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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
菏院办字〔2019〕18 号

菏泽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
印发《菏泽学院体育场馆开展有偿服务实施办法
（暂行）》和《菏泽学院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

报告厅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菏泽学院体育场馆开展有偿服务实施办法（暂行）》和《菏

泽学院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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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体育场馆开展有偿服务
实施办法（暂行）

根据《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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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精神，按照《菏泽学院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菏院办字〔2017〕71 号）、《菏

泽学院增收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菏院办字〔2018〕29

号)、《菏泽学院体育场馆管理实施办法》（菏院办字〔2018〕71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在确保正常教学、科研、训练、学校重要

活动及师生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加大学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

力度，更好履行服务社会职能，进一步提高我校体育场馆的使用

率和投资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借鉴其他高校体育场馆管

理办法、运营模式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开展有偿服务的体育场馆

在满足教学、训练和学校重要活动及师生正当权益的基础上，

学校体育馆场馆及附属设施实行有偿开放服务。

二、开展有偿服务的管理机构

根据《菏泽学院体育场馆管理实施办法》（菏院办字〔2018〕

71 号）文件精神，体育与健康学院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履行开展有偿服务职能。

三、有偿服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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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服务模式（主要面向校外、校内外联合体开展的短期

活动）。

2.学生创新创业服务模式（主要面向校内学生创新创业团队

开展的长期活动）。

四、有偿服务对象及基本条件

1.服务对象为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学生创

新创业团队等。

2.服务对象开展的活动内容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3.服务对象需与中心签订承诺书，主要包括遵守校园管理规

定、体育场馆管理规定、安全责任及设施损坏赔偿要求等相关内

容。

五、有偿服务费的收缴

1.社会服务模式。有偿服务费收缴标准按照《菏泽学院体育

场馆服务社会收费标准一览表》（见附件 1）执行。

2.学生创新创业服务模式。有偿服务费收缴标准按照《菏泽

学院体育场馆服务校内团队收费标准一览表》（见附件 2）执行。

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负责场馆日常管理、卫生清扫、小

型维护、文化建设等；负责辅助校队日常管理、训练、参赛等（校

队是指：专业队和非专业队）。其收费收入作为有偿开放服务费

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称“以馆养馆”、“以馆育队”。对运营情

况，中心成立 3-7 人的考核小组，根据效益以馆养馆、以馆育队

的资金投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最终结果作为衡量下届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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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标准（每学年考核一次）。

3.服务费由服务对象或中心专职人员上缴学校财务处，由财

务处统一开具发票并报中心备案。

4.根据《菏泽学院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五章、第

三十一条规定，除行政事业单位以外的任何团体或个人举办活动

所缴纳的服务费不得减免。

六、有偿开放服务流程

1.申办活动的单位或个人提出书面申请。

2.中心成立小组与活动单位洽谈相关事宜，办理相关手续（如

服务费金额确定、承诺书、合作协议签订及相关材料备案等），

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逐级批复通过后，由中心负责安排场地。

3.服务对象使用体育场馆时，中心应安排专人现场管理与服

务。

4.使用结束后，中心应会同活动单位共同验收场馆设施，如

有损坏服务对象应按相关规定赔偿。

七、有偿服务的场馆管理

场馆管理按照《菏泽学院体育场馆管理实施办法》（菏院办

字〔2018〕71 号）文件规定执行。

八、有偿服务费的使用

体育场馆有偿服务收缴的服务费的使用按照《菏泽学院增收

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菏院办字〔2018〕29 号）文件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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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它

1.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2.本规定解释权归属菏泽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附件：1.菏泽学院体育场馆服务社会收费标准一览表

2.菏泽学院体育场馆服务校内收费标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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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菏泽学院体育场馆服务社会收费标准一览表

注：我校参与的项目减免 1/5 的服务费。

场馆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田径场（室外）

举办文体活动等项目 200-300 人参赛人员每天 2500 元

（包括 200 人以下，其中足球比赛项目每场次 400 元）；

300-500 人参赛人员每天 5000 元；500-1000 人参赛人员

每天 8000 元；1000 人以上参赛人员每天 10000 元。如需

彩排每天 2000-3000 元；训练及其它每人每小时 5元。

收费

标准

为单

块田

径场

主馆（室内）

举办文体活动等项目 200-300 人参赛人员每天 2000 元

（包括 200 人以下）；300-500 人参赛人员每天 4000 元；

500-1000 人参赛人员每天 6000 元；1000 人以上参赛人

员每天 8000 元，如需彩排每天 1000-2000 元；训练及其

它每人每小时 10 元。

篮球馆（室内） 比赛每场次 30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散打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体操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一楼武术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二楼武术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瑜伽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看台乒乓球室（室内） 比赛每人每天 2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二楼乒乓球室（室内） 比赛每人每天 2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二楼健美操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三楼健美操馆（室内） 训练每人每小时 10 元。

篮球场（室外） 比赛每场次 20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5元。
半场

减半

排球场（室外） 比赛每场次 20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5元。

网球场（室外） 比赛每场次 300 元，训练每人每小时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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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菏泽学院体育场馆服务校内收费标准一览表

