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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组织体育科研提高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科技含量。

2、我市各项运动员成才规律的研究。

3、全市运动员选才标准的制定。

4、运动员身体机能定期监测

5、运动员防伤和疗伤工作

6、全市国民体质状况的研究，不同人群的健身方案的

制订。

7、学术课题组织申报

8、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的开展

9、县（市）区和直属单位开展体育科研工作的指导。

10、体育科研、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无内设机构；本部门无下

属单位。

2．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汇总决

算编制范围的决算单位共计0家

三、2017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在市体育局的直接领导下，南通体育科研工作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坚持贯彻落实“科教兴体”战略，借助外力，深入训
练一线，逐步加大对业余训练的科技服务力度，大力推广科
学健身手段和方法，举办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较好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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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一、加强政治学习，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神，按照市体育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市体科所在年初与市体育局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所长
也按照要求填写和上报了廉政风险点排查表。全体人员积极
参加市体育局党组中心组，市体育局党支部和党小组组织的
政治理论辅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月组
织两次工作会议，在传达上级精神、布置工作的同时，都要
反复进行工作作风建设的宣传和教育。

二、强化竞技体育科技保障与服务
南通是全国著名的体育之乡、世界冠军的摇篮。做好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的科技服务保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1.定期组织常规训练监控。市体科所把市儿童业余体校6

个项目，市体育运动学校排球、篮球、射箭、男子足球项目
和市队区办（港闸区）女子足球项目的在训运动员作为常年
服务对象，每个月都安排科研人员去3-4个运动队，检测其血
色素、握力和肺活量三个指标，从生理机能、力量和心肺功
能三个方面进行现场监控和评价，为教练员科学训练提供参
考依据。

2.组织在训运动员身体形态测量。一年内两次为市儿童
业余体校在训的200多运动员进行身体形态测量，记录在运
动员技术档案，以帮助各项目教练员掌握少年儿童运动员身
体形态发育的基本情况，为选材、育才提供科学合理的数据
支撑。

3.做好省注册运动员骨龄自查工作。为迎接江苏省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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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年度骨龄检测工作，提前让有关项目教练员对运动员的骨
龄心中有数，在寒假之初组织了市体育运动学校、市儿童业
余体校、港闸女足的149名省注册运动员骨龄自查， 受到了
训练单位和教练员的好评。

4.把好市体校新生进队关。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市体
育运动学校、市儿童体校约330名集训运动员集中体检和选
材测试。通过骨龄检测、身体形态测量、心电图检测和肝功
能检查，市体校根据主带教练员的意见，从中选拔出一批身
体健康、适宜从事业余体育训练的运动员，充实到我市业余
训练队伍中来。

5.邀请运动医学专家诊治伤病。两次邀请国家体育总局
体能康复专家组成员、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博
士来通对市体校36人次的重点运动员进行运动损伤的诊断，
分析导致受伤的原因，传授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的方法。活
动引起教练员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反响强烈。

6.做好训练课的监控服务。根据教练员的需求，科研人
员有目的、有计划地针对一节训练课的运动强度和运动量进
行监测和评价，现场反馈测试结果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一年
里，先后为田径、游泳、自行车、跳水、蹦床、羽毛球等运
动队进行10多次服务。2月份，科研人员远赴南京高淳为外
训的自行车队提供监控服务，教练员因此十分感动。

7.主动服务基层体校。科技服务不能停留在市一级，应
面向基层，这也是市体科所的职责。经过和通州区少体校、
如东县少体校沟通协调，分别为其运动员提供血色素、尿十
项等训练监控服务，受到了两所体校领导和教练员的普遍欢
迎。

8.承担总局跨界跨项选材测试任务。参加国家体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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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组织的对竞走集训运动员的选材活动，完
成123名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高和体重）、体成分、基础
身体素质（10m、30m、六边形、立定跳远、纵跳）共8个单
项的测试任务，获得了选材组负责人的肯定。

三、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服务
继续把科学健身服务纳入年度工作任务，在大力推广科

学健身手段和方法，全面提高大众健身科学化水平上成效显
著。

1.组织国民体质测试。今年承担了市体育局下达的国民
体质测试1600人的任务，通过制定工作方案，聘请固定的测
试人员，主动到社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上门服务。活动
中，安排健身专家在现场解读受测人员的体测报告，就其体
质中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指导其开展科学健身，传授增强
体质的运动方法。部分活动吸引了地方媒体的关注，南通电
视台采访国民体质测试走进港闸区环卫处，海安电视台和
《海安日报》采访国民体质测试走进李堡镇红旗村，《江海
晚报》记者采访了国民体质测试走进港闸区环卫处和崇川区
文峰街道鲍家桥社区。

