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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高水平足球队建设工作

自 评 报 告

足球运动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以其独特魅力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发展足球运动，对提高

国民身体素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

提升竞技运动水平，培育体育文化、发展体育产业，实现体

育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积

极促进作用。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将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明

确提出要推动成立大中小学校园足球队。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委直属的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

同时也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湖北省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建

高校。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始终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

地区，为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服务、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始终坚持质量立校、

学科兴校、人才强校、品牌荣校的发展战略，始终坚持和弘

扬以“笃信好学、自然宽和”为核心的校园精神，各族师生

员工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勇于创新，各项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学校现占地 1554 亩，校舍面积 100 余万平

米；学校教职员工 2114 人，其中专任教师 1375 人，学校面

向全国招生，现有 56 个民族全日制各类学生 27000 余人；

学校开设有 10 大学科门类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建

校 60 多年来，学校已累计培养了 13 万余名各民族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才，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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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体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教育全局中

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多年来，学校一直高度重视体育工作，

学校体育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学校体育学科专业

建设内涵不断丰富，办学层次不断提升；专任体育师资队伍

规模适度，结构不断优化；体育运动场馆设施日益完善，基

本满足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群体活动开展的需求；体育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体育课堂教学满意率逐年提

升，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保持较高水平；体育科研实力

不断增强，社会影响日益显著；运动队训练水平不断提高，

运动竞赛成绩不断突破。

学校于 2010 年成立体育学院。体育学院现拥有体育专

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开设有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本科专业，

在校硕士、本科学生 350 余人。体育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0

人，其中专任教师 51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7

人、讲师 23 人、助教 4 人，硕士生导师７人。学校拥有齐

全的体育运动场馆设施，建有综合体育馆、恒温游泳馆、标

准田径场（2 块）、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

体育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均稳定在 94%以上，考研升学率位居

学校前列，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一直稳定在 90%以上。

“十二五”以来，体育学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 3 项，教育部、

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湖北省社科基金等省部级科研项

目 11 项，地厅级项目 20 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3 项，

出版学术专著、编著、教材 11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

中中文核心期刊 40 余篇。体育学院建有湖北省民宗委、湖

北省体育局共同授予的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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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湖北省社会体育培训基地，设有中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

院校委员会秘书长挂靠单位。

足球运动在我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是我校

重点开展的优势体育项目。学校具有良好的足球场地设施条

件；拥有一支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的足球师资团队；

足球课程是校级精品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已形成较完善的

校园足球竞赛活动体系，现有学校运动会的七人制足球赛、

南湖杯足球赛、校足球协会主办的足球联赛、新生杯、毕业

杯等品牌赛事活动；学校足球队成绩优异，自 2002 年首次

获得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校园组冠军以来，先后 7

次获得湖北省高校比赛冠军，是湖北高校足坛公认的劲旅；

学校先后承办过湖北省高校足球联赛、中国大学生男子足球

联赛南区决赛、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活

动，受到中国大学生体协领导和参赛运动队的肯定和好评。

一、组织领导（自评分：5）

1、校领导重视

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工作是学校体育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学校创办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内容，受到学校领导和

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每年召开的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

将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列为会议讨论议题；分管体育工作的副

校长经常督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各职能部

门积极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提供各项支持与服务。

足球运动在我校具有良好的传统和发展氛围。每年的南

湖杯足球比赛是学校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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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运动会开设的七人制足球比赛、足球定点射门比赛，学

校工会组织的教职工五人制足球比赛，各学院组织的新生

杯、毕业杯足球赛，学校足球协会组织的学院足球联赛、超

级杯赛，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有力推动校园足球运动蓬勃

发展。

2、组织机构

为加强高水平运动队的领导与管理，学校成立了“中南

民族大学足球高水平运动队领导小组（筹）”。领导小组由

分管体育工作副校长任组长，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

长或成员，负责对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发展规划、招生、

训练与竞赛、学习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并分

工实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体育学院院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具体负责足球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此外，

