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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体育场馆开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

知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开放管理实施细则》已经 2019 年

第 41 次校长办公会、2020 年第 1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科技学院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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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 

体育场馆开放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

放的实施意见》（教体艺〔2017〕1 号）、《重庆科技学院体育

场馆开放管理暂行办法》（重科院〔2018〕2 号）等有关规定，

按照学校 2019 年第 30 次校长办公会、2019 年第 31 次党委常委

会有关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开放范围 

学校所有体育场馆，具体包括室内外篮球场、室内外乒乓球

场、室内外羽毛球场、体育馆、网球馆、网球场、游泳池、田径

运动场、轮滑场、健身场地等。 

二、开放类型  

（一）全天免费开放型：包括室外篮球场、风雨篮球场、轮

滑场、室外乒乓球场、室外羽毛球、健身场地、立德（立人）运

动场等场馆，对校内团体(营利性团体除外)和个人、校外个人免

费使用； 

（二）有限免费开放型：包括体育馆、网球馆、网球场、游

泳池等场馆，在优先保障教育教学、校级大型文体（会议）活动

等需要的前提下，对校内教工社团（协会）有限免费使用。超过

有限免费使用时间使用体育场馆的，对校内教工社团（协会）实

行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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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偿使用开放型：包括所有体育场馆，对社会单位（团

体）有偿使用。其中，体育馆、网球馆、网球场、游泳池等场馆，

还对社会个人有偿使用。 

三、职责分工 

（一）资产后勤部门负责体育场馆开放的整体规划、升级改

造、能源管理、环境卫生、维修维护、收费办法制定及收费监管、

专业管理机构委托及日常监管、统计评估、场馆安防监控系统建

设等工作，协作单位、特邀嘉宾等使用审核工作，以及参与主办

单位送审的宣传设施、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等涉意识形态领域活

动或超过 200 人（含）以上大型文体（会议）活动的会审工作； 

（二）体育部门负责体育教学活动（含教学、训练、比赛、

体测等）计划提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或注意事项制定等工作，

以及配合开展体育场馆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相关工作； 

（三）宣传部门负责主办单位送审的宣传设施、学术活动和

文化活动等涉意识形态领域活动或超过 200 人(含)以上的大型文

体（会议）活动的审批工作;  

（四）保卫部门负责场馆开放的治安管理、大型活动安全保

卫、突发事故紧急处置、安全警示标志制作张贴等工作，参与主

办单位送审的宣传设施、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等涉意识形态领域

或超过 200 人（含）以上大型文体（会议）活动的会审工作； 

（五）财务招标部门负责经费收支的会计核算和使用监管、

委托专业机构管理招标组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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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息化部门负责体育场馆使用申请业务流程开发，以

及微信、校园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的开发对接工作； 

（七）使用单位负责使用申请、活动组织、安全管理、秩序

管理、意识形态全程监管等工作； 

（八）教职工社团（协会）、学生社团（协会）管理部门负责

社团（协会）会员认定、活动审批和免费使用时段的协调沟通工

作； 

（九）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场馆开放的日常管理，具体包括开

（关）门、场馆巡查、秩序监管、计时收费（含票据管理、收费

结算等）、环境卫生、能源管控、安全管理、意识形态全程监管、

常规维修维护(具体职责见附件 7)、专业报修、蓄意损毁（坏）

赔偿追究等工作。 

四、使用申请 

体育场馆使用坚持分类管理：对于全天免费开放型场馆，一

般实行“先到先用”或“协商一致共享共用”；对于有限免费开

放型、有偿使用开放型场馆，一般实行“先申请后使用”。对于

在场馆内使用宣传设施或举办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或有主持人、

演讲人、报告人等涉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活动或超过 200 人（含）

以上的集会活动，使用单位 (对校外单位或团体，由接洽单位履

行使用单位职责)提出场馆使用申请前，须通过办公系统“宣传

思想文化活动”流程由宣传、保卫、资产后勤等部门会审通过，

在提出场馆使用申请时一并提交“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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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免费使用申请 