2.圆满完成江苏省国民体质测试相关任务。省体育局布
置和开展了全省国民体质测试任务，南通需完成崇川区、港
闸区、通州区和如皋市6个组别总样本量2880人。根据市体
育局的工作部署，市体科所负责测试队伍的组建以及召集参
加集体测试。17人的测试人员队伍主要由退休体育教师组成，
他们参加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主办的业务培训后都取得了
上岗证。他们工作认真耐心，组织纪律性强，是圆满完成测
试任务的基本保证。市体科所两位同志自始至终参与整个活
动，负责队伍组建、统一指挥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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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举办科学健身讲堂。为热烈庆祝第九个“全民健身日”
和“南通体育日”，大力推广和普及科学健身知识，8月11日，
在南通体育馆举办科学健身大讲堂。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
学院副院长史曙生教授为近50名市民朋友主讲“骨骼健康 运
动与补钙”。 同时，南通体育馆国民体质健身指导站开展骨
密度、体成分等体适能公益测试活动，南通体育馆东大厅展
出运动健身、防范邪教科普长廊，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参与。
三项活动都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南通电视台对本次活动
也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四、积极举办和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为加强我市各级体育工作者业务知识学习，掌握最新的

体育理念和动态，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市体科所采取“请进
来、走出去”的形式，不仅举办了内容丰富的业务培训、学
术交流活动，而且派出科研人员参加业务学习，开拓视野，
加强纵向沟通。

1.邀请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闫琪博士、江苏省
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博士来通分别举办《青少年运动
员体能训练前沿理论与实践》、《冬训阶段训练安排的原理
与应用》业务培训班，均采取集中授课和现场教学的学习模
式。两位专家都是国家体育总局教练员学院导师、备战奥运
会体能与康复专家组成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
践经历。全市各有关单位的训练管理干部、教练员、科研医
务人员及体育教师200多人次参加了学习。其中，南通电视
台采访并报道了闫琪在市体育运动学校上体能训练公开课。

2.先后举办骨龄判读、信息报道与摄影培训班。省体育
局骨龄组专家、市体科所汤剑文副研究员，江苏省体育摄影
协会理事朱沛峰，《江海晚报》资深记者王全立分别主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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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龄基础知识与判读标准、摄影知识与拍摄技巧和信息写作
的要领，对本地科研人员、各兄弟单位负责信息的人员来说
帮助是很大的。

3.外出参加7场学术会议。科研人员15人次分赴常州、南
京、重庆、天津等地以及南通本地，参加移动装置、健康携
带装置与健康，省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换届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省第二届运动表现实时反馈技术研
讨会，南通市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培训班，全国运动医务
监督培训班，全国竞技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省体科所论文
写作专题讲座等，聆听专家学者的专业授课，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见识，为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夯实理论和实践基础。

4.承办省体育科学学会的两个学术会议。江苏省体育科
学学会运动生理生化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江
苏省体育科学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江苏省第一
届信息化与体育发展讨会先后在南通召开，近百名来自全省
高校、体育科研所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会议。省体科所
所长汤强、省体育局信息中心主任吴兵成、省体科所国民体
质监测中心主任李森作学术报告。

五、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市体科所针对工作实践中的领域，组织科研攻关，加强

技术创新，体育科技解决体育工作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不
断提高。

1.3篇论文被全国学术会议录取。市体科所有3篇论文被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的2017年全国竞技体育科学论文报
告会录取，王一帆撰写的《江苏省游泳队备战第13届全运会
女子缺血力量训练实证研究》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在大会作
专题报告，卞保应撰写的《少儿运动员良好习惯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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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帆撰写的《蹲距式游泳出发技术在两种出发台下效果对
比——以南通市游泳队男子运动员为例》被大会录取，向全
国竞技体育界的同仁展示了市体科所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精
神风貌。

2.组织论文征文和评审活动。今年，继续在全市体育系
统征集体育科学论文37篇论文，学科涉及运动训练、学校体
育、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经过市体育局科学论文评审小
组集中审议，评选出22篇获奖论文，印制了获奖证书和论文
汇编，充分展示了我市广大体育工作者在体育领域中进行科
学研究和自主创新所取得的成果。

3.“运动助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市体科所主办的“运
动助健康”微信公用平台坚持每天推送至少2条信息，内容
为大众健身知识、科学训练知识、最新体育科技动态和本地
体育科研活动信息。一年内新增关注人数近1500人，全年推
送信息约600条，阅读量超过20万人次。

以上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我
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体育科
研人员的队伍规模小，业务工作经费在全省处于下游，一些
科技活动的质量与效益还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
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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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计117.92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4.18万元，增长25.80%。

主要原因是（1）主管部门核拨职能范围内业务活动支出经

费递增，尤其是国民体质监测业务经费的递增（2）政策性

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其中：

（一）收入总计117.92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117.92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与上年相比增加

