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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将军路校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党政字〔2020〕24 号

关于印发《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切实加强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管理，保障各

项活动有序举行，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研究制定了《将军路校

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管理办法》，经 2020 年第二十次党政

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管理办法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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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将军路校区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秩序，

加强校区室内外公共活动场所的有效管理，保障各项活动有

序举行，结合校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场所日常管理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公共场所是指校区内可供人员聚集

开展活动的室内外场所，包含：

（一）室内场所

大学生活动中心、艺术中心演艺剧场、艺术中心演艺剧

场外大厅、主楼报告厅、主楼 22 楼会议室、行政楼会议室、

艺术中心多功能厅、大学生科技活动成果展示厅及根据特定

需要向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申请的其他场所。

（二）室外场地

樱花广场、艺体广场、国旗广场、东区体育馆北广场及

需要向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申请的其他场所。

第三条 将军路校区内公共活动场所的日常管理工作主

要由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负责，部分场所委托校团

委管理。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定活动场所的管理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管

理措施；



- 3 -

（二）负责有关单位、团体申请借用公共活动场所的审

批工作；

（三）负责督促、检查、指导举办方按照管理要求实施

活动。

第四条 由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直接负责管理的场所有：

（一）室内场所

大学生活动中心、艺术中心演艺剧场、艺术中心演艺剧

场外大厅、主楼报告厅、主楼 22 楼会议室、行政楼会议室

以及根据特定需要向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申请的其他场所。

（二）室外场地

艺体广场、国旗广场及需要向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申请的

其他场所。

第五条 由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委托校团委管理的场所有：

（一）室内场所

艺术中心多功能厅、大学生科技活动成果展示厅。

（二）室外场地

樱花广场、东区体育馆北广场。

第六条 各活动场所功能如下：

（一）室内场所

1.大学生活动中心：主要承担院级活动和学生组织活动；

2.艺术中心演艺剧场：原则上只承办校级以上演出、会

议类活动；

3.艺术中心演艺剧场外大厅：原则上只承办校级小型招

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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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楼报告厅：原则上只承办校级以上会议类、讲座类、

竞赛类活动；

5.主楼 22 楼会议室：原则上只承办校级以上会议；

6.行政楼会议室：学校各单位会议；

7.艺术中心多功能厅：各级学生团体组织的娱乐活动、

小型文艺演出以及学习讲座等非商业活动；

8.大学生科技活动成果展示厅：展示我校大学生科技活

动成果，接待参观。

（二）室外场地

1.樱花广场、东区体育馆北广场：活动宣传、报名，文

艺演出，陈列展示；

2.艺体广场：仅限于活动宣传、报名，陈列展示，且在

樱花广场被占用时使用；

3.国旗广场：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校级大型活动；

4.东区体育馆北广场：活动宣传、报名。

第七条 学校内外各单位、各部门因举办活动借用场地

的，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活动举办方必须遵守

各场所的管理规定，不得影响校区内正常教学、工作和生活

秩序，并于活动结束后一日内将场地内外的宣传品、道具等

活动相关用品清理完毕。

第三章 活动管理

第八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活动，是指校内和校外有关单

位、团体面向师生或者社会公众举办的下列活动：

（一）会议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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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座类活动；

（三）文艺演出活动；

（四）竞赛类活动；

（五）招新、报名活动；

（六）陈列、展览活动；

（七）人才交流活动；

（八）其他活动。

第九条 将军路校区举办的活动分为五种：学校重大活

动、校级活动、院级活动、其他学生活动及校外活动：

（一）学校重大活动：学校重要的接待或对外活动，由

校党政办公室或将军路校区管委会牵头组织落实的活动；

（二）校级活动：学校 OA 办公网上发文的或学校领导

参加的活动；以学校名义举办、具体由职能部门或学院承办

的，涉及面较广的活动；

（三）院级活动：学院主管领导签字批准的，涉及全院

多年级学生的活动；

（四）其他学生活动：各学院内部以及学生组织举办的

活动；

（五）校外活动：和校内单位有紧密合作的组织，在将

军路校区举办的活动。

第十条 申请举办的活动，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

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成为宣传科学

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引领道德风尚、塑造美好心灵、弘扬

社会正气的载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活动，不允许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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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规定，可能对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

