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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高水平篮球运动队建设自评报告
按照湖北省教育厅鄂教体艺〔2017〕14 号文件通知的要求，根据教
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教
体艺〔2017〕6 号）文件的精神和评估指标。我校的篮球运动近十年来无
论是竞赛成绩，还是“校园篮球”运动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篮球是我
校普通运动队在湖北省具有一定优势和影响的项目，我校长期以来坚持
开展篮球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篮球运动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篮球运动氛
围。学校篮球训练比赛设施齐备，教练员队伍结构合理，组织领导、管
理制度健全，硬件设施和经费投入有保障。我校于 2017 获批篮球（男、
女）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
一、组织领导
高水平运动队和普通运动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学校给予高度重视，其工作在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和高水
平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稳步发展。多年来，学校体育工作以大学体育课程
为主线；以高水平运动队为龙头，以普通运动队为抓手，有效的推动了
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促进了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改善了学生体质状
况。学校于 2005 年成立了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由
三位校领导担任，校办、发规处、人事处、财务处、学工处、招就处、
后勤集团、体育学院的负责同志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体
育学院。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管理的
相关问题，制定发展规划和制度办法。足球、武术高水平运动队成立十
三年来，我们先后多次修订涵盖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学籍管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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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日常管理、经费管理、奖励、后勤保障等内容的《三峡大学高水
平运动队管理条例》，不断完善《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竞聘考
核办法》《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员行为手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明
确了运动员、教练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二、建设与管理
1、制度建设：建章立制、规范运作。我们在借鉴兄弟学校先进经验
和成功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了《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队
管理条例》、《三峡大学高水平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三峡大学高水
平运动队教练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学籍管理、训练竞赛、经费管理、后勤保障、教练员的竞聘与目标管理
责任制度等。
2、招生工作：在严格遵守执行上级有关部门制定的招生政策的同时，
学校就高水平运动员的考核、选拔、招录工作制定了《三峡大学高水平
运动员招生管理规定》。在具体招生工作中运动员的招生联系、遴选确
认、录取入学等环节，是在学校招生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体育学院协
助学校招生及就业指导处，在学校纪委的全程监督下，完成每年的高水
平运动员招生工作。体育学院负责联系、考察队员、运动员的推荐、证
件材料初审、技术考试；招生及就业指导处负责计划、文化课考试、报
送高考阳光平台、录取；校纪委全程参与监督；最后由学校招生领导小
组审定，学生进校后签订《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协议书》。
篮球队获批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后，为培养和选拔优秀篮球运动
员，积极与湖北、湖南、四川、黑龙江、贵州等地篮球管理部门和中学
建立合作关系，寻求支持，寻找优秀球员。
3、学籍管理：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籍管理是采用学年学分
2

三峡大学新增“高水平篮球运动队项目自评报告”