27.38万元，增长30.24%。主要原因是（1）主管部门核拨职

能范围内业务活动支出经费递增，尤其是国民体质监测业务

经费的递增（2）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2．上级补助收入0.00万元。

3．事业收入0.0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3.20万元，减少

100%。主要原因是2016年省主管部门追加核拨健身科普宣传

活动经费，而2017年没有针对此经费调整。

4．经营收入0.00万元。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万元。

6．其他收入0.00万元。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00万元。

8．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

（二）支出总计117.92万元。包括：

1．体育（类）支出78.62万元，主要用于科研事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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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费。与上年相比减少5.32万元，减少6.34 %。主要原

因是（1）人员调离支出调整。（2）2016年省主管部门追加

核拨健身科普宣传活动经费，而2017年没有针对此经费调整。

2．住房保障类支出6.42万元，主要用于主要用于机关及

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发放购房补

贴以及提租补贴的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6.42万元，增长%。

主要原因是经济科目款项类别重分类的追加，另此经费的金

额较2016年也有上调。

3．其他支出（类）支出32.8万元，主要用于省市及以上

主管部门对体育科研工作经费的扶持和奖励。与上年相比增

加23.08万元，增加235.52%。主要原因是（1）主管部门核拨

职能范围内业务活动支出经费递增，尤其是国民体质监测业

务经费的递增。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本年收入合计117.92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117.92万元，占100%。

图1：收入决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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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本年支出合计117.92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75.04万元，占63.63%；项目支出42.88万元，占

36.37 %。

图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为

117.92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27.38

万元，增长30.24%，（1）主管部门核拨职能范围内业务活

动支出经费递增，尤其是国民体质监测业务经费的递增（2）

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117.92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27.38万元，增长30.24%。主要原因是（1）主管部门核拨职

能范围内业务活动支出经费递增，尤其是国民体质监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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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递增；（2）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

算为63.95万元，支出决算为117.9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84.39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追加

核拨职能范围内业务活动支出专款（1）竞训专项（2）群体

活动承办（3）全民健身日、体育活动日、国民体质体质检

测等（3）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其中：

（一）文化体育与传媒（类）

1．体育（款）其他体育支出（项）年初预算为58万元，

支出决算为78.6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5.55%。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二）住房保障支出（类）

1. 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为5.12万元，支出决算为5.1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2. 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年初预算为

0.83万元，支出决算为1.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56.63%，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

出经费。

（四）其他支出（类）

1.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

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

支出决算为32.8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决算数大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追加核拨职能范围内业务活动

支出专款（1）竞训专项（2）群体活动承办（3）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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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体育活动日、国民体质体质检测等。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75.0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65.65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基

本工资、津贴补贴、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离休费、退休费、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励金、

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9.39万元。主要包括：商品服务支出（办

公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

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85.0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30万元，增长5.33%。主

要原因是政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年初预算为63.95万元，支出决算为85.04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132.98%。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政

策性增资等追加人员支出经费。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基本支出75.04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65.6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

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工会经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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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二）公用经费9.39万元。主要包括：主要包括：办公

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工

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

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

占“三公”经费的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00万元，

占“三公”经费的0.00%；公务接待费支出0.36万元，占“三公”

经费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0.00万元，预算0.00万元。

内容主要为：当年未安排人员出国。。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0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0.00万元，预算0.00万元，

内容主要为：当年未有公务车购置。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0.00万元，预算0.00

万元。内容主要为:当年单位没有公务车，2017年使用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

3．公务接待费0.36万元。其中：

（1）外事接待支出0.00万元，预算0.00万元，2017年未

有外事接待。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0.36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与上年决算维持不变。国内公务接待主要为体育科研专家来

通授课等。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的国内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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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4批次，33人次。主要为接待体育科研专家来通授课。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

排的会议费决算支出0.19万元，完成预算的95%，比上年决

算减少0.01万元，主要原因为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效益；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厉节约，控制会议规模及次数。

2017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1个，参加会议2人次。主要为主要

用于参加省科学学会代表大会、参加运动增强体质与健康学

术论文报告会等。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

排的培训费决算支出0.27万元，完成预算的96%，比上年决

算减少0.01万元，主要原因为主要原因为培训次数人数的减

少；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压缩培训费开

支。2017年度全年组织培训1个，组织培训3人次。主要为参

加国际运动康复培训、科学健身指导技术培训等。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本年收入决算32.88万元，本年

支出决算32.88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万元。具体支出情

况如下：

其他支出（类）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款）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项）支出决算

32.88万元，主要用于职能范围内业务活动开展（1）竞训专

项（2）群体活动承办（3）全民健身日、体育活动日、国民

体质体质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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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单价50万

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含）以

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无绩效评价项目工作。

（三）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2017年度无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决

算。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

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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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

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

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

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

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

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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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

用。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行政单位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

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