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教办函〔2022〕68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2022 年全省
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按照浙江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通报制度的要求，
2022 年继续对省内本科、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体质健康进行全省
统一抽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测组织与时间
2022 年抽测工作计划在上半年开展，具体时间根据疫情形
势另行通知。各高校具体抽测时间和工作安排，由浙江师范大学
与学校联系、协商后确定，每所高校抽测时间一般为 1 天。抽测
时间确定后，原则上不作改动。
二、抽测对象
（一）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系统中我省的高校名
单，对每所高校（含独立学院）进行抽测。
（二）每所高校随机抽测学生 200 名。要求本科高校为三年
级学生，高职高专院校为二年级学生，其中男、女生各占一半。
学生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参加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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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教育厅从学籍系统抽取各高校 300 名学生（男生
130 名、女生 170 名）
，4 月下旬将名单发给各高校，高校对 300
名学生进行排查，最终确定 240 名学生名单（其中女生 30 名、
男生 10 名为备测学生）
。各高校于抽测前将最终确定的 240 名学
生名单和本校抽测联络人名单、联系电话，发送至抽测工作组电
子邮箱：1032202190@qq.com。
三、抽测办法
（一）组织工作。现场抽测组织工作具体由被测学校组织安
排，抽测工作组负责抽查复核测试工作的监督、规范、记录和指
导等。
（二）测试分组。委托浙江师范大学组织 12 个抽测工作组，
每 4–5 人为一组，每小组一般负责 8–9 所高校的现场抽查复核工
作。为保证抽测工作公平、公正，省教育厅选派监督员参加各抽
测组工作。浙江师范大学及其独立学院的抽测工作由省教育厅另
行委派专家组负责。各抽测小组分组名单见附件。
（三）测试项目。省抽测项目为坐位体前屈、50 米跑、立
定跳远、800 米跑（女）\1000 米跑（男）和引体向上（男）\仰
卧起坐（女）5 个项目。测试成绩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 年修订）》规定的各项目评分标准和权重进行计算，并换
算成最终成绩，以高校为单位，按照各项目和综合测试成绩的合
格率、良好及以上率、优秀率等指标进行统计、排序，同时结合
教育部复核、省级抽查等情况进行通报。
（四）请被抽测高校积极配合抽测工作，安排好时间、场地、
测试辅助人员及测试期间学生的医疗、安全保卫工作。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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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测时间，保证学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确保抽测安全和顺利完
成。
（五）各高校要认真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做好安全防范。
在测试前组织和指导学生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规范、到位执行
抽测流程和程序，避免因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造成运动伤害。
如遇雾霾、大风、大雨等不宜开展户外运动的天气，抽测可延期
进行。
四、工作要求
（一）各高校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
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四版）》和省疫情防控有关政
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制定本校抽测工作具体防控方案。各高
校应明确安全责任，对本校学生安全负全责，制定体测工作安全
预案，签订安全责任书，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学
生体质抽测工作顺利完成。
（二）各高校要充分重视大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工作，成立以
学校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工作小组，加强部门协调，做好宣传发动，
向学生宣传体质健康监测、抽查的意义，及时、准确地将有关政
策和要求通知到被抽测学生，消除学生思想顾虑和压力。
（三）各高校要制定各个年级切实可行的学生运动方案，全
面推动学生体育锻炼。加强对学生课外体育锻炼的组织和引导，
提高学生体质测试动作的规范性和数据的准确性。被抽测的学生，
可不再参加 2022 年学校组织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学校可将其
抽测数据直接上报教育部数据系统。
（四）各被抽测高校要协助做好抽测工作组的食宿、当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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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联络等工作。抽测工作组工作期间的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
在抽测工作结束后，由省教育厅统一拨付浙江师范大学。
（五）抽测期间，各高校及抽测工作组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省委“六个严禁”以及省教育厅 24 条规定，方便基层，
节俭办事。各高校不得组织师生迎送，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影
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省教育厅组织人员对抽测过程实施全程监
督，对违反纪律的问题和人员要严肃查处。
（六）各高校如存在多个校区、部分专业学生集体外出实习
等需要提前说明的情况，请将加盖学校公章的情况说明扫描件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 前 发 送 至 抽 测 工 作 组 电 子 邮 箱 ：
1032202190@qq.com。
（七）工作联系人。政策咨询与解释：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卢
文思，电话：0571–88008881；抽测工作安排与操作：沈军，电
话：0579-82283901；刘玉博，电话：18329041023
附件：2022 年浙江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工作分组
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8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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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浙江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
工作分组名单
组别

第1组

第3组

第5组

学

校

组别

学 校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第2组

宁波财经学院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学院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医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4组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

丽水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计量大学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台州学院

第6组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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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组

温州理工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大学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嘉兴南湖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

第 10 组

嘉兴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衢州学院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树人学院（绍兴）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宁波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第 12 组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第 13 组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商学院

第9组

第 11 组

第8组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注：抽测分组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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