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年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录取工作，促进我校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计划

2016 年计划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项目为：篮球、健美操、网球、足球，计

划招收 38 人，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1）篮球 5 名（男子），位置（前锋 3 人、中锋 1 人、后卫 1 人）；

（2）篮球 5 名（女子），位置（前锋 2 人、中锋 2 人、后卫 1 人）；

（3）足球 11名（男子），位置（后卫 4 人、前卫 4人、前锋 2人、守门员

1 人）；

（4）网球 10 名（男女不限）；

（5）健美操 7 名（男女不限）。

学校在不超过总招生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各项目参加测试人数、运动水平和

运动队建设需要，可适当调整各项目及位置的招收人数。

二、报名条件

1.符合普通高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的报名要求、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且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者方可参加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报名：

（1）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

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

者；

（2）具有高级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力，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含）以上证

书者，或近三年内在全国（或国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主力队员。

2.参加高水平运动队测试的考生应参加其户口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

办公室统一组织的高考报名。

凡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必须提供与高级中等教育相当的学习证明和成绩

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助招生院校对其资格进行认定（未经资格认定的同等

学力考生不得报考）。

三、网上报名时间

2016 年 1月 25 日起至 2月 18 日。



四、报名程序

1. 登 录 “ 阳 光 高 考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报 名 平 台 ”

（https://gaokao.chsi.com.cn/zzbm/），按要求如实填报个人信息；

2.按要求填报志愿（含院校及项目）；

3.确认志愿（考生必须在网上报名时间内确认志愿，逾期将不允许确认志愿，

未确认的志愿表示报名未成功）；

4.下载打印申请表，由所在中学审核并签字盖章后，回传到报名系统；

5.附上以下相关资料：

（1）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户口复印件；

（3）运动员等级证书复印件；

（4）相关比赛成绩证书、秩序册、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5）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查询系统”公示的运动技术等级

复印件。

请将中学签字盖章的申请表及上述报名材料装订成册，并以邮政特快专递

（EMS）方式（请勿以其它方式）邮寄至我校，具体要求如下：

收件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收件地址：四川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 555 号；

邮政编码：611130；

电话：028-87092281；

纸质材料收件截止日期：2016 年 2月 25 日（以我校收件日邮戳为准）；

请在信封显著位置注明“高水平运动队申请材料”字样，申请材料一律不退

还。

五、考核录取

1.初审

我校体育学院将组织相关专家对报名考生的材料进行初审，根据考生申请材

料进行评价，结合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需要，确定初审合格名单，并于 2016

年 3 月初公布。

https://gaokao.chsi.com.cn/zzbm/


2.专项测试

通过初审的考生，请按照以下要求参加我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

（1）报到时间：2016 年 3月 11 日 9：00-17：00。

（2）报到地点：西南财经大学体育馆（柳林校区）。

（3）验证相关资料原件：本人身份证、户口薄、运动员等级证书、相关比

赛成绩证书、秩序册、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

（4）保险：考生须提前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须出示保险原件。

（5）专项测试时间：2016 年 3 月 12 日 9：00-12：00，14：30-17：30。地

点：西南财经大学体育馆（柳林校区）。

（6）文化课考试：

专项测试合格的一级运动员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课考试。

时间：2016 年 3月 15 日（星期二）

时间 科目 教室

9：00－11：00 数学 待定

13：30－15：30 英语 待定

16：00－18：00 语文 待定

（7）交费方式和标准：

通过初审的考生，参加我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报到时现场交费，交费标

准按照【川发改价格【2012】641 号】文件要求，每人 130 元。

六、测试项目及内容

请见附件。

七、签约公示及录取

1.公示：体育专项测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名单，将在西南财经大学招生信息网

（http://zb.swufe.edu.cn）、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等网站进行公示。

2.签约：体育专项测试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考生须与西南财经大学签订

《2016 年西南财经大学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

3.文化成绩要求：

一级运动员：须通过我校文化课测试。

二级运动员：高考成绩达到其高考所在地本科第二批次最低分数控制线；对

于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高考成绩达到其高考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高

水平运动队参考录取控制分数线。



4.录取：考生须参加其户口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的高考报名,我

校根据考生的体育专项测试成绩、文化成绩和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需要，确

定预录取名单报考生所在省级招办，审核通过后办理录取手续。

八、监督机制

1.考生须如实填写申请表和提供相关材料。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

消相应资格。

2.学校招生监察工作领导小组全程参与监督，一经发现违规、违纪现象将严

肃处理。

3.申诉电话：028-87092232。

九、联系方式

学校招生办公室主页：点击登陆。

学校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028-87092355。

体育学院主页：点击登陆。

体育学院办公室电话：028-87092281。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年 1月

附件：测试项目及内容

1.篮球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别 专项素质与专项技术 实战能力

测试

指标

助跑单脚

起跳摸高

投篮

（自投自抢）

多种变向

运球上篮
比赛

分值 20 分 20 分 20 分 40 分

2.足球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别 专项素质与专项技术 实战能力

测试

指标
颠球

两人在规定区域内运

球时传球

曲线绕杆射

门
比赛

分值 15 分 20 分 15 分 50 分

http://zb.swufe.edu.cn/newversion/
http://zb.swufe.edu.cn/
http://tyb.swufe.edu.cn/


3.网球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类别 专项素质与专项技术 实战能力

测试

指标

正手底线移动抽球——反手底钱移动抽球——

向前移动中场（正手或反手）抽球——前场正、

反手截击球——中场高压球。

（六个球为一组，每人五组，根据击球落点及

成功率和各项技术的掌握情况进行评分）

比赛

分值 40 分 60 分

4.健美操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1）健美操一级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项目 内容 要求 分值（分）

健美操 套路 单人自编（最新竞技健美操规则） 25

难度 A 直升飞机成俯撑 20

B 分腿（直角）转体 720 度

C 科萨克跳转 360 度

D 无支撑依柳辛

舞蹈啦啦队 套路 1 分 30 秒自编舞蹈啦啦队（风格不限） 25

难度 1） 扳腿转体 360 度 20

2） 踢腿转体 720 度

3） 屈体分腿两连跳

4） 挥鞭转体 1080 度

形象、体型 形象好、体型匀称 10

（2）健美操二级测试指标与所占分值

项目 内容 要求 分值（分）

健美操 套路 单人自编（最新竞技健美操规则） 20

难度 A 自选 ＞=0.3 分 20

B 自选 ＞=0.3 分

C 自选 ＞=0.3 分

D 自选 ＞=0.3 分

舞蹈啦啦队 套路 1 分钟自编舞蹈啦啦队（风格不限） 30

难度 1） 扳腿平衡（正、侧） 20

2） 踢腿转体 360 度

3） 连续两次曲体分腿跳



4） 挥鞭转体 720 度

形象、体型 形象好、体型匀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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