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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科字﹝2015﹞163 号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关于做好 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

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

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有关

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

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体人字„2002‟411 号）

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为做好 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

入高等学校学习工作，进一步规范免试工作程序和要求，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免试运动员条件 

（一）符合 2016 年高考报名条件，并取得生源所在地

高考报名号； 

（二）办理正式招收手续、工资关系在体育系统运动队

且工资实行运动员基础津贴和成绩津贴（职业运动员不受此

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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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动成绩优异，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1、曾获指定项目比赛全国前三名、亚洲前六名、世界

前八名（指定赛事详见附件）； 

2、获得足球、篮球、排球、田径和武术项目运动健将

称号； 

3、获得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二、申报材料 

（一）《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审批

表》（原件一份，复印件三份）； 

（二）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复印件一份）； 

（三）符合免试资格的比赛获奖证书（复印件一份）； 

（四）符合免试资格的运动员等级证书（复印件一份）； 

（五）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 

三、办理程序 

（一）申请免试入学的运动员必须参加生源所在地省级

招生考试部门组织的高考报名（具体按各省级招生考试部门

要求执行）； 

（二）申请免试入学的运动员应填写《2016 年优秀运动

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审批表》，并根据院校招生简章，

自行联系拟申请就读高校，获得学校招生部门盖章同意。 

（三）征得招生院校同意后，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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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审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体育局对优秀运动员的身份、政治表现、运动成绩、文化程

度等基本条件进行审核，非职业未办理正式招收手续的运动

员不在免试招收范围；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负责接收优秀运动

员申报材料，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报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基金管理中心，逾期不予办理（不接受运动员个人申报）； 

（五）经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初审后，将相关材料发有关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进行复核，通过审核的推荐名单将由国家

体育总局科教司在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和中国运动员文

化教育网上进行公示，并上报教育部； 

（六）经教育部批准后，由相关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和高

校按规定办理录取手续。 

四、有关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有关运动项目

管理中心和高校要加强对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工作的领导，

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对运动员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核监督，

积极开展推荐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校学习工作； 

（二）《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审批

表》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意见”必须由体育局

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局章；“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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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见”必须由中心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中心章； 

（三）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体育局、有关高校应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以确保优秀运动员

按时入学。 

（四）运动员若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经查实，取消

当年申报或录取资格，已入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并视情

节轻重，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33 号

令）进行处理。 

 

国家体育总局基金管理中心 

联系人：郭小菱 

电  话：010-67158795 

传  真：010-67151276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9 号西门 

邮  编：100061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联系人：罗建彬 

 

 

附件： 

1、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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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的竞赛项目及赛事表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2015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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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免冠二寸彩照 

出生年月  籍    贯  

学    历  运动项目  

联系电话  邮    编  

通讯地址  

高考报名号  生源省份  

身份证号码  

申报学校  就读专业  

符合免试条件的运动成

绩（包括比赛名称、时间、

地点、名次等） 

 

学校招生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体

育局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 

项目管理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所有栏目必须填写，无负责人签名及单位盖章者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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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的竞赛项目及赛事表 
 

序

号 
项目 全国体育比赛 亚洲体育比赛 世界体育比赛 

1 射箭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室外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奥林匹克项目

锦标赛 
  世界杯总决赛 

2 射击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团体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个人锦标赛 亚洲飞碟锦标赛 世界杯总决赛 

3 自行车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总决

赛 
  世界杯 

4 击剑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总决赛   
国际剑联积分排名前三位的国

内运动员 

5 
现代五

项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总决赛   世界杯总决赛 

6 马术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世界马术大会 

7 
铁人三

项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铁人三项系列赛 

全国冠军杯赛年

度总排名 

亚洲杯赛年度总

排名 
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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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赛艇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春季） 亚洲杯 世界杯 

