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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征文暨 

课题申报的通知 

四川省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体育局关于印发《2022 年四川省学生（青

少年）体育竞赛及工作计划》的通知（川教涵〔2022〕77 号）、四川省大

学生体育协会关于有序恢复举办 2022 年四川省大学生体育竞赛（活动）的

通知精神（川大体协〔2022〕8 号），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四川省大学

生体育协会执行，绵阳师范学院承办的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

告会暨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年会拟于 2022 年 12 月 23—25 日在绵阳师

范学院游仙校区（绵阳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举行，现将相关工

作通知如下： 

一、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征文通知 

         为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四川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拟

于 2022 年 12 月 23—25 日在绵阳师范学院举办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

学论文报告会，现将报告会征文通知如下： 

（一）论文报告会的主题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意见的通知》《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

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高等学校体育发展的热点问题，结合新

时期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四川省高校体育改革与

发展、创新高校体育机制、全面增强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等进行科学探索

与研究。 

（二）论文摘要报送 

1、本次会议只接收论文摘要，应征论文未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并未

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 

2、请以 Word 版式投稿，摘要正文下方附作者简介（包含作者姓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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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学历、职称、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手机、邮箱），如为基金等课

题项目请注明项目名称及编号。 

3、论文摘要包含题目、姓名、单位、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研

究结论与建议，无须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字数 1500 字。 

4 、论文作者请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前将摘要电子版发送至：

740478656@qq.com。 

5、鼓励各单位积极申报，不限篇数。 

（三）论文评审、会议形式、奖励 

1、由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按照相关要求对申报的论文摘

要进行网评、会评，并推荐作会议专题报告。 

2、按照投稿总数 5%、10%、20%的比例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励。获奖论文摘要将统一编入论文摘要集并出

版。 

（四）其它 

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参会人员等事宜，协会将另行通知。 

联系人：  熊兰静  17628288792，张坤贺  18782957005 

                    陈丛刊  13808060699 

二、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通知 

为科学谋划学校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推动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理论

研究及实践创新，为四川省大学生体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根据四川

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和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课题相关管理办法，现开展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工作，具体事项如下： 

（一）课题类别与选题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

题、青年课题 3 个类别。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十四五”时期协会的

中心工作，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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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健康发展，协会规范化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破题，研究制订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指南》（以下简称《课

题申报指南》），以《课题申报指南》为本年度课题科研方向，充分发挥

会员单位教师智库作用，挖掘实践创新力量，为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的

改革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 

（二）申报条件及要求 

1、课题申报单位应为四川省各普通高等学校。 

2、重点课题申报负责人应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一般课题

负责人应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青年课题申报负责人年龄应在 35 周

岁以下（1988 年 1 月后出生）。 

3、已获得其他部委、协会立项的课题负责人不得以同类课题申请四

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课题。 

4、每个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两

个及以上课题。每单位申报课题不超过 3 项。 

5、本年度课题申报具体要求： 

（1）课题负责人依据《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

申报指南》（附件 2）填写《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

申报书》（附件 3）。 

（2）课题不接受个人申报。申报人须将申报材料报所在学校科研部

门或所在单位（体育院、系、部、室）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 

统一报送的材料包括：《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

申报书》一式 3 份（须含原件 1 份）、《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

报告会课题申报材料汇总表》1 份。纸质版申报书中须申报单位公章、项

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亲笔签名，如无公章和亲笔签名将做无效申报处

理。报送纸质材料的同时，须同时报送该文档至课题申报指定邮箱，电子

邮件提交的文件内容和纸质文件内容要确保一致，否则不予受理。 

（三）资助标准 

四川省教育厅对 2022 年度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予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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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各经费资助课题申报者须根据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参考资助标

准，进行合理的经费预算。 

1、重点课题资助额度为 5000 元／项，共设置 3 项； 

2、一般课题资助额度为 3000 元／项，共设置 5 项； 

3、青年课题资助额度为 3000 元／项，共设置 5 项； 

（四）结题要求 

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1 年内完成，鼓励提前完成。

最终成果形式：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需提交与申报题目相同的学术专著、

8000 字以上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的负责人需提交

与申报题目相同的学术专著、5000 字以上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重点项

目如以研究报告结项，须参加结项答辩。 

（五）申报时间及报送方式 

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电子邮件）。纸质材料送达

时间不得晚于电子邮件 3 个工作日（含电子邮件发送当日），逾期不予受

理。 

附件材料请在“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微信公众号”下载。 

材料报送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 555 号西南财经大学体

育学院，邮编：611130。 

课题申报电子邮箱：740478656@qq.com 

联系人及电话：熊兰静  028-87092793，陈丛刊  028-87092007 

附件： 

1、《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选题指南》 

2、《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指南》 

3、《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书》 

4、《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材料汇总表》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2022 年 10 月 22 日 

 

mailto:740478656@qq.com


5 

 