制，即：采用学年制办法安排教学计划，以学分制计算方法进行学籍管
理，由教务处、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组办公室、运动员所在学院共同负
责执行。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籍管理包含了文化课程学习管理和训练比赛
管理两个方面。《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规定“高水平运动员在校学习不得超过七年，进校第一年补习基础文化
课，第二年进入专业基础课和文化课的学习，在完成规定的文化课程学
分和体育训练、比赛学分的基础上准予毕业”，有关学院在制定教学计
划时应考虑到高水平运动员的特点，对于取得较好竞赛成绩的高水平运
动员文化课进行奖励计算办法，设立体育奖励学分代替公共选修课学分。
鉴于校足球队全年赛事密集，训练强度高，队员担负着学习、训练与比
赛的双重任务。补课与缓考是对他们文化课程学习管理的一项特殊政策，
对部分学习难度大的课程以及因外出训练比赛，或为参加重大比赛需要
集训而耽误的课程，由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名，经教务处批
准，可以组织辅导、补课、组织单独的考试，以保证优秀的队员顺利完
成本专业的学习任务。对高水平运动员的专项训练和比赛是采用课程式
的学分制管理。把运动员的训练与比赛《运动竞赛训练》课程，规定：
高水平运动员免修公共体育课，《运动竞赛训练》课程每学期各 4 学分，
连续修完 8 个学期共修满 32 学分；非集中编班的高水平运动员，在第 1
—4 学期为必修课，第 5—8 学期为任意选修课(高水平运动员必须选)。
学分奖励办法是学校根据比赛的级别和成绩(名次)而相应设定不同的奖
励系数。2012 年启动高水平运动员推免研究生工作，武术队 1 名高水平
运动员推免读研。
4、训练竞赛管理：依据高水平运动队的长远规划，学校制定的年度
竞赛计划，武术队教练组制定了严谨、科学、规范的年度训练计划、赛
事训练计划以及年度训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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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分平时训练和赛前封闭训练。平时训练为每周一至周六下午半
天，每半天 2 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赛前封闭训练一般安排在赛前 45 天进
行，为全天训练，每天训练分上下两个单元，每个单元为 2 小时共 4 小
时。
训练分为技能训练、体能训练和教学比赛，教练组根据赛事的的需
要和队员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的调整训练内容，适应队员的实际状态，
满足赛事的需要。
5、日常管理：日常管理中将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结合，针对高水
平运动员的特点，配备有领队、助理教练员，同时明确了具体的工作职
责，规定“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和日常管理由所在学院负责，训练和比
赛工作由体育学院负责，体育学院与各学院互相主动沟通和协调相关工
作，实行主教练员负责制。360 度无死角的落实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管理
和思想政治工作。
三、队伍建设
现从事篮球项目的专项任教师 9 人，其中副教授 6 人，讲师 2 人，助
教 1 人，获得篮球高级教练员证 1 人，篮球国家级裁判 2 人，结构较为
合理。详见下表：
表一
姓名
王志刚
黄传勇
郭红卫
周

健

丁

文

岗位
总教练
三峡大学女子篮球队
主教练
三峡大学女子篮球队
助理教练
三峡大学男子篮球队
主教练
三峡大学男子篮球队
助理教练员

教练员基本情况表
年龄
56

性别
男

43

男

讲

53

男

副教授

39

男

29

男

4

职称
副教授

讲

师

师/篮球高
级教练员
助教/篮球国家
级裁判员

运动等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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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馆设施、辅助设施
学校场馆设施齐备，完全具备从事篮球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
条件。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观众席位约 3000，可以承接大型正规篮
球赛事，综合训练馆内拥有 2 片室内篮球训练场和 1024 平米的器械健身
房与形体训练馆，此外，还有室外篮球场 28 片。硬件设施有效的保证了
学校篮球运动的发展
学校有校医院、运动康复实验中心，学校体质测试中心和运动生化
实验中心，为足球队的训练和身体监测提供了有利条件，体育学院安排
一位运动医学老师随队，保障了运动员的训练、运动恢复和医务监督及
康复治疗，提高了运动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了运动员的身体体
能和伤病康复。
五、经费保障
学校设立了高水平运动专项专项经费和体育维持费（校内群体活动
的开展和普通运动队的运行费），篮球项目作为我校普通运动队的重点
项目，后勤保障及时跟进，三峡大学篮球高水平运动队的获批，学校加
大对高水平运动队的经费投入，2018 年学校高水平专项经费预算 110 万，
以保证高水平运动队的基本运行费用，保证各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六、学籍与教学管理
我校的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籍、学习成绩采用校院两级管理，其办法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满足这个“特殊”学习群体的需要和学籍管理的
规定。充分考虑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学校采用学年学分制
来安排教学计划，因外出集训、参加比赛耽误学习课程的，在比赛间歇
期学校和高水平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为他们组织单独的补课、辅导和考
试，使他们的专业课学习能够圆满完成。高水平运动员的竞赛成绩与专
5

三峡大学新增“高水平篮球运动队项目自评报告”

