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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关于开展 2014 年度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的通知 
 

各系：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转发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

局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知》（浙教体〔2007〕

83 号）的精神和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加强青少年体育工

作，增强学生体质的工作目标，有效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切实

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经研究，决定自 2014 年 4 月 17 日开

展学院 2014 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现将

具体测试工作计划通知如下： 

一、测试项目 

1.身高/体重；2.肺活量；3.50m 跑；4.坐位体前屈；5.

立定跳远；6.800 米（女）/1000 米（男）；7.一分钟仰卧起坐

（女）/引体向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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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试组织 

2012 级、2013 级所有测试项目由体育军事部统一组织在

体育授课单元内进行，具体时间和测试班级见附表。2014 级学

生身高/体重和肺活量形态指标在新生入学体检时进行，体能

类测试项目由体育军事部在 2014 年 10 月份统一组织在体育授

课单元内进行，具体时间和测试安排另行通知。 

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组织工作任务重，时间

紧，望各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安排专人负责，

确保本学年学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工作的顺利进

行。 

 

附件：1．2014 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 

安排表 

2．《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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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安排表 
34 节 56 节 78 节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范高翔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1 范高翔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1 范高翔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7 

翁惠根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2 黄  喆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2 黄  喆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8 
朱海莲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3 庞正志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3 庞正志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9 
朱亚俊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4 

身/体、肺、50 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翁惠根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4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翁惠根 国金 131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庞正志 国金 121 黄燕飞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6 黄燕飞 国金 133 
靖庆磊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8 靖庆磊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5 靖庆磊 国金 132 
黄  喆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9 朱亚俊 金融管理与实务 1310 朱海莲 农金 132 

周 
一 

黄燕飞 国金 122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朱亚俊 农金 131 

800/1000、立 
（轮换） 

卢  劼 国商 121 卢  劼 房产 131 卢  劼 会计 133 

朱海莲 国商 122 朱海莲 房产 132 朱海莲 会计 134 

骆  伟 会展 121 骆  伟 计算机 131 骆  伟 会计 135 

李文萍 理财 121 李文萍 计算机 132 李文萍 会计 136 

吕建敏 理财 122 吕建敏 理财 131 吕建敏 保险 131 

王海棠 计算机多媒体 121 

身/体、肺、50 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黄  喆 理财 123 黄  喆 理财 132 黄  喆 保险 132 

甄银龙 理财 124 甄银龙 文秘 131 甄银龙 保险 133 

庞正志 理财 125 庞正志 文秘 132 庞正志 保险 134 

靖庆磊 会计 127 靖庆磊 国商 131 靖庆磊 企管 131 

王立成 会计 128 金云燕 国商 132 金云燕 企管 132 

金云燕 商务英语 125 

周 
二 

翁惠根 商务英语 126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范高翔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7 

翁惠根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5 

朱海莲 金融管理与实务 126 

朱亚俊 农金 121 

身/体、肺、50 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庞正志 农金 122 

黄燕飞 农金 123 

周 
三 

王海棠 农金 124 

800/1000、立 
（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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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节 56 节 78 节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测试教师 测试班级 测试项目 
骆  伟 营销 131 骆  伟 英语 131 骆  伟 信管 131 

钱利安 营销 132 钱利安 国贸 131 钱利安 英语 133 

庞正志 营销 133 庞正志 国贸 132 庞正志 英语 134 

卢  劼 营销 134 卢  劼 国贸 133 卢  劼 理财 133 

朱亚俊 多媒体 131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朱亚俊 国贸 134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朱亚俊 理财 134 

50 米、体前屈、 
仰/引 

（轮换） 

范高翔 多媒体 132 范高翔 国贸 135 范高翔 理财 135 

吕建敏 财管 131 吕建敏 国贸 136 吕建敏 电子商务 131 

王海棠 财管 132 王海棠 会计 137 王海棠 电子商务 132 

甄银龙 会计 131 甄银龙 英语 132 金云燕 会展 131 

金云燕 会计 132 

周 
四 

翁惠根 浙商订单班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骆  伟 保险实务 121 骆  伟 财管 121 骆  伟 电子商务 121 

黄  喆 保险实务 122 黄  喆 财管 122 黄  喆 电子商务 122 

黄燕飞 保险实务 123 黄燕飞 市场营销 121 黄燕飞 电子商务 123 

叶孙岳 保险实务 124 叶孙岳 市场营销 122 叶孙岳 企管 121 

范高翔 文秘 121 
 

范高翔 市场营销 123 范高翔 企管 122 

卢  劼 房地产 121 卢  劼 市场营销 124 卢  劼 企管 123 

张  煜 房地产 122 

身/体、肺、50 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张  煜 国贸 121 

身/体、肺、50 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张  煜 会计 121 

身/体、肺、50米 
体前屈、仰/引 

（轮换） 

朱海莲 信息 121 朱海莲 国贸 122 朱海莲 会计 122 

吕建敏 信息 122 吕建敏 国贸 123 吕建敏 会计 123 

王立成 会计 125 靖庆磊 计算机信息管理 121 
 

靖庆磊 信用管理 122 

王海棠 传播 121 王海棠 商务英语 121 王海棠 会计 124 

金云燕 商务英语 123、124 金云燕 商务英语 122 金云燕 信用管理 121 

周 
五 

靖庆磊 会计 126 

800/1000、立 
（轮换） 

王立成 计算机信息管理 122 

800/1000、立 
（轮换） 

 

800/1000、立 
（轮换） 

备注：身高/体重、肺活量指标测试为缺项学生补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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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工作注意事项 
 

1．因本次测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组织难度大，出于运

动安全和成绩正常发挥，请各位测试者自行开展准备活动。 

2．各系安排专人排查残疾学生、因病、因伤等不能测试者，

及时上报体育部并办理《免于测试申请表》，同时给学生讲解测

试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做好学生开展体质测试的思想动员和准

予开展体质测试健康的排查工作。 

3．医务室在测试期间应做好耐力类测试项目的现场医务监

督，安排专人在测试现场，积极做好测试现场应急救护工作。 

4．每位学生必须随带附有近照的学生证参加测试。 

5．每个班级班干部须配合测试教师对所在班级学生测试资

格的核查。 

6．学生必须按照《测试时间安排表》提前10分钟到达测试

现场，确保测试成绩的质量。 

7．测试地点：广发文体中心与华夏运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