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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理 工 学 院
湖理工政通〔2020〕34 号

关于做好2020年新生军训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南湖学院：

为了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国务院办

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

办发﹝2017﹞76 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新生的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增强国防观念，提高文明守纪的自

觉性，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

加强新生军训安全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现将学校 2020 年新

生军事训练工作相关安排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

施，确保新生军训工作取得实效。具体安排如下：

一、时 间

2020 年 10 月 3 日—16 日

二、内 容

详见附件:2020 年新生军训日程安排表

三、带训教官

武警岳阳支队官兵、学校民兵连骨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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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学校成立 2020 年新生军训工作领导小

组，由李 明、卢先明任组长，徐小立任副组长，成员为党政办、

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武装部、团委、教务处、国际交流

处、后勤处、保卫处、信息中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

院学生工作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徐振祥任主任，毛 伟、李革新、吕

强（负责军训疫情防控工作）任副主任。

根据新生人数，参照部队建制，学校成立新生军训师，南、

东院分别设军训团，南院为一团，东院为二团，各院设军训营、

军训连。

1.军训师、团建制：

师 长 ：卢先明

政 委 ：徐小立

参 谋 长：武警岳阳支队派人担任

政治部主任： 徐振祥

训练部部长：武警岳阳支队派人担任

一团：团长:武警岳阳支队派人担任 政委：毛伟

政治部主任：李 凯

二团：团长: 武警岳阳支队派人担任 政委：李革新

政治部主任：夏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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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院建制：

营长、连长各由一名带队教官担任，营教导员由各院、系

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新生辅导员任副教导员，连指导员

由新生班主任担任。

五、总结评比

（一）评比

为鼓励创先争优，增强集体荣誉感，军训期间，将开展评

比竞赛活动。设立“军训优秀组织奖”，同时设立军训队列、内

务整理、军歌比赛、出勤等单项奖，评选“军训优秀连队”、“优

秀军训教官”、“军训先进个人”。（具体评比办法附后）

（二）总结

军训结束前，连、营均要分别召开总结会，对军训工作进

行总结；军训结束时，连要向营、营要向学校军训领导小组上

报军训总结；军训结束后，武装部要及时收集、整理资料，写

出总结报告。

六、军训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1. 落实晨、午检制度，实行 “日报告”、“零报告”工作

制度。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学生应按照学校防疫工作方案

进行处置。军训师政治部是学校层面“日报告”、“零报告”工

作的直接负责人；各营教导员、连指导员是“日报告”、“零报

告”工作直接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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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训期间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参训人

员应自备口罩、水杯等，各营在指定的军训场地应配备洗手液、

口罩等防控物资。

3.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参训人员须严格遵守学校纪律，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出入校园，须经政治部批准并办理手续，凭

手续单出入校园，其它未经批准者，不得出入校园，违者按学

校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4.军训期间运动强度较大，参训人员需要充分休息，各营

连不得在既定的作训任务外加训、加练。参训人员须严格遵照

作息时间表训练和休息。

5.军训要避开酷暑高温和下雨等特殊情况，要根据气温和

天气变化情况合理掌握训练强度和节奏，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气温高于 35℃时，停止室外军训活动，严防事故发生。下雨时

不能在室外进行训练。

6.开训前认真组织参训人员身体健康状况排查，对患有先

天性疾病等不适宜参加军训体能训练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各

营、连审查，政治部批准，可不参加军训体能训练，改为观摩

学习等其他方式。

七、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在全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下，高

度重视新生军训工作，开训前邀请联系本学院的学校领导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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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政负责人到军训现场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思想动员，军训中

看望慰问训练学生。做到“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责任明确、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2.军事训练是大学生必须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各学院要

根据本通知，按照国防教育与入学教育相结合，军事训练与政

治训练相结合的要求，制定符合本单位特点的新生军训实施方

案，确保学生按时学习训练，获得学分。

3.学工部、教务处、后勤处、保卫处、武装部等部门要紧

密配合，共同组织好新生军训工作，要在工作上、生活上为带

训教官和受训学生提供优质服务。

4.参训学生必须统一着装，服从组织，听从指挥，树立战

高温、求质量、勤训练、促提高的思想作风，接受军事化管理，

按时参加军训期间各项活动，未经批准，不得缺席。

5.各学院及带训教官要关心爱护学生，切实做好军训期间

的安全管理工作。军训期间始终有学院领导或老师在现场组织

指导。要认真排查学生中有既往病史或不适于参加军训的情况。

科学施训，无伤病事故。每天训练结束时，由各营、连组织进

行讲评。

6.加强过程管理。严肃军容军纪，保持良好的训练形象。

注意饮食及饮水卫生，军训期间无食物中毒，无交通事故，打

架斗殴或上当受骗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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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 年新生军训日程安排表