1.体育教学活动 

1.1 体育教学（含训练）：由体育部门负责，原则上应于每

学期开课前一周提出学期授课计划（训练计划），报资产后勤部

门备案，由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1.2 体育测验、校级及以上体育赛事等：由体育部门负责，

原则上提前一周提出使用申请，报资产后勤部门备案，由委托开

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1.3 体育教研活动、教师运动技能训练以及各校级运动队的

对外交流比赛等：由体育部门负责，原则上提前 3 天提出使用申

请，报资产后勤部门备案，由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2.校内大型文体(会议)活动 

举办单位原则上提前一周提出使用申请（见附件 1），资产

后勤部门负责审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3.教工社团（协会） 

羽毛球协会、网球协会、篮球协会、广场舞协会等使用有限

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的，原则上集中安排、时间固定。其中，网

球协会活动时间为每周一、二晚上 18:00-21:00（立人网球场）；

羽毛球协会活动时间为每周一、四晚上 18:00-21:00（体育馆）；

篮球协会活动时间为每周一、四晚上 17:30-20:30（体育馆）；

广场舞协会活动时间为每周二、四晚上 18:00-21:00（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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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4）。教职工凭校园卡或工作证等入场，委托开放管理单位

负责安排场地。校工会负责提供相关教工社团（协会）名单（含

会员单位、职工号等具体信息）并加盖公章，于开学前一周报资

产后勤部门备案。 

4.学生社团（协会） 

原则上使用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对举办全校性大型活动确

需使用有限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的，从严控制，一事一议，由社

团(协会)提出申请（见附件 2），团委负责审核，资产后勤部门

负责审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5.协作单位或特邀嘉宾等 

接洽单位提出使用申请(见附件 3)，资产后勤部门负责审核，

分管资产校领导负责审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二）有偿使用申请 

1.校内师生 

超过有限免费开放时段使用体育馆、网球馆、网球场等场馆

的，校内师生凭校园卡或工作证（学生证）按收费标准五折缴纳

有偿使用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2.校外单位（团体） 

校外单位（团体）使用体育场馆的，提前一周提出使用申请

（见附件 4）并提交体育场馆使用承诺书（见附件 5），资产管

理部门负责审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场地安排并收取有偿使

用费、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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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个人 

校外个人使用体育馆、网球馆、网球场等场馆的，现场签订

体育场馆使用承诺书（见附件 5），缴纳有偿使用费，委托开放

管理单位负责安排场地。 

五、收费标准 

见附件 6：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收费标准(试行)。 

    六、收费管理 

（一）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负责收费计时、费用收取、开具票

据、按月结算等工作。收费必须开具学校统一出具的发票（收据），

严禁使用不收费和收费不开票、少开票等违规行为发生。 

（二）收费统一上缴学校，收支两条线。收取费用（扣除能

源消耗总金额的 70%）的 30%作为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运行管理的

补充经费和激励经费，70%作为学校体育场馆维修维护专项费用。 

（三）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坚持“先缴费后使用”的原则。

对减免收费的特殊情况，一律报资产后勤部门审核，分管资产校

领导审批。 

（四）收费采取校园卡支付、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现金

支付等多种形式，委托开放管理单位必须建好收费台账明细，确

保账账、账实相符。 

（五）通过完善监控系统、定期不定期检查、设置举报电话

等方式，加强对委托开放管理单位的收费监督，防范廉洁风险。

对举报或监管发现委托开放管理单位涉及的违规违纪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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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况给予扣取 300-5000 元/次的补充经费和激励经费。情节特

别严重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七、附则 

本实施细则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科技学院 

                                 2020 年 1 月 3 日 

 

 

 

 

 

 

 

 

 

 

 

 

 

 



- 9 - 
 

附件 1：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使用审批表 
（校内大型文体或会议活动） 

申请单位 

举办

单位

名称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电话 

 

预估

人数 
 

使用日期 

/ 时段 

年   月   日（星期  ） 

时段： 

使用

场地 

□体育馆 □网球馆 □立人网球场  □立德网球场 □立德体育场 

□立人体育场 □风雨篮球场  □游泳池 □轮滑场   

申请

用途 

□体育赛事   □训练   □文体活动   □集会活动 

□其它用途： 

申请

单位

意见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本单位负责此活动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承担以上活动中涉及的