体育学院一名副院长专门分管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拟为

足球高水平运动队配备兼职领队和辅导员。

3、发展规划

学校高度重视足球高水平运动队的长期发展规划问题。

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将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列为提升

学校办学质量与社会影响力的目标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加

大建设经费投入力度、完善足球高水平运动队学生运动员的

各项管理制度等举措，力争在五至十年内使之成为湖北省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劲旅，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队。

二、教练员队伍建设（自评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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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与结构

学校足球高水平运动队拟采取主教练负责的教练组制。

设领队、主教练、助理教练各一名，教练组成员三名，分别

为体能教练、科研教练、理疗恢复师。目前共有 5 名专职教

师，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 3 人，具有硕士研究

生学历 2 人、博士 2 人。教练组成员参加中国足球协会各级

教练员培训，获有相应资质证书。

2、建设与管理

学校注重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教练

员培训、引进、考核的管理制度，实施竞赛成绩目标任务考

核的绩效管理机制，促进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的规范

化。此外，通过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培训、不断优化教练员知

识与能力结构，提高教练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3、教练员素质

学校足球队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较高。主教练、助理教

练均具有丰富的运动经历，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参加过

全国各类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具有多年的运动队执教经

历，带队取得过优异成绩。教练组成员均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并结合各自专长指导过学

校足球队，积累了一定的带队经验。

4、培训与提高

学校高度重视教练员的培养。根据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管

理办法及体育学院教师参加各类培训相关规定，每年通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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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教练员观摩重大赛事活动、参加教练员岗位培训、参加学

术交流活动，同时邀请外单位高水平教练员讲学等形式，强

化教练员的培训，使其及时了解和把握足球运动的最新动态

和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三、场馆设施（自评分：15）

1、训练场馆设施

学校拥有完善的足球运动场地设施条件。现有 2 片标准

人造草坪足球场、3 片室外和 1 片室内五人制足球场、1 个

体能训练房。此外，配备满足足球身体训练、技战术训练和

竞赛需要的各类辅助器材。

2、训练辅助设施

依托学校体育专业各类平台，现有体质健康测试中心、

运动生理实验室、运动康复保健室、恒温游泳馆、运动心理

实验室，完全保障足球运动员身体机能监测、运动恢复、医

疗监督、比赛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要。

四、经费保障（自评分：10）

根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需要，学校每年划拨专项经费，

用于保障日常运动员训练补贴、训练装备、参赛经费等方面

开支，完全满足运动队训练和比赛需求。

五、教学管理（自评分：10）

1、学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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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高水平运动员完成学业，在《中南民族大学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根据高水平运动员学习和训练比

赛的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中南民族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

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水平运动员在学期间应完成的训

练和学习任务及相关要求。体育学院拟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

建立了学籍管理档案，详细记载运动员入学后所取得的运动

成绩及奖励、所在学院的学习情况、违纪行政处分等，作为

加强运动员管理提供的依据。

2、训练竞赛管理

为了提高足球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结合学校多年

运动队训练竞赛管理的实际情况，在妥善处理“学训矛盾”

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管理规范化、科学

化。学校制定《中南民族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对

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与竞赛管理作了具体规定：高水平运动

队训练采取主教练负责制，主教练应根据运动队的特点和年

度比赛任务，结合运动队的实际训练水平确定目标任务，制

定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训练工作；在训练与竞赛期间，

教练员严格执行考勤制度，作好考勤记录，定期上交体育学

院存档统计；教练员要定期检查、评阅运动员的训练日记，

根据运动员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训练计划，使科学训练贯彻训

练全过程；教练员抓好训练的同时，还应加强运动队思想和

作风教育，教育运动员遵守《运动员守则》，在比赛中应顽

强拼搏，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争创佳绩，以培

养运动员积极进取、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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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必须参加训练并代表学校参加各级比赛，要认真、高效完

成教练员布置的训练任务，并根据个人训练情况撰写训练日

记，定期上交，以供教练员进一步掌握运动员情况。

二是加强训练与竞赛的过程管理，从训练过程要效益，

要质量。在训练过程中，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依托学校

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充分发挥教练组集体智慧和个人的

能动性，采取全面发展和重点突出相结合、日常训练与假期

集训相结合的方式，遵循人体运动机能和运动训练规律，变

粗放训练为集约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效果。

三是充分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通过参加各类比赛，从

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查找、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与改进，充

