周到 1515 周周。。期间将以技术为主期间将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战术为辅。。将会以队内分组比赛的形式进将会以队内分组比赛的形式进

行。训练中，队员必须要坚持贯彻平时的战术要求，达到熟悉自己位置和角色的目的。行。训练中，队员必须要坚持贯彻平时的战术要求，达到熟悉自己位置和角色的目的。

44．．比赛期为每学期的第比赛期为每学期的第 1616 周到期末周到期末。。期间主要以比赛为主期间主要以比赛为主。。以赛代练以赛代练，，检测平时的训练成果和发现检测平时的训练成果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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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使队员们增强作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使队员们增强作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55．训练和比赛前，队员必须按队长要求做好热身运动。训练和比赛期间各队员要学会和做好自我保．训练和比赛前，队员必须按队长要求做好热身运动。训练和比赛期间各队员要学会和做好自我保

护，避免不必要的受伤。护，避免不必要的受伤。

66．比赛主要是与外单位高水平球队进行比赛为主。计划每．比赛主要是与外单位高水平球队进行比赛为主。计划每 22 周联系一场比赛，实施周联系一场比赛，实施““走出去走出去””战略。战略。

77．．星期六和日为外出比赛日星期六和日为外出比赛日。。当周末有赛当周末有赛，，训练日的训练强度会适当减轻训练日的训练强度会适当减轻，，以战术讲解为主要内容以战术讲解为主要内容。。

八、我校足球队今后的主要对手及努力方向八、我校足球队今后的主要对手及努力方向

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的发展方向将是在坚持以我为主上海海事大学足球队的发展方向将是在坚持以我为主，，以快以快、、变变、、灵灵、、巧基础上巧基础上，，重点抓好几个环节重点抓好几个环节：：

11、、要有勇于创新，善于探索的精神要有勇于创新，善于探索的精神

积极创新与发展技术和新战术积极创新与发展技术和新战术，，加强我队在一攻方面的优势加强我队在一攻方面的优势，，同时把一攻的进攻战术有效地运用到反击当同时把一攻的进攻战术有效地运用到反击当

中，加强进攻的速度和变化，进一步提高全队整体作战能力，掌握比赛的主动权。中，加强进攻的速度和变化，进一步提高全队整体作战能力，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22、、在快速多变进攻的基础上，要坚持两腿走路，努力提高我队的强攻水平。在快速多变进攻的基础上，要坚持两腿走路，努力提高我队的强攻水平。

33、、根据世界足球发展趋势和我队今后几年的比赛任务，我们必须重视根据世界足球发展趋势和我队今后几年的比赛任务，我们必须重视教练员队伍建设，教练员队伍建设，重视重视运动员运动员

后备力量的选拔后备力量的选拔、、培养与训练培养与训练，，争取吸收外省一些身材高大争取吸收外省一些身材高大、、技术水平高和本省一些高手加盟到我队中来技术水平高和本省一些高手加盟到我队中来。。

在保持我队技术特长的基础上在保持我队技术特长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全队的身材高度逐渐提高全队的身材高度，，有目的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事业心强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事业心强、、作风顽作风顽

强、身高条件好、有发展前途的年轻队员，提高我校足球的技战术水平。强、身高条件好、有发展前途的年轻队员，提高我校足球的技战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