场馆名称 收费标准（元/年） 备注

田径场（室外） 35000

主馆（室内） 30000

篮球馆（室内） 40000

一楼散打馆（室内） 25000

一楼体操馆（室内） 15000

一楼瑜伽馆（室内） 15000

一楼武术馆（室内） 15000

一楼运动康复室（室内） 5000

二楼武术馆（室内） 25000

二楼摔揉馆（室内） 15000

看台乒乓球室（室内） 25000

二楼乒乓球室（室内） 25000

二楼健美操馆（室内） 10000

三楼健美操馆（室内） 15000

篮球场（室外） 40000 暂缓

排球场（室外） 15000

网球场（室外）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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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的管

理，提高场馆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其为学校、社会服务功能，

根据菏泽学院《关于做好资产租赁及对外投资等国有资产有偿使

用管理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后勤管理处场馆中心是我校场馆管理的职能部门，

行使我校对场馆日常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权力。场馆中心所管理的

场馆主要包括菏泽学院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

第三条 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是国有资产，是学

校办学、服务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其功能是为我校教学

和其它学校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和服务，为师生活动提供场所。

第四条 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主要用于开展全校

性的会议、大型活动、演出和学术报告等，600 人以上活动用艺术

中心演播厅，300 人以下用图书馆报告厅。

第二章 场馆日常管理

第五条 场馆中心负责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的使

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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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场馆中心要认真落实安全防火、环境卫生、岗位职

责等一系列关于场馆管理的各项制度和规定，加强对场馆的监督

和检查，保证场馆的安全，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大力提倡节水

节电，为师生和外来人员提供安全服务。

第七条 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的音响、显示、舞

台灯光等设备设施类的管理及操作由专业人员负责，以保证设备

的正常使用。

第八条 所有会议及其他活动，应按规定走程序逐级审批，

以便统筹安排。非经审批的一切活动，场馆工作人员有权不予安

排场地或拒绝接待。

第九条 凡经允许使用场馆进行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自觉

遵守场馆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对于故意违反管理规定者，场馆管

理人员有权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交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场馆的过程中，都有保

证场馆安全、保持环境卫生和维护各项活动秩序的权力和义务。

第三章 场馆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我校艺术中心演播厅和图书馆报告厅在保证我校

会议、演出和各项活动之外，业余时间面向社会开放，为广大群

众提供一个活动场所，为社会服务。

第十二条 所有在场馆开展的各类活动均为有偿使用，按《菏

泽学院场馆收费标准》收费。场馆收取的各类使用费，一律上缴

学校财务部门，主要用于场馆、设备的维修和养护等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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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监督和检查场馆的租用情况，未

经审批一律不准使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擅

自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对私自带人带团，利用场馆进行出租活

动者，将予以罚款或行政处分。

第四章 场馆中心工作人员职责

第十四条 场馆中心工作人员在场馆中心领导下，负责场馆

全面管理，其工作任务是为学校各项活动提供场地服务。其职责

是认真落实学校领导、后勤管理处下达的工作要求，努力为学校

的会议和活动热诚服务。

第十五条 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场馆时，发现有安全

隐患、设备损坏、能源浪费等现象时，应及时向场馆工作人员报

告，场馆工作人员应尽快采取措施，及时消除。若其自身能力不

能解决或不属于自身管理范围的事项时，应向后勤管理处领导汇

报，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

第十六条 各场馆工作人员应负责本场馆的安全、消防、卫

生和简单维修等事项。

第十七条 场馆工作人员要按时上下班，上班期间要坚守岗

位，下班后及时关灯、拉闸，做好防火、防盗工作；按时发放与

收回借出的器材。器材的布置和回收要注意轻拿轻放,不得在场上

拖拉。

第十八条 场馆工作人员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保持场馆的整洁有序。文明服务，热情待人，言语和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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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周到。

第五章 场馆安全、消防和卫生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场馆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场馆工作人员

都要会使用消防器材。

第二十条 消防装置、设备和场馆的门窗应定期检查，对损

坏和有故障的要及时报修或更换。场馆的配电、声控和仓库等设

施应指派专人负责，各场馆的门和房间钥匙也要由专人保管。场

馆内器材设备使用时要符合操作常规，不得随意使用和搬动，损

坏者要照价赔偿。

第二十一条 为防止火灾发生，严禁下列行为：占用疏散通

道；在会议、活动期间将安全出入口上锁；遮挡消防安全疏散通

道标志；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违章用火用电，使用大

功率电器设备、电气焊等。

第二十二条 节假日和夜间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遇有火灾、被盗等情况时，除积极采取措施外，要及时向有关部

门和有关领导报告。

第二十三条 各场馆工作人员，负责本场馆的日常卫生，对

场馆设备、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场馆内禁止随地吐痰、吐口香糖，禁止乱扔果

皮、纸屑等废弃物，禁止在墙面、椅面和桌面上随便刻画、涂写。

第六章 其它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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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艺术中心演播厅、图书馆报告厅收费标准

报告厅名称

演 出 会 议

使用单位

（类别）

收费标准（每次，

6小时以内）

使用单位

（类别）

收费标准（每次，

6小时以内）

艺术中心演播厅

（600 人以上）

外单位使用 20000 元 外单位使用 5000 元

校内外合作 16000 元 校内外合作 4000 元

校内使用 2000 元 校内使用 1000 元

图书馆报告厅

（300 人以下）

外单位使用 2000 元 外单位使用 1500 元

校内外合作 1500 元 校内外合作 1000 元

校内使用 1000 元 校内使用 500 元

注：每次是按连续使用两个时间段为计算单位（时间段的划分：早晨 6点至 12 点；

12 点至 18 点；18 点至 24 点三个时间段）。此标准参照学校资产管理处制定的资产

租赁标准。

菏泽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