分调动运动员和教练员积极主动性，不断增强运动队实战能

力，提升训练质量与效果。

3、日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管理涉及训练、竞赛、学习、日常

生活、思想工作等方面。为此，根据多年的运动队管理经验，

制定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日常管理制度，并形成机制。

六、已取得的竞赛成绩（自评分：14）

我校足球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足球课程

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体育课程之一，是校级精品课程；足球队

训练坚持训练与育人并举，不仅在全省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而且还培养了一批球艺精湛、具有良好团队精神的优

秀毕业生。学校足球队自 2002 年首次获得中国大学生足球

联赛湖北赛区校园组冠军以来，7 次获湖北省高校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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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并创造 2009—2012 年四连贯的壮举，成为湖北高校

足坛的一支劲旅。

七、《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状况（自评分：10）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通知的文件精神，成立了“中南民族大学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心”。校长任体测中心主任，分管校

领导任副主任，体育学院、教务处、学工部、校医院、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负责人和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成

员。每年完成全校 2.7 万余名本科生的测试、数据分析及体

质健康测试工作报告，并按时上报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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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学校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统计表

八、学生阳光体育实施情况（自评分：5）

多年来，学校一直积极响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

青团中央启动的阳光体育活动，倡导“每天锻炼一小时，幸

福健康一辈子”的理念，以“一宣传四组织”活动为抓手，

积极宣传健康教育理论，组织南湖杯、新生杯、毕业杯、超

级杯、运动会等系列赛事活动，组织开展各单项体育协会活

动，组织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组织晨跑和夜跑活动，营造朝

气蓬勃的体育锻炼氛围，让更多学生远离游戏网络，走出寝

室，走向运动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强化体育意识，培养

体育锻炼习惯。在阳光体育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高水平运

动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对弘扬体育精神，活跃校园文化氛

围起到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格率 92.10% 93.18% 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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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

省（区、市） 湖北省

学校名称 中南民族大学 学校代码 10524

学校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182 号 邮编 430074

教育部已批准运动项目

申报项目 足球

学校领导 姓名：李俊杰 电话：027-67841828

体育院（系、部）负责人 姓名：黄银华 电话（手机）：13908624959

该项目主教练基本情况

姓名：黄银华 电话（手机）：13908624959

职称：教授 年龄：58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1975—1979 年多次代表湖北省少年队、青年队参加全国各类比赛；

1977—1982 年代表武汉体育学院参加武汉市足球联赛、湖北省运动会足

球比赛，多次获得冠军；

1985 年代表湖北省职工队参加全国工人运动会足球比赛获得第二名。

1994 年执教湖北省大学生足球队获得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第七名；

1984—2015 年指导中南民族大学足球队参加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

区校园组比赛，共获得 7 次冠军。

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

姓名：范毅 电话（手机）：13006126507

职称：讲师 年龄：37

原运动经历和执教经历：

1990—2002 年先后在湖北省体育局洪山区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武汉火

车头足球俱乐部、武汉体院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武汉皇宫足球俱乐部、

湖南金象足球俱乐部、河南建业青少年队接受系统训练。

2002 年至今执教中南民族大学足球队，其中 2002 年、2006—2007 年、

2009—2012 年，共 7 次获得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校园组冠军。

该项目组师资状况

1.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3

2.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

韩斌、42 岁、副教授；金宁、33 岁、讲师；侯志涛、34 岁、讲师

3. 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

韩 斌：1996—2000 年华中师范大学体育系足球队队员；2001-2004 年武

汉体育学院研究生足球队队员；2004 年至今任校足球队体能教练；

金 宁：2004—2008 年湖北大学体育学院足球队队员；2008—2011 年广

西民族大学研究生足球队队员；2011 年至今任校足球队队医；

侯志涛：2004—2008 年河南大学体育学院足球队队员；2008—2011 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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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体育大学研究生足球队队员；2012 年至今任校足球队比赛分析教练员。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已具有的场馆设施、器材