附件 1：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选题指南 

本指南所列内容是指研究领域，并非论文的具体题目。论文

作者可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根据各自的研究内容确定具体论

文题目。 

1、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研究 

2、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研究 

3、体教融合背景下青少年健康发展问题研究 

4、四川省大学生体育竞赛思政教育研究 

5、新时代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6、构建面向人人的四川省大学生常赛体系研究 

7、新冠疫情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发展应对与突破 

8、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大学生竞赛体系 

9、教会、勤练、常赛机制研究 

10、健康中国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实证研究 

11、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2、成渝双城体育产业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13、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14、大学生体育精神与文化传播研究 

15、高等院校教练员与裁判员培训体系研究 

16、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我省高等院校的推广和普及研究 

17、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成都市高校体育促进影响研究 

18、校园体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研究 

19、体育项目文化符号研究 

20、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文化遗产研究 

21、体育师范认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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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指南 

一、重点课题 

1、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发展策略及路径研究 

2、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四川高校学校体育工作研究 

3、深化体教融合视域下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问题研究 

4、提升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在促进四川省高校体育事业发展

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5、四川省大学生体育竞赛融入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6、新时代四川省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7、构建面向人人的四川省大学生常赛体系模式构建研究 

二、一般课题、青年课题 

1、新冠疫情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应对与发展研究 

2、体教融合下青少年健康发展问题策略及路径研究 

3、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大学生竞赛体系构建研究 

4、教会、勤练、常赛机制研究 

5、健康中国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实证研究 

6、新时代四川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7、北京冬奥会推动四川体育产业发展的模式与案例研究 

8、成渝双城体育产业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9、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10、大学生体育精神与文化传播研究 

11、高等院校教练员与裁判员培训体系研究 

12、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我省高等院校的推广和普及研究 

13、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成都市高校体育促进影响研究 

14、校园体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研究 

15、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与四川省单项体育协会融合发展研究 

16、体育项目文化符号研究 

17、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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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 

 

课题申报书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申报单位：                              

 

课题负责人：                            

 

填表日期：                              

 
 
 
 
 
 
 
 
 
 
 
 

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 

年    月    日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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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注意事项 

 

一、申请书封面填写要点： 

  1.申请书封面：编号栏空白处不填； 

2.课题类别：课题类别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 

3.项目负责人：姓名必须是本人标准用名，不得采用笔名。 

4.负责人所在单位：填写学校全称。 

二、数据表 

1.课题名称：应准确反映课题研究内容。 

  2.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及部门全称。 

3.主要参加者：主持人不要再填写进去。注意学历与学位的区

别。申请课题的参加者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申请

人未征求参加者意见私自将其列入课题组成员，申请人要承担由此引

发的后果。 

  4.申请经费：申报课题的资助额度为：重点课题 5000 元/项，一

般课题为 3000 元/项，青年课题为 3000 元/项。申请人应根据需要提

出适当的资助经费申请，并编制合理的经费预算。注意申请额度取整

数，不要有零头。 

三、课题论证 

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排版清晰，重

点课题申报书字数在 5000 字以内，一般课题和青年课题申报书字数

在 3000 字以内。 

四、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要求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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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申请数据表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A.重点课题  B.一般课题  C.青年课题 

课题负责人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获得学位时间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单位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紧急联系人 

及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主 
 

要 
 

参 
 

加 
 

者 

姓名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研究专

长 
学历 

学

位 
工作单位 签名 

        

        

        

        

        

        

        

预期最终成果  

申请资助经费 

（单位：元） 
 预计完成时间  

二、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主持的相关重要研究课题 

主持

人 
课  题  名  称 课题类别 

批准时

间 
批准单位 

完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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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提供课题相关证书（省级及以上）及证明复印件。证书复印件

可缩放，请将负责人和课题组主要成员近五年来主持的重要研究课题

的结题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等张贴此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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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设计论证 

1.选题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课题相对已有研究
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2.研究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3.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
等。 
4.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5.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四、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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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

排序。 

五、预期研究成果 

1.学术简历：课题负责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学术兼职，在相关研究领域的
学术积累和贡献等。 
2.研究基础：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及社会评价等。 
3.承担项目：课题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
资助机构、资助金额、结项情况、研究起止时间等。 
4.与已承担项目或博士论文的关系：凡以各级各类项目或博士学位论文
（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课题，须阐明已承担项目或学位论文
（报告）与本课题的联系和区别。 
5.条件保障：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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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     

3     

4     

5     

6     

六、经费预算 

序

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备注 

1 资料讲义费   

2 印刷费   

3 差旅费   

4 专家咨询费  不超过经费总额的 20%。 

合计金额：      元。 

注：立项后经费报销按照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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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经费使用承诺 
 

我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四川省大学生体育协会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如

实报销、合理有效使用协会科研经费，若进行虚假报销，个人承担相关责任。 
 
 

                                                  承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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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及参加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适

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

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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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四川省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课题申报材料汇总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

人姓名 

课题

类型 

职务/

职称 

研究

方向 
手机 电子邮箱 

                

                

                

                

                

 

填表人：                        填表时间：      

 

申报单位（盖章）： 

 

 

说明：本表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科研部门或所在单位（体育院、系、部、

室）填写，请不要改变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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