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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AE_B6_E9_c36_329549.htm 关于印发《国家队

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事宜的通知各有关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有关单位： 为加强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

发挥科研团队整体优势和科研人员集体智慧，进一步做

好2008年奥运会备战工作。经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现将《国

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附件1）下发你们，请

参照执行。 做好科研团队负责人的选拔和确定是加强科研团

队建设的关键。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把有领导能力

、有科研水平、工作上靠得住、政治上信得过、能切实为运

动队服务的科研人员推荐到科研组长的岗位上来。请你们按

照科研组长的基本条件和岗位职责要求，在前期推荐的基础

上，结合2007、2008年度奥运攻关科研项目立项工作，进一

步考察确定科研组长、副组长，填写《国家队科研团队情况

登记表》（附件2、一式四份），于2007年8月20日前报至我

司科技处。我司将于近期召开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工作会议

。 联系人：隆胜军 窦海真 电 话：87182334 67111073 附件1：

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附件2：国家队科研团

队情况登记表（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二○○七年八月八

日 附件1： 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

一步做好备战2008年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工作，充分

整合体育科技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体育

科研人员的集体智慧，在奥运会项目国家队中强化科研团队

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队科研团队实行队委会领



导下的科研组长负责制。科教司负责科研团队的业务管理，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科研团队日常管理，科研团队成员所

在单位协助科教司及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进行管理。 第三条 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科研管理部门、所属项目国家队领队和教练

员要积极支持科研团队的工作。原则上科研组长或副组长应

参加队委会的业务工作会议。科研人员应根据需要参与训练

计划的制定，并协助教练员做好训练的科技保障工作。 第四

条 科研团队由组长、副组长和长期驻队科技服务人员（科研

教练、队医）、承担该项目国家队奥运会科研攻关任务的科

研人员组成。科研组长对所属运动项目国家队的科研攻关与

科技服务业务负主要责任；科研组长空缺，科研副组长履行

其相应职责。 第五条 科研团队在国家队队委会的领导下，配

合所属项目国家队教练员开展运动员训练监控、技能评定、

技战术分析、伤病防治、体能与疲劳恢复、心理调控、营养

补充、信息咨询等多学科综合性的科技保障。 第六条 申报与

批准 （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提出国家队拟聘科研组长、副

组长及主要成员名单，拟聘科研组长按要求填写《国家队科

研团队负责人申报书》。 （二）征得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同意

，并提供书面材料。 （三）科教司对申报的科研组长进行考

察，对条件成熟的科研团队予以批准，并按照本办法进行管

理。 第七条 科研组长的条件 （一）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有较

高学术造诣和为所属项目国家队二年以上系统的科研攻关与

科技服务的经验。 （二）责任心强，熟悉项目，业务全面，

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三）得到本单位的支

持，保证驻队时间不低于国家队集训时间的60%。 第八条 科

研副组长的条件可参照科研组长条件由各单位确定，并视情



作适当调整。 第九条 科研组长的职责 （一）在“备战08奥运

科技专家组”的指导下，与教练员、国家队管理人员密切配

合，全面负责所在国家队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工作的实施，

制定科研团队工作计划。 （二）参与国家队有关科研项目的

组织实施，充分发挥每一位科研团队成员的特长，形成合力

，综合攻关，以集体智慧解决备战中的重点问题。 （三）充

分利用社会科技力量，根据实际需要，吸纳各方面科技人员

参与科技备战工作。努力建立一套与训练紧密结合，高效的

、具有合力的多学科科技保障运行机制，组织并做好国家队

的科技服务工作。 （四）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参与制订2008

年奥运会参赛期间的科技保障方案，并协调组织实施。 （五

）负责组织国家队科学训练信息化平台的维护，做好国家队

训练计划、训练监控、营养恢复、技战术分析、心理监测等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六）负责国家队科研仪器设备管

理工作，合理制定增配方案，科学使用科研仪器设备，不断

提高科技保障的条件和水平。 （七）配合各运动项目管理中

心开展的反兴奋剂宣传教育活动，协助国家队做好反兴奋剂

工作，确保在科技工作中不出现任何兴奋剂问题。 （八）参

加科研工作督导小组，协助科教司对有关国家队科研工作进

行督导。 第十条 科研人员职责 （一）支持和配合科研组长、

副组长的工作，在科研组长的组织协调下，针对运动训练中

的关键问题，做好有关奥运攻关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二

）按照科研团队的分工，与教练员和其他科研人员密切配合

，拟定个人研究工作计划，做好日常科技服务工作。 （三）

积极参加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一条 管理措施 

（一）科研组长、副组长实行动态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科研管理部门从履行职责情况、科研工作绩效和下队时间等

方面，定期对科研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将考核情况报科教司

。 （二）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科研组长、副组长和科研人员，

将对其承担的奥运攻关项目予以中止。 （三）吸纳考核优秀

的科研组长进入“国家体育总局备战2008年奥运会科技专家

组专家”，并享受相应的专家待遇。 （四）在科研项目立项

、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工作

成绩突出的科研团队，原则上支持每位科研组长5万元，作为

专款下达至所在单位，用于该运动项目的应用基础研究。 （

五）对在2008年奥运会完成任务较好的科研组长、副组长及

科研团队成员，将予以奖励。 第十二条 附则 （一）本暂行办

法由科教司负责解释。 （二）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关于印发《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

事宜的通知各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有关单位： 为加强国

家队科研团队建设，发挥科研团队整体优势和科研人员集体

智慧，进一步做好2008年奥运会备战工作。经征求有关单位

意见，现将《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附件1

）下发你们，请参照执行。 做好科研团队负责人的选拔和确

定是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的关键。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把有领导能力、有科研水平、工作上靠得住、政治上信得