业文化课挂钩，且给予相应奖励，优秀的高水平运动员，可以参加学校
的推免研究生。95%的学生均正常毕业就业。
七、高水篮球运动队建设与管理
三峡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已经形成了科学、规范的运行系统，
三峡大学于 2017 年获批篮球高水平运动员资格后，校院两级领导高度重
视高水平篮球运动队的起步建设。近一年来，积极与省内外多地篮球管
理部门和高中的进行了交流沟通，先后走访了湖北省、云南、黑龙江、
四川、湖南等省市篮球协会、篮球传统中学寻求支持，寻找优质生源，
使球队能够高起点发展，2018 年共录取 9 名，其中男生 4 名，女生 5 名。
2018 年男女球队体育学院篮球专项技能优秀的学生，使学校高水平篮球
队初具规模，2018 暑假这批学生已经进入训练模式，备战 2018 湖北省大
学生篮球锦标赛。
八、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状况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和体育活动的开展，每年由学校教务处
和三峡大学体质测试中心联合下发测试通知，三峡大学体质测试中心组
织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参测率 88%，参测及格率在
90%以上，每年测试数据都及时上报教育部和省教育厅，2009 年获得教育
部通报表扬，详见下表。

年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级 人数 率 人数 率
1
2
3
4

17
20
4
4

0.35
0.42
0.08
0.08

474 9.75
494 10.35
286 5.53
284 5.34

三峡大学 2015 年学生体质测试统计表
不及
及格
不及 合格 合格 平均
及格率 格人
人数
格率 人数 率 分数
数
3947 81.20 423 8.70 4438 91.30 71.02
3779 79.21 478 10.02 4293 89.98 70.84
4490 86.88 388 7.51 4780 92.49 70.25
4684 88.06 347 6.52 4972 93.48 70.46

6

总学 参测 参测 合格
生数 人数 率
率
5359
5205
5447
5511

4861
4771
5168
5319

90.71 82.41
91.66 82.48
94.88 87.75
96.52 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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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优秀 优秀 良好 良好
级 人数 率 人数 率
1
2
3
4

36
23
13
5

性别
男子
男子
男子
男子

0.71
0.43
0.26
0.09

302 5.92
669 12.36
271 5.36
321 5.82

三峡大学 2016 年学生体质测试统计表
不及
及格
不及 合格 合格 平均
及格率 格人
人数
格率 人数 率 分数
数
4307 84.40 458 8.98 4645 91.02 69.86
4396 81.24 323 5.97 5088 94.03 72.29
4321 85.43 453 8.96 4605 91.04 69.90
4798 86.92 396 7.17 5124 92.83 70.44

总学 参测 参测 合格
生数 人数 率
率
6084
5774
5282
6152

5103
5411
5058
5520

83.88 76.35
93.71 88.12
95.76 87.18
89.73 83.29

三峡大学 2017 年学生体质测试统计表
年级编 优秀人
良好人
及格人 及格 不及格 不及格 合格人
平均分
号
数 优秀率 数 良好率 数
率
人数
率
数 合格率 数
41
61
2.2
200
7.2 2099 75.1 434 15.5 2360 84.5 68.1
42
48
1.8
250
9.1 2204 80.4 238
8.7 2502 91.3 70.8
43
17
0.7
180
7.2 1986 79.2 323 12.9 2183 87.1 68.9
44
1
0.1
54
5.5
801 81.0 133 13.4 856 86.6 68.6

九、阳光体育系列活动
学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教育部《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 号）切实推动学校体育工
作的发展，推进“三峡大学体育塑造工程”切实提高全校学生的体育意识
和身体素质及学生的综合素养。每年根据《****年全国学生体育竞赛计
划》、《****年湖北省大学生体育竞赛计划》，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制
定《****年三峡大学“阳光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工作计划》。
在我校已经形成以阳光体育活动为主线，以高水平运动队为龙头，
以校内群体活动和竞赛为抓手，以 12 个单项体育协会为载体，覆盖面广
学生参与率高的体育文化氛围。学校每年的体育节涵盖了校田径运动会、
阳光体育创编大赛（趣味体育比赛活动）各学院田径运动会、篮球联赛、
足球联赛、排球联赛、冬季长跑暨冬季锻炼活动、体育单项俱乐部大赛
等体育活动及体育赛事欣赏，每年约 60%学生参加不同的体育竞赛活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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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它
篮球运动作为我校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良
好的运行机制和优异的竞赛成绩。而篮球目前是各个年龄阶层的喜欢的
运动项目之一，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很强的社会影响力，而
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宜昌。 拥有了一支高水平篮球运动队。相信三峡
大学高水平篮球队，为宜昌乃至鄂西南地区篮球运动的发展做出积极的
贡献，进一步推动所在辖区篮球运动的发展，以充分发挥高校更好的为
地方服务的功能，满足地方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三峡大学
201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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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评审指标体系（篮球）
评估体系
组织领导
（5 分）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校领导重视
组织机构
发展规划
招生管理