意识形态管理责任。 

 

党总支书记：           年   月   日 

资产后勤

部门意见 

 使用费用、使用时间及审批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宣传、保卫

部门意见 

 

使用申请流程中附：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备注 

1.举办单位原则上应提前一周提出体育场馆使用申请； 

2.涉及使用宣传设施或举办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或有主持人、演讲人、报告

人等涉及意识形态的活动，或 200 人（含）以上的集会活动，使用单位须提

前通过办公系统“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流程由相关部门会审通过后，再提交

场馆使用申请（附上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3.委托开放管理单位根据场馆使用审批表，负责经费收取、场馆安排等工作。 

4.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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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使用审批表 
（学生社团或协会） 

申请单位 

社团（协

会）名称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电话 

 

活动概况  

预估人数  
使用日期 

/ 时段 

年   月   日（星期  ） 

时段： 

使用场地 
□体育馆 □网球馆 □立人网球场  □立德网球场 □立德体

育场 □立人体育场 □风雨篮球场  □游泳池 □轮滑场      

申请用途 
□体育赛事   □训练   □文体活动   □集会活动 

□其它用途： 

团委审核

意见 

 本单位负责此活动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承担以上活动中

涉及的意识形态管理责任。 

 

 

                 

负责人：           年   月   日 

资产后勤

部门意见 

 免费或有偿使用等：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宣传、保

卫部门意

见 

使用申请流程中附：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备注 

1.学生社团（协会）原则上应提前两天提出使用申请，申请事项应实事求是，

不得弄虚作假。 

2.对免费使用有限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的，从严控制，一事一议。 

3.涉及使用宣传设施或举办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或有主持人、演讲人、报告

人等涉及意识形态的活动，或 200 人（含）以上的集会活动，使用单位须提

前通过办公系统“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流程”由相关部门会审通过后，再提交

场馆使用申请（附上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4.委托开放管理单位根据场馆使用审批表，负责经费收取、场馆安排等工作。 

5.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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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使用审批表 
（协作单位或特邀嘉宾等） 

 

申请单位 

申请单

位名称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电话 

 

使用单

位（人）

概况 

 

预估人

数 
 

使用日期 

/ 时段 

年   月   日（星期  ） 

时段： 

使用场

地 

□体育馆 □网球馆 □立人网球场  □立德网球场 □立德体育场 

□立人体育场 □风雨篮球场  □游泳池 □轮滑场       

申请用

途 

□体育赛事   □训练   □文体活动   □集会活动 

□其它用途： 

申请单

位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资产后勤

部门意见 

 免费或有偿使用等：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宣传、保

卫部门意

见 

 

使用申请流程中附：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分管校领

导意见  

 

 

校领导：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单位原则上应提前两天提出使用申请，申请事项应实事求是，不得弄

虚作假； 

2.涉及使用宣传设施或举办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或有主持人、演讲人、报告

人等涉及意识形态的活动，或 200 人（含）以上的集会活动，使用单位须提

前通过办公系统“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流程由资产后勤、保卫、宣传等部门

会审通过后，再提交场馆使用申请（附上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3.委托开放管理单位根据场馆使用审批表，负责经费收取、场馆安排等工作。 

4.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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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使用审批表 
（校外单位或团体） 

 

申请

单位 

接洽单位名

称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使用单位（团

体）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预估人数  
使用日期

/ 时段 

年   月   日（星期  ） 

时段： 

使用场地 
□体育馆 □网球馆 □立人网球场  □立德网球场 □立德体

育场  □立人体育场 □风雨篮球场  □游泳池 □轮滑场     

申请用途 
□体育赛事   □训练   □文体活动   □集会活动 

□其它用途（学术讲座、演讲、报告等）： 

接洽单位意

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年   月   日 

 

宣传、保卫部门意见 

 

 