2.2020 年军训战术训练时间安排表

3.2020 年新生军训作息时间表

4.2020 年新生军训各学院营、连设置

5.2020 年新生军训场地安排表

6.2020 年新生军训先进评比办法

湖南理工学院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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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新生军训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早操训练内容

6：30—7：10

上午训练内容

8：00—11：30

下午训练内容

14：30—17.30

晚间活动

19：30 开始

10.2 整理内务 整理内务 整理内务 新生与教官见面会

10.3
新生升国旗暨军

训总动员
立正稍息跨立 停止间转法 内务整理学习

10.4 整理着装 集合、离散、报数 出列入列 共同条令教育

10.5 站军姿 踏步与立定 齐步与立定 各院自主组织活动

10.6 踏步与立定
敬礼与礼毕；步法

变换敬礼
消防器材操作学习 各院自主组织活动

10.7 齐步与立定 正步与立定 脱帽戴帽 蹲下坐下起立

10.8 行军拉练 行军拉练 军歌比赛 核生化防护教育

10.9 齐步与立定 正步与立定 正步与立定 蹲下坐下起立

10.10 正步与立定 队形变换训练 队形变换训练 战备规定学习

10.11 队形变换训练 正步与立定 战场医疗救护演练 紧急集合

10.12 正步与立定 分列式训练 分列式训练 各院自主组织活动

10.13 分列式训练 格斗基础 分列式训练 复习队列动作

10.14 分列式训练 分列式训练 分列式训练 各院自主组织活动

10.15 分列式训练 分列式训练 分列式预演 复习队列动作

10.16 分列式、开学典礼
分营开展军训总结及入学教育（各学院自行组

织）

注：1、如需调整安排，另行通知；

2、如遇天雨，以连或营为单位，由各学院自主组织活动；

3、早操训练由各院系组织，晚间活动由助训教官带训。

4、战术训练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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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级军训战术训练时间安排表

训练单位 训练时间 训练地点

政法学院 10 月 10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A 区

体育学院 10 月 10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B 区

中文学院 10 月 10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C 区

外语学院 10 月 10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A 区

新闻学院 10 月 10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B 区

音乐学院 10 月 10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C 区

物电学院 10 月 11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A 区

南湖文法 10 月 11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B 区

南湖外贸 10 月 11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C 区

南湖工程 10 月 11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A 区

信息学院 10 月 11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B 区

数学学院 10 月 12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A 区

南湖经管 10 月 12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B 区

化工学院 10 月 12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A 区

土建学院 10 月 12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B 区

南湖机电 10 月 13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A 区

机械学院 10 月 13 日上午 8：00—11：30 阳光草地 B 区

美设学院 10 月 13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A 区

经管学院 10 月 13 日下午 14：30—17.30 阳光草地 B 区

注：如遇天雨另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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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新生军训作息时间表

起 床： 6：00

内务整理： 6：10—6：20

早 操： 6：30

早 餐： 7：20—7：40

上午训练： 8：00—11：30

午 餐： 11：30—12：30

午 休： 12：30—14：00

下午训练： 14：30—17：30

晚 餐： 17：45—18:30

晚间训练： 19：30—21：00

就 寝： 22：30

注：

1.上、下午训练期间各休息 2次(每次休息不超过 10分钟)；

2.晚上训练期间休息 1次（休息时间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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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级新生军训各学院营、连设置情况

学 院 人数 编制

政法学院 207 一团一营(2 个连)

体育学院
200+39（南湖学

院体育专业）
一团二营（2个连）

中文学院 226 一团三营（2个连）

外语学院 206 一团四营（2个连）

新闻学院 170 一团五营（2个连）

音乐学院 199 一团六营（2个连）

美术学院 294 一团七营（3个连）

数学学院 237 一团八营（2个连）

物电学院 230 一团九营（2个连）

化工学院 424 一团十营（5个连）

机械学院 265 一团十一营（3个连）

信息学院 473 一团十二营（5个连）

土建学院 283 一团十四营（3个连）

经管学院 446 一团十五营（5个连）

南湖文法系 341 二团一营（4个连）

南湖外语系 248 二团二营（2个连）

南湖工程系 214 二团三营（2个连）

南湖机电系 341 二团四营（4个连）

南湖经管系 428 二团五营（5个连）

合 计 5471 57 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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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级新生军训各学院场地安排表

