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申请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申报表 

 

省（区、市） 江苏省  

学校名称 南京农业大学  学校代码 10307 

学校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卫岗 1 号 邮编 210095 

教育部已批准运动项目 排球、武术、网球 

申报项目 足球 

学校领导 姓名：周光宏 电话：13905160737 

体育院（系、部）负责人 姓名：张禾 电话（手机）：13951913613 

该项目主教练基本情况 

姓名：洪幼平 电话（手机）：13951604663 

职称：副教授 年龄：59 岁 

1、 原江苏省足球队主力球员 
2、 江苏足球队参加全国甲级比赛 
3、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 
4、 1998 年-至今南京农业大学足球队主教练 
 
 

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 

姓名：陆东东 电话（手机）：13951830115 

职称：副教授 年龄：37 岁 

1、 国家一级运动员 
2、 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高校部足球比赛亚军 
 
 

该项目助理教练 
基本情况 

姓名：卢茂春 电话（手机）13914487832 

职称：助教 年龄：32 岁 

1、 国家一级运动员 
2、 2002 年入选中国国家青年队 
3、 2005 年代表江苏参加第十届全国运动会   主力队员 
4、 2006 年—2007 年代表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参加全国足球甲级联赛   

主力队员 

该项目组师资状况 

1.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数量：6 

2.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姓名、年龄、职称： 
1、洪幼平 男 59 岁   副教授   
2、王成  男   50 岁   副教授 



3、陆东东  男   37 岁   副教授    
4、卢茂春  男   32 岁   助教 
5、李征    男   35 岁   讲师     
6、刘飞    男   38 岁   中级教练 
 

3. 现从事该项目在职教师的运动训练经历和执教经历： 
 
王成  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从事足球项目教学与训练工作 
 
李征   2004 年至今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从事足球项目教学与训练          
工作 
 
刘飞  2014 年外聘教师，国家国家一级运动员、1998 年入选国家青  年
队、亚足联 A 级教练员，从事我校男子足球队训练工作 
 

续表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已
具有的场馆设施、器材条件 

2片标准足球场（其中 1片三面看台），1片标准五人制灯光
足球场，2个身体训练房，具备足球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比
赛器材 

开展该项目运动训练竞赛每
年可提供保障的经费状况 

80—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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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制定《南京农业大学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等暂行管理办
法》；《南京农业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籍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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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总人数：12255 人；优秀 0.11%、良好 6.78%、
及格 76.84%，总及格率：83.73% 
2015—2016 总人数：13202 人；优秀 0.35%、良好 9.21%、
及格 74.10%，总及格率：83.68% 
2016—2017总人数：14788人，优秀 0.55%、良好 13.89%、
及格 75.94%，总及格率 90.41% 
 
 
 

近三年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
动情况（限 200字）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简称群众体育，是学校体育文化最主

要的方面和集中体现，我校群体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主要包括：学校层面的早锻炼、校级男子篮球、女子篮球、

新生杯篮球、男女混合排球、足球、新生杯足球、太极拳、

啦啦操等单项比赛；校田径运动会和体育文化节、校落实“三



走”活动等综合性活动；学院或社团举办的各类体育活动等 

 

学校意见 

 
 
 

学校签章 
                           二 0一七 年    月     日 

专家组评估意见（请另附详
细意见） 

 
 

 
 

专家签名：                      
二 0一七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评审分数  评审名次  

 
 
 

签  章 
                       二 0一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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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授（国家级教练） 5 3 



员 基 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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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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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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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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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目前 3名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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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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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分 

 

 

     江苏省   省（区、市）“新申请学校”   足球    项目评审汇总表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支撑材料详细网址 得分 排序 

南京农业大学 10307 sports.njau.edu.cn 94 分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联系人：                    电 话： 



   足球  项目自评报告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7 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项目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

精神，结合我校体育工作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特向教育部申请建设足球高水平运动队，

现自评如下： 

一、足球运动发展概况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南京农业大学足球运动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绩，形

成一定的校内外影响，对我校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体育教育、师生健康素质提升、校园体

育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我校学生男子足球运动队，连续荣获江苏省高校大学生足球比赛亚军、季军，