使用申请流程中附：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资产

后勤

部门

意见 

使用费（元）  保证金（元）  

审批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1.使用单位原则上应提前一周提出体育场馆使用申请； 

2.涉及使用宣传设施或举办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或有主持人、演讲人、报告人

等涉及意识形态的活动，或 200 人（含）以上的集会活动，接洽单位须提前通

过办公系统“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流程由资产后勤、保卫、宣传等部门会审通

过后，再提交场馆使用申请（附上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审批记录表）。 

3.委托开放管理单位根据场馆使用审批表，负责经费收取、场馆安排等工作。 

4.委托开放管理单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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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使用承诺书 

（校外单位或个人） 

重庆科技学院： 

本单位（人）              将于     年     月     日     时   至   时使

用贵校体育场馆。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管理有关规定，不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

等危险品入场，按规定着运动鞋或专用活动鞋，服从学校场馆使用安排和管理。 

二、爱护重庆科技学院公共设备设施，尤其是体育场馆设备设施，不损毁、不破

坏。若发生故意损毁或破坏行为，由本单位（人）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 

三、严格按照重庆科技学院审批核准的活动人数、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指定区

域等开展活动，不超量、超区域、超范围、超流程等开展有关活动。 

四、自觉维护校园教育教学秩序，不大声喧哗、吵闹，不打架斗殴，不擅自进入

食堂、寝室、教学、办公等非体育活动区域。 

五、本单位（人）在重庆科技学院活动期间，若出现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意外

伤害、意外事故、意外死亡等一切安全事故，均由本单位（人）承担全部责任，与重

庆科技学院无关。 

六、本单位（人）自愿按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管理有关规定足额缴纳有偿使用

费、保证金等相关费用。本单位（人）在活动期间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有关规

定或造成学校财产损失，允许学校从保证金中扣取部分或全部以弥补给学校造成的影

响或损失。 

 

                     申请单位（人）（签字盖章或按手印）： 

                                       时  间：    年     月    日 

 

说明： 

1.校外单位在提出体育场馆使用申请时，一并提交该承诺书。 

    2.校外个人提出体育场馆使用申请时，现场填写该承诺书。多人组团同时提出体

育场馆使用申请的，可以合并填写该承诺书，并逐个在承诺书上签字按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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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庆科技学院体育场馆收费标准(试行) 

标准 1：立德（立人）运行场收费标准 

序号 运动项目 单位 收费标准  

1 文体（会议）活动 
1天 5000元 

1/2天 3000元 

2 足球比赛（大，白场） 1场 800元 

3 足球比赛（小，白场） 1场 400元  

4 足球比赛（大，夜场） 1场 1000元 

5 足球比赛（小，夜场） 1场 500元  

注：白场是指每天北京时间 18:30前。 

 

标准 2：网球场（馆）收费标准 

序号 场馆及开放时段 单位 收费标准 

1  室外网球场（白场） 1 小时 100 元/场 

2  室内网球馆（白场） 1 小时 120 元/场 

3 网球场（馆）（夜场） 1 小时 160 元/场 

注：1.校内师生凭校园卡或工作证（学生证）入场，按收费标准 5折进行收费。 

    2.白场是指每天北京时间 18:3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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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3：体育馆收费标准 

序号 开放时段 单位 收费标准 

1 白场 1 小时 30 元/人 

2 夜场 1 小时 40 元/人 

3 包场 1 天 5000 元 

4 包场 1/2 天 3000 元 

注：1.校内师生凭校园卡或工作证（学生证）入场，按收费标准 5折进行收费。 

2.白场是指每天北京时间 18:30前。 

 

标准 4：风雨篮球场（含轮滑场）收费标准: 

序号 开放时段 单位 收费标准 

1 白场 1 小时 20 元/人 

2 夜场 1 小时 30 元/人 

3 包场 1 天 3000 元 

4 包场 1/2 天 2000 元 

白场是指每天北京时间 18:30前。 
   

 

标准 5：游泳池收费标准 

委托专业管理机构确定后，收费标准另行制定。 

 

标准 6：其他情形收费标准 

对于利用有限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举办篮球、羽毛球、网球等培训班

的，以及其他方式使用有限免费开放型体育场馆的，按照“一事一议”的

原则，由资产后勤部门牵头确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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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委托管理单位维修维护职责 