学 院 人数 编制 场地

政法学院 207 一团一营(2 个连) 南院校门中心广场花坛后段南侧

体育学院 200+40 一团二营（2个连）
南院 12 号学生公寓西侧 1个篮球场及西侧道

路

中文学院 226 一团三营（2个连） 南院 7号学生公寓东侧 1个篮球场

外语学院 206 一团四营（2个连） 南院 8号学生公寓东侧 1个篮球场

新闻学院 170 一团五营（2个连） 南院 1号学生宿舍北侧 2个篮球场（靠南）

音乐学院 199 一团六营（2个连） 南院 1号学生公寓北侧 2个篮球场（靠北）

美术学院 294 一团七营（3个连） 南院 2号学生公寓南侧篮球场

数学学院 237 一团八营（2个连） 南院校门到至善穷理石前空坪

物电学院 230 一团九营（2个连） 南院校门中心广场花坛后段北侧

化工学院 424 一团十营（5个连） 南院 1号学生公寓到 2号学生公寓前道路

机械学院 265
一团十一营（3个

连） 南院校门南出口至 6号楼道路

信息学院 473
一团十二营（5个

连）
南院 1号学生公寓东侧 4个篮球场及南院校

门北进口道路

土建学院 283
一团十四营（3个

连） 南院一食堂北侧停车场

经管学院 446
一团十五营（5个

连） 南院 10 号学生公寓西侧 4个篮球场

南湖学院 1611
二 团

（5个营 17 个连） 东院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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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0 年新生军训先进评比办法

一、评比条件

（1）优秀组织奖：组织领导有力，现场指导到位；计划周

密，各项工作完成好；学生热情高，出勤率高；宣传、训练、

会操、内务等成绩好；无任何事故发生。

（2）优秀连队奖：能认真执行上级指示、指令，严格训练，

无任何事故发生，所在连学员能团结友爱，在各项表演和比赛

中成绩优秀。

（3）军训先进个人：思想作风端正；组织纪律严格；训练

意志坚强；热心公益活动；相关成绩优秀。

二、评优名额

（1）军训优秀组织奖： 根据综合得分，共评选八个优秀

组织奖。

（2）内务、队列、军歌比赛、出勤等单项奖：分别设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以计分排名）

（3）军训优秀连队奖：以团为单位评出前 30%为优秀连队。

（4）军训先进个人：每个连队按 5%的比例评定。

（5）优秀军训教官：武警支队帮训教官和学校民兵连自训

教官各评选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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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比细则

⑴内务评比（满分 100 分）

铺面：规范。（30 分）

地面：清洁。（30 分）

物品放置：有序。（30 分）

总体印象：（10 分）

⑵队列评比（满分 100 分）

出队：出队迅速，士气高昂，口号嘹亮。（20 分）

动作：队列整齐，步调一致，动作准确。（50 分）

指挥：位置适当，口令清晰，指挥规范。（10 分）

总体印象：（20 分）

(3)军歌比赛（满分 100 分）

比赛时间：10 月 8 日下午 15:00（暂定）

比赛场地：南院云梦广场

组织形式：各学院组织一个新生方阵唱军歌。

评比方式：按评委打分高低确定学院参赛成绩。

比赛通知另行下发。

（4）出勤评比

1.以军训师（团）政治部派员定期或不定期对各营参训人

数进行检查统计的数据为依据；

2.请假的同学原则上须在军训场边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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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能在军训现场见习的学员请假须到军训团政治部预先

备案，否则不予认定。

4.根据出勤比例计算得分。

（5）优秀组织奖评选

军训优秀组织奖由军训队列、军歌比赛、内务、出勤等单

项综合评定，其中队列占比 30%、军歌比赛占比 30%、内务占比

20%、出勤占比 20%，校本部综合得分前六名、南湖学院综合得

分前二名评为军训优秀组织奖。军训期间发生安全事故，本奖

项一票否决。

四、表彰奖励

（1）全校通报表彰,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2）个人获奖情况进入学生个人档案。


	2020年新生军训日程安排表
	2020级军训战术训练时间安排表

	2020年新生军训先进评比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