  
皮划艇

静水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杯 世界杯 

9 

皮划艇

激流回

旋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杯 世界杯 

10 
帆船帆

板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杯 世界杯 

11 举重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12 柔道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大师杯赛 

13 跆拳道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东亚运动会 世界杯 

14 摔跤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15 拳击 
全运会 亚洲拳击锦标赛 

国际拳联世界拳击联赛

（WSB） 

全国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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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赛   国际拳联职业拳击赛（APB） 

16 田径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田径（竞走、

马拉松）冠军赛 

亚洲田径（竞走、

马拉松）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田径（竞走、

马拉松）锦标赛 
    

17 游泳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 

18 跳水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杯 世界杯 

19 
花样游

泳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20 水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杯 世界杯 

21 体操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22 
艺术体

操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23 蹦床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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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24 手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25 曲棍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杯 世界杯 

全国冠军赛 亚洲冠军杯 世界联赛 

26 棒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27 垒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28 
足球（11

人制）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 
亚足联亚洲杯 国际足联世界杯 

  

亚足联 U23 男足锦

标赛、U19女足锦标

赛 

国际足联 U20世界杯 

29 篮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女子篮球锦

标赛 
亚洲杯 世界杯 

30 排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联赛 亚洲杯 世界杯 

31 
沙滩排

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巡回赛积分

前 3名 

亚洲巡回赛积分

前 3名 
世界巡回赛积分前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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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乒乓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亚洲杯 世界杯 

33 羽毛球 

  亚运会 世界锦标赛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汤尤杯赛 

全国冠军赛 亚洲青年锦标赛 苏迪曼杯赛 

34 网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单项锦标赛 东亚运动会 戴维斯杯赛 

全国团体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联合会杯赛 

35 
短道速

滑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总排名 

  

自由式

空中技

巧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杯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单板 U

型场地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杯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 

36 
自由式

滑雪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单项锦标赛 世界杯 

全国冠军赛     

37 冰壶 

全国锦标赛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冠军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冬运会   世界混双锦标赛 

38 冬季两 全国冬运会 亚洲锦标赛 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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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全国锦标赛 亚洲冬运会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杯分站赛 

39 
速度滑

冰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杯（总积分） 

全国冠军赛   世界锦标赛 

40 
花样滑

冰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冠军赛   世界大奖赛（总决赛） 

41 冰球 

全国冬运会 亚洲冬运会 冬奥会 

全国锦标赛 亚洲挑战赛 世界锦标赛 

全国联赛     

42 
武术套

路 

全运会 亚运会 世界锦标赛 

全国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武博会 

全国冠军赛     

  
武术散

打 

全国运动会 亚洲运动会 世界锦标赛 

全国武术散打锦

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 

全国武术散打冠

军赛 
    

43 围棋 

全国围棋锦标赛 
亚洲杯围棋电视

快棋赛 
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全国智力运动会 亚洲室内运动会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 

围棋棋圣赛 亚运会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智力精英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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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际象

棋 

全国国象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 
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

赛 

全国国际象棋甲

级联赛 
亚洲室内运动会 世界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 

全国智力运动会 亚运会 国际象棋世界杯 

45 
中国象

棋 

全国象棋锦标赛 亚洲象棋锦标赛 世界象棋锦标赛 

全国智力运动会 
亚洲象棋个人锦

标赛 
世界智力运动会 

全国象棋甲级联

赛 
亚运会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智力精英

赛 

46 橄榄球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全国 7人制橄榄

球锦标赛 

亚洲 7人制橄榄

球冠军赛 
世界 7 人制橄榄球系列赛 

全国 7人制橄榄

球冠军赛 

亚洲 7人制橄榄

球锦标赛 
世界 7 人制橄榄球世界杯 

47 高尔夫 

全运会 亚运会 奥运会 

中国高尔夫球巡回

赛（总排名） 
亚洲业余队际赛 高尔夫球世锦赛 

全国高尔夫球团

体赛 
亚太业余锦标赛 世界业余队际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