族分裂的；

（三）宣传迷信邪说、色情暴力、黄色淫秽等有害师生

身心健康的；

（四）活动场地不符合安全要求、不具备基本条件的；

（五）举办方没有能力保障活动安全的；

（六）商业活动。

第十一条 遇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管理部门有权终止活

动的举行：

（一）活动举办方未按本管理办法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的；

（二）违反活动场所管理规定的；

（三）实际内容与许可内容不一致的，或超出申请范围

的；

（四）现场秩序混乱，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

（五）活动内容不健康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的；

（六）可能导致治安事件、安全事故的其它情况。

第四章 场所收费管理

第十二条 学校重大活动、校级活动均免费使用将军路

校区活动场所。校外单位一般不予以借用，协作单位需借用

的，须由校内合作单位提交场地申请、支付费用。针对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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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活动，大学生活动中心、主楼报告厅、艺术中心演艺剧

场收取场所使用费用，收费标准如下：

（一）大学生活动中心

1.举办院级活动及其他学生活动的，收费标准为 1000

元/场。各学院及其他职能部门指导的学生活动每学期可免

费使用一次，校团委每学期可免费使用十次，超出免费次数

后收费标准为 1000 元/场。

2.举办校外活动的，收费标准为 2000 元/场，按照 5000

元/场收取押金，活动结束后根据使用情况返还押金，如有

设备损坏需按原价从押金中扣除。

（二）主楼报告厅

举办院级活动的，收费标准为 500 元/场。

（三）艺术中心演艺剧场

1.举办院级活动及其他学生活动的，收费标准为 1000

元/场。

2.举办校外活动的，收费标准为 3000 元/场，按照 5000

元/场收取押金，活动结束后根据使用情况返还押金，如有

设备损坏需按原价从押金中扣除。

第十三条 举办活动所在场所收费的，须在申请借用场

所前向校区管委会转账支付场所使用费。活动当日，举办方

提交纸质项目转账单至活动场所管理员处方可进场。

第十四条 因故取消场所借用的，须提前告知校区管委

会党政办，并取消申请；如借用后不使用且未及时联系校区

管委会党政办履行撤销手续的，须按标准支付相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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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活动场所收费全部上交学校财务，活动场所

日常设备维修费用、场所管理人员工资可由此列支。

第五章 活动报批及场所申请

第十六条 申请举办大型活动的，须登录网上办事大厅

提交活动申请，上传活动方案，方案中应包含人员管理办法

等安全应急预案。

第十七条 申请举办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类活动的，

须先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在申请场地时如实填写拟请

报告人情况、内容提纲等详细信息，并提交审批完成截图。

第十八条 申请活动场所的，须登录网上办事大厅提交

场所申请，申请前须认真阅读并确认遵守《将军路校区公共

场所使用安全责任书》以进入申请流程，申请时须如实填写

参加人员、活动主题、活动流程等详细信息。申请审批完成

后需打印审批单，活动进场时交至场所管理员处。

第十九条 申请借用大学生活动中心、主楼报告厅和艺

术中心演艺剧场的，举办方需制定活动安全应急预案,安全

责任人必须是在职教职工。

第二十条 当活动场地使用时间出现冲突时，高等级活

动优先使用。

第二十一条 对经许可举办的活动，举办方不得擅自变

更许可内容。如活动时间、场地需要变更，需及时联系校区

管委会党政办，撤销原申请并重新提交申请。

第六章 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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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下列情况将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未

经审批、擅自给举办方提供场地的；在活动举办过程中发生

公共安全事故、治安刑事案件的；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

校区管委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去文件规

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安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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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使用安全责任书
为强化将军路校区公共活动场所的使用管理，保障场所

申请方活动的正常开展，维护活动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特

与各活动场地申请方（以下为申请方）签订安全责任书如下：

一、申请方需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报送活动方案及

安全应急预案。

二、遵循“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公共场所的申请

方就是使用期内场所的安全责任人，负责相应场所的安全事

宜。

三、为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申请方必须服从场所工作

人员的安排,必须按照学校对于公共活动场所安保、消防、

电力、卫生等方面的要求来开展活动并且应予以积极配合。

四、在活动开始前或者活动中如出现威胁到场内人员以

及财产安全的问题发生（如活动内容与报送内容不符、人数

突然增加、存在安全隐患等一些情况），管理方有权终止活

动进行，并要求申请方离场，为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由申请

方承担。

五、要爱护场内设施，自觉遵守场内秩序，活动结束后

如申请方在使用场所中出现物资损坏，申请方需按原价进行

赔偿。

六、申请方对场地布置有特殊需求的，需按照场所规定

进行布置，严禁使用威胁场馆人员以及财产、不符合消防安

保的物品（如冷烟火、氢气球等易燃易爆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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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保证工作人员以及观众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等有

害物品进入场所，且要自觉接受场所管理员的检查，遇到紧

急情况，启用报送的应急预案。

八、活动内容应积极健康，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不得违背道德风俗。

将军路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