全国大学生足球比赛东南赛区第八名等多项好成绩，并多次代表学校促进校际间交流，通过

与国内各类高校足球队在绿茵场上较量竞赛，增进师生情谊，促进校校合作，是南京农业大

学的一张充满了力量、速度、激情、友谊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优质名片。 

一直以来，校领导对我校足球运动发展高度重视，校领导和体育部领导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完善规范管理制度，加强运动员教练员各项保障，研究制定南京农业大学足球运动中长

期发展规划，提出校足球运动队在运动竞赛方面的中长期竞赛目标和在群众体育发展方面的

引领目标。并且，继我校在建设并大力投入校男子足球运动队的基础上，组建校女子足球运

动队，并在首次参赛的情况下获得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中获得第七名的成绩；

学校力争在男子、女子足球运动两个方面协调创新发展，争取创造更大的成绩，进一步充分

提高足球运动在我校的普及程度，增加足球人口，发挥南京农业大学足球协会作用，宣传普

及足球运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为了更好的科学开展我校足球运动，持续创新提升我校在本地区乃至全国高校足球运动

领域的综合水平和层次，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校足球运动队配备优秀的足球运动专业人

才和先进的室内外专业场馆及相关体能、康复训练配套设施，并组建有年龄结构合理、理论

实践结合程度高、校内外教练员组合较优化的成熟教练团队，并由校长亲自挂帅，体育部主

管领导担任负责人，管理体系成熟，团队运行良好。  

二、竞赛发展目标 

在国家大力推进校园足球运动发展的良好形势下，根据南京农业大学足球运动发展的实

际情况，学校为足球运动队科学制定了短期、中长期竞赛发展目标。 

短期目标（3-5年）：取得江苏省内高校大学生足球比赛前二名 

中长期目标（5-8年）：进入全国华东区高校前三名，进入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总决赛，

稳居全国大学生联赛前八名，代表江苏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

争取有队员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三、教练员配置 

我校足球运动队教练员是通过公开竞聘，层层选拔而产生的，具有多年的专业运动训练

基础以及丰富的执教经验，能够胜任足球运动队伍的各项训练管理工作。同时，通过向国内

足球专业领域专家教授咨询探讨，邀请省内经验丰富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教练人才加入团队，

使我校男子足球队教练团队人员组合更加优化。具体人员配置如下： 

主教练：洪幼平，男，59岁， 副教授，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现就职于南京农业大学

体育部，足球课任课教师，原江苏省足球队主力球员。 



体能教练：陆东东，男，37 岁，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毕业于南京体

育学院，国家一级运动员，国家级裁判员，现就职于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足球课任课教师 

助理教练：卢茂春，男，32岁，助教，国家一级运动员，毕业于河海大学体育系        ，

现就职于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足球课任课教师，中国足协 D级教练员，入选中国青年队，

第十届全运会江苏足球队主力队员，曾代表原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参加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并荣获

季军，分别先后两次获得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南区冠军和全国亚军等。 

助理教练：刘飞，男，38 岁，国家一级运动员、1998 年入选国家青年队、亚足联 A 级

教练员等。 

 

四、训练设施 

南京农业大学为足球队训练专门提供一片标准足球训练场，同时拥有标准化五人制灯

光足球场，以及功能完备的两座体能训练房，可以基本满足高水平足球队的日常训练与竞赛

需要。 

   

五、竞赛成绩 

足球队 2014-2017年取得比赛成绩表 

2014年 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高校部男子足球比赛 亚军 

2014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南京赛区 亚军 

2014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 第四名 

2015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南京赛区 第六名 

2015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 第五名 

2016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南京赛区 第四名 

2016年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联赛 亚军 

2016年 南京市“高校联盟杯”足球联赛 亚军 

2017年 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东南区赛 第八名 

2017年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高校部足球预赛南京赛区 冠军 

    六、投入保障 

运动员训练补贴，比赛差旅费、报名费、奖金、训练器材、服装、招生推荐类等有关费

用，大约每年 80 万，严格专款专用。 

 
 
本人已仔细阅读并认真审核了本表内容，完全明白信息和数据不实将会给学校带来不良后

果，现郑重确认：本表所填内容真实无误。 

                                     

项目负责人：张禾 

                                              2017 年 9 月 13 日 



足球项目申报支撑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