过、能切实为运动队服务的科研人员推荐到科研组长的岗位

上来。请你们按照科研组长的基本条件和岗位职责要求，在

前期推荐的基础上，结合2007、2008年度奥运攻关科研项目

立项工作，进一步考察确定科研组长、副组长，填写《国家

队科研团队情况登记表》（附件2、一式四份），于2007年8

月20日前报至我司科技处。我司将于近期召开国家队科研团



队建设工作会议。 联系人：隆胜军 窦海真 电 话：87182334

67111073 附件1：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附件2

：国家队科研团队情况登记表（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二

○○七年八月八日 附件1： 国家队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

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备战2008年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

服务工作，充分整合体育科技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更好地发挥体育科研人员的集体智慧，在奥运会项目国家队

中强化科研团队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队科研团

队实行队委会领导下的科研组长负责制。科教司负责科研团

队的业务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科研团队日常管理，

科研团队成员所在单位协助科教司及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进行

管理。 第三条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科研管理部门、所属项目国

家队领队和教练员要积极支持科研团队的工作。原则上科研

组长或副组长应参加队委会的业务工作会议。科研人员应根

据需要参与训练计划的制定，并协助教练员做好训练的科技

保障工作。 第四条 科研团队由组长、副组长和长期驻队科技

服务人员（科研教练、队医）、承担该项目国家队奥运会科

研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组成。科研组长对所属运动项目国家

队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业务负主要责任；科研组长空缺，

科研副组长履行其相应职责。 第五条 科研团队在国家队队委

会的领导下，配合所属项目国家队教练员开展运动员训练监

控、技能评定、技战术分析、伤病防治、体能与疲劳恢复、

心理调控、营养补充、信息咨询等多学科综合性的科技保障

。 第六条 申报与批准 （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提出国家队拟

聘科研组长、副组长及主要成员名单，拟聘科研组长按要求

填写《国家队科研团队负责人申报书》。 （二）征得科研人



员所在单位同意，并提供书面材料。 （三）科教司对申报的

科研组长进行考察，对条件成熟的科研团队予以批准，并按

照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七条 科研组长的条件 （一）具有副高

以上职称，有较高学术造诣和为所属项目国家队二年以上系

统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经验。 （二）责任心强，熟悉项

目，业务全面，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三）

得到本单位的支持，保证驻队时间不低于国家队集训时间

的60%。 第八条 科研副组长的条件可参照科研组长条件由各

单位确定，并视情作适当调整。 第九条 科研组长的职责 （一

）在“备战08奥运科技专家组”的指导下，与教练员、国家

队管理人员密切配合，全面负责所在国家队科研攻关与科技

服务工作的实施，制定科研团队工作计划。 （二）参与国家

队有关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充分发挥每一位科研团队成员

的特长，形成合力，综合攻关，以集体智慧解决备战中的重

点问题。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技力量，根据实际需要，吸

纳各方面科技人员参与科技备战工作。努力建立一套与训练

紧密结合，高效的、具有合力的多学科科技保障运行机制，

组织并做好国家队的科技服务工作。 （四）按照总局统一部

署，参与制订2008年奥运会参赛期间的科技保障方案，并协

调组织实施。 （五）负责组织国家队科学训练信息化平台的

维护，做好国家队训练计划、训练监控、营养恢复、技战术

分析、心理监测等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六）负责国家

队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工作，合理制定增配方案，科学使用科

研仪器设备，不断提高科技保障的条件和水平。 （七）配合

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开展的反兴奋剂宣传教育活动，协助国

家队做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在科技工作中不出现任何兴奋



剂问题。 （八）参加科研工作督导小组，协助科教司对有关

国家队科研工作进行督导。 第十条 科研人员职责 （一）支持

和配合科研组长、副组长的工作，在科研组长的组织协调下

，针对运动训练中的关键问题，做好有关奥运攻关科研项目

的研究工作。 （二）按照科研团队的分工，与教练员和其他

科研人员密切配合，拟定个人研究工作计划，做好日常科技

服务工作。 （三）积极参加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一条 管理措施 （一）科研组长、副组长实行动态管理。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科研管理部门从履行职责情况、科研工作

绩效和下队时间等方面，定期对科研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将

考核情况报科教司。 （二）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科研组长、副

组长和科研人员，将对其承担的奥运攻关项目予以中止。 （

三）吸纳考核优秀的科研组长进入“国家体育总局备战2008

年奥运会科技专家组专家”，并享受相应的专家待遇。 （四

）在科研项目立项、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于科研攻

关与科技服务工作成绩突出的科研团队，原则上支持每位科

研组长5万元，作为专款下达至所在单位，用于该运动项目的

应用基础研究。 （五）对在2008年奥运会完成任务较好的科

研组长、副组长及科研团队成员，将予以奖励。 第十二条 附

则 （一）本暂行办法由科教司负责解释。 （二）本暂行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试行。附件2：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队科研团队情

况登记表科研团队负责人： 所属国家队（组）： 所属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二七年八月一、科研团队

人员组成情况1、科研组长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从

事专业 职 称 职 务 最后学历 参与国家及总局科研攻关项目的

情况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手 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2



、科研副组长（联络人）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从事

专业 职 称 职 务 最后学历 参与国家及总局科研攻关项目的情

况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手 机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2、

科研团队成员情况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单位 本人签名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科研团队的职责分工三、科研团队08

奥运科技备战工作目标与实施方案（1000字以内）四、科研

团队负责人签字科研团队负责人签字： 2007年 月 日 五、科

研团队负责人单位： （盖章） 2007年 月 日六、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 （盖章） 2007年 月 日七、总局科教司：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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