运动队管理
（10 分）

学籍管理

训练竞赛
管理
日常管理
教练员队伍
建设（10 分）

编制与结构

建设与管理

教练员素质

培养与提高
评估指标

有提高教练员素质的培养计划，培养方
案、经费支持和考核材料完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训练场馆设施

条件保障
（15 分）

有校领导专门负责，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设有专门机构，人员配备完备，分工明确。
发展目标及规划符合学校实际。
严格遵守有关招生政策；相关的规章制
度、处罚条例等管理文件齐全；网上公布
招生办法、招收项目、招收人数等；群众
举报登记及相应处理备案材料齐全。
有专门的高水平运动员学籍管理文件，
学籍管理档案（包括个性化培养方案、参
加训练和比赛的有关规定、违纪行政处分
规定、办理离校请假规定、住宿管理规定
等）；历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名册及报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注册等配套材料齐全；
“在校、在读、在训”运动员比例达到 90%。
有严谨、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训练
比赛总结；训练时数达到 10 小时/周以上。
高水平队伍配备专职领队、辅导员；有
完整的伤病、事故、奖惩记录等。
有专职教练员队伍编制；教练员队伍知
识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支撑结构
合理。
有引进优秀教练员和特殊人才优惠政
策；教练员工作量计算办法合理；教练员
业务档案齐备；有教练员竞争上岗、职称
晋升和奖励相关文件。
教练员政治可靠、工作认真、业绩突出、
爱护运动员；重视科研、人均学术成果（学
术论文、学术报告文章、著作、编著、材
料）数量达 1 篇/年以上。

训练辅助设施

经费投入

具有专门的训练场馆设施，能够保证高
水平运动队训练需要。
辅助训练设备齐全、完善，能够保障运
动员身体健康、运动恢复、医务监督的需
要。
年度经费预算稳定，数额充足，能够满
足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需要；人均经费额
数达 1.5 万/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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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分配
2
2
1

得分
2
2
1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分值分
配

得分

4

4

4

3

7

7

三峡大学新增“高水平篮球运动队项目自评报告”

教学效果

参赛情况
教学与训练
效果
（50 分）

比赛成绩

学校群体工
作状况
（10 分）

《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实施
学生群体性课外
体育竞赛

高水平运动员遵守校纪校规，学习认
真、作风良好，在学校中享有很好的声誉，
获得各种奖项（优秀学生奖、体育道德风
尚奖、奖学金等）；高水平运动员达到 95%
的毕业率、85%学士学位获得率；有保送研
究生的相关办法并能达到一定升学比例。
近四年曾 1 次以上参加全国大学生运
动会及以上比赛（包括奥运会、世界大运
会及国内外各单项比赛）（10 分）。近四
年曾 2 次以上参加全国大学生单项协会组
织的体育比赛（8 分）。近四年曾 3 次以
上参加省级大学生体育比赛（6 分）。近
四年曾 2 次以下参加省级大学生体育比赛
或市级大学生体育比赛（4 分）。
奥运会、世界大运会、全国运动会取得
前 8 名。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取得前 3 名及
国内外各单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和名次
（35 分-31 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取得
前 8 名及全国大学生单项体协比赛取得前
3 名（30 分-26 分）。省级大学生运动会
取得前 8 名及省级大学生单项体协比赛取
得前 3 名（25 分-21 分）。省级大学生单
项体协比赛取得前 8 名（20 分）。地市级
比赛中取得前 8 名（10 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100%，
合格率 85%以上，每年按要求将测试数据
上报教育部。（如测试率为 90%以下，合
格率为 70%以下，该项则得 1 分）。
早操和课外体育活动、竞赛形成制度，阳
光体育运动落实有力，学生体育俱乐部和
学生体育协会覆盖面广，学生参与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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