一、负责体育馆、网球馆等室内体育场馆的维修维护工作： 

（一）负责场馆房屋建筑物本体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

内容、标准及程序等，按照学校公共建筑物委托物业服务方案执

行； 

（二）负责体育场馆照明灯具（超过 4 米除外）、相关控制线

路的日常维修保养（电动座椅、旗杆升降设施维修除外），灯具

更换（超过 4 米除外）、油漆修补(限 4m2以内)； 

（三）负责体育场馆内各标记线的日常养护、地面（木质地

板、塑胶地面维修除外）日常维修保养（含 4m2内地面平整及刷

漆、局部面层更换维修）、木质地板和塑胶地面等报修； 

（四）负责体育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管理、日常养护、维修（含

体育设施设备的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设施设备松动固定、

篮（羽毛）球圈网（围网限 4m2以内，高度 4m 以下）维修和更

换、零星观众凳的更换等）等工作； 

（五）负责对超过委托管理维修范围、屋面漏水、主体结构

隐患的等体育场馆内维修改造事项的报修工作，以及体育设施设

备更新申请工作。 

    二、负责室外篮球场、室外网球场、室外羽毛球场等体育场

地的维修养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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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负责场地照明灯具（超过 4 米除外）、相关控制线路的

日常维修保养、灯具更换（超过 4 米除外）、油漆修补（面积不

超过 4m2）； 

（二）负责体育场地内各标记线的日常养护及报修、地面的

维修养护、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水泥地面的平整维修（限

4m2以内）； 

（三）负责体育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养护、维修（含体

育设施设备的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设施设备松动固定、篮

（羽毛）球等圈网（围网限 4m2以内，高度 4m 以下）维修和更

换等）等工作；  

（四）负责对超过委托管理维修范围的篮球架、网球架、羽

毛球架等更换的报修工作。 

三、负责田径运动场地的维修养护工作： 

（一）负责田径运动场地房屋建筑物本体及附属设施设备的

维修维护，内容、标准及程序等，按照学校公共建筑物委托物业

服务方案执行； 

（二）负责田径运动场地照明灯具（超过 4 米除外）、相关控

制线路的日常维修保养、灯具更换（超过 4 米除外）、油漆修补

（限 4m2以内）； 

（三）负责体育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养护、维修（含体

育设施设备的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设施设备松动固定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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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责田径运动场地日常养护，4m2以内地面的维修，具

体包括地表起翘脱落平整(塑胶地面维修除外)、草坪修补、标记

线养护报修等工作； 

（五）负责升旗台的维修，观众凳的修复固定及零星观众凳

的更换等工作； 

（六）负责对超过委托管理维修范围的主席台屋面漏水、主

体结构维修改造、地面超过4m2范围等维修改造事项的报修工作。 

   四、负责室外乒乓球场、健身场地、轮滑场地日常维修养护

工作： 

（一）负责场地照明灯具（超过 4 米除外）、相关控制线路的

日常维修保养、灯具更换（超过 4 米除外）、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 

（二）负责场地内各标记线日常养护及报修、地面的维修养

护、油漆修补（限 4m2以内）、水泥地面的平整维修（限 4m2以内）； 

（三）负责体育设施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养护、维修（含体

育设施设备的油漆修补（限 4m2 以内）、设施设备松动固定、围

网修补（限 4m2以内）、拦网更换等）等工作； 

（四）负责对超过委托管理维修范围的以及设施设备损坏更

换的报修工作。 

   五、负责游泳池场馆区域的维修养护工作： 

（一）负责游泳池场馆区域内房屋建筑物本体及附属设施设

备的维修维护，内容、标准及程序等，按照学校公共建筑物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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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方案执行； 

（二）负责游泳池场馆区域内照明灯具、相关控制线路的日

常维修保养、灯具更换、油漆维修，高度超过 10 米的维修除外； 

（三）负责游泳池池水更换、游泳池池壁和池底的养护和

4m2内的面层维修； 

（四）负责游泳池池水净化、保温加热、洗浴等体育运动相

关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修养护；  

（五）负责游泳池场馆区域，4m2 内室外地面各类面层的维

修和养护； 

（六）负责对超过委托管理维修范围的以及设施设备损坏更

换的报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