条件

2 片标准人造草坪足球运动场、3 片室外和 1 片室内五人制足球场、

体能训练房、体质健康测试中心、运动生理实验室、运动康复保健

室、恒温游泳馆、运动心理实验室。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每年可提供保障的经费状

况

根据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需要，学校每年划拨专项经费，用于保障日

常运动员训练补贴、训练装备、参赛经费等方面开支，完全满足运

动队训练和比赛需求。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
能否对运动员采取针对性
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
色的教学训练与学籍管理

规定

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对运动员采取针对性强、时效性明显和富有特

色的教学训练与学籍管理规定，如《中南民族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

籍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南民族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状况（按年
度测试数据填写，限 200
字）

2015-2017 年我校学生体育健康测试合格率统计表

年 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格率 92.10% 93.18% 94.91%

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情况（限 200 字）

多年来，学校一直积极倡导“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健康一辈子”

的理念，以“一宣传四组织”活动为抓手，积极宣传健康教育理论，

组织南湖杯、新生杯、毕业杯、超级杯及运动会等系列赛事活动，

组织开展学生各单项体育协会活动，组织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组织

晨跑和夜跑活动，营造朝气蓬勃的体育锻炼氛围，鼓励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从而强化体育意识，培养体育锻炼习惯。

学校意见
我校建设高水平足球运动队的各项条件符合，同意申报！

学校签章
二 0一八 年 九 月 一 日

专家组评估意见（请另附
详细意见）

专家签名：
二 0一八 年 九 月 三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评审分数 评审名次

签 章
二 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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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

“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评审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
分配

得分

组织领导
（5分）

学校领导重视，分工明确，定期研究学校体育工作和课余
训练有关问题

2 2

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建全，责任权限清晰，管理制度完备 2 2

学校运动训练竞赛发展目标明确，符合学校实际情况 1 1

教练员队
伍建设

（20 分）

现从事该
项目的专
任教师数

量

≥5人 5

5≥3 人 3

≤2 人 1

主教练员
基本情况

教 授（国家级教练） 5

5副教授（高级教练） 3

讲 师（中级教练） 1

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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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队训练 2年以上

4
4

该项目任课教师 2

助理教练
员基本情
况

教 授（国家级教练） 3

1副教授（高级教练） 2

讲 师（中级教练） 1

原运动经
历和执教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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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队训练 2年以上

3
3

该项目任课教师 2

场馆设施
（15 分）

完全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5
15

基本具备从事该项目训练竞赛的场馆设施和器材条件 10

可提供的
保障经费
（10 分)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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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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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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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能保证运动员每人每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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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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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主要观测点及评估内容
分值

分配
得分

教学管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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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学籍管理规定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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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该项目已

取得的竞

赛成绩

（20 分）

近三年曾 3 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

前 3名成绩
20

14

近三年曾 3 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

前 8名成绩
15

近三年曾 1 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

前 3名成绩
10

近三年曾 1 次以上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生体育比赛该项目

前 8名成绩
5

国家学生

健康体质

标准实施

状况（10

分）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100%、及格

率 85%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10

10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90%、及格率

8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7

近三年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率 80%、及格率

70%以上，并且每年已将测试数据上报教育部
5

学生阳光

体育实施

情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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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活动，效果显著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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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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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予以评判
5 5

总得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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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动场馆设施

体育综合馆外景

体育综合馆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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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场地设施

南区标准足球场

南湖中心运动场标准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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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足球队取得的成绩

2000 年以来学校足球队取得的成绩：

2002 年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03 年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二名 ；

2004 年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三名

2005 年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06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5 人制

比赛第一名，11 人制第二名

2007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08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三名

2009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10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11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12 年李宁杯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

制比赛第一名

2013 年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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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第二名

2014 年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制

比赛第七名

2015 年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制

比赛前八名

2016 年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11 人制

比赛前八名

2017 年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湖北赛区）女子足球第一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