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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体育局文件
成体发〔２０１３〕８８号

成都市体育局

关于成都市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许可管理的通知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按照 《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国

家体育总局关于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和

《四川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

和要求，成都市正式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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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范围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等５个国家级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布的 《第一批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目录公告》规定：游泳、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

雪、潜水、攀岩等为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其中，游泳项目

中的 “游泳”特指在游泳池、游泳馆等人工场所进行的游泳活

动，不包括公开水域游泳。

二、许可对象

从事公告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所有类型的主体，包括以

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包括有经营行为的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只要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活动的市场主体，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应当依法向体育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三、审批程序

（一）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许可是由各区 （市）县

体育主管部门审批。

（二）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实体单位中，属企业、

个体工商户类的，由区 （市）县工商部门负责实施注册登记。

其中：已经注册登记的单位应在重新获得体育行政部门许可后到

工商部门进行业务范围变更登记；新申办成立的单位应先行到工

商部门进行名称预先核准，以预先核准使用的名称在体育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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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获得许可后，再行到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实体单位中，属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类的，在获得体育行政部门获得许可

后，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注册登记。

（三）收到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的体育主管部门，应

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委托

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进行实地核查，本部门工作人员要一同前

往，委托费用由体育主管部门承担。实地核查应当核查申请人提

交材料所述内容是否真实，并按照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

表格逐项进行。体育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委托检验机构、认证机

构就技术性较强的技术指标进行检测。

（四）经审查材料、实地核查，审批同意后，对符合规定的

申请人予以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政许可，发放 《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四、申请所需提交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营

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所

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三）体育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四）达到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救助人员的职业

资格证明。

—３—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许可证管理

经营许可证包括正本、副本，许可证上需注明相应的说明事

项，按照统一的编号制度编号，并加盖作出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

部门公章。成都市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许可证由市体育局根据

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经营许可证样式印制。作出许可决定的体育主

管部门应当对经营终止、许可证到期的经营者依法注销许可证。

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又不再符合规定条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

拒不改正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吊销许可证。各区 （市）县

体育主管部门将许可、注销和吊销许可证的相关事项及时向社会

公示，并同时报市体育局。

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者

应当向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区 （市）县体育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变更手续。体育主管部门审核后，为其换发许可证。经营者持换

发的许可证到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六、日常管理与监督

（一）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根据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的表格逐项对设施进行检查，提交相关合格证明并作出承诺。

申请人也可以委托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对体育设施进行检测，并

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许可部门

可根据需要实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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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 《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管理办法》、《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以及相关政

策文件的学习宣传。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

扩大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要经过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监管

的社会认知和影响，让消费者知晓自身合法权益，引导经营者知

法守法，自觉维护群众安全。

（三）各区 （市）县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对所有经营场所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并做好日常的督查。

（四）各区 （市）县体育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高危险性体育

经营项目许可管理工作的档案管理制度，确保每一项许可审查内

容都能查清依据、每一次检查记录和处罚决定等执法文书规范和

完善，做到每一个经营者都有一套完整的相关档案资料。

七、时间要求

我市已经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者应当在 ２０１４月 １

月２９日前申请行政许可。

特此通知。

附件：１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

２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

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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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印发 《四川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４成都市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备案表

成都市体育局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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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已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８

日经国家体育总局第 ３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　鹏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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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政许可的实施，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促进体育市场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全民健身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指以营利为

目的，从事按照 《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实施行政许可。

第四条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实施行政许可，坚持以下

原则：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

规范发展体育市场；

公开、公平、公正；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第五条　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全国范围内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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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行政许可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

录，并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政许可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审批

第六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二）具有达到规定数量、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

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三）具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

和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

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

所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三）体育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

（四）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救助人员的职业资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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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３０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批准的，应当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第十条　许可证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经营机构负责人姓名；

（二）经营机构名称；

（三）经营场所地址；

（四）许可经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五）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规定数量；

（六）许可期限。

第十一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样式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

制定。

第十二条　申请人在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行政许可后，应当持许可证到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

理相关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者应当向做出

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体育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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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为其换发许可证。经营者持换发的许可证到相应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许可证到期后需要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应提前３０

日到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续期手续。体育

主管部门同意的，为其换发许可证。经营者持换发的许可证到相

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续期登记。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依法注销许可证：

（一）经营终止；

（二）许可证到期。

第十六条　已经许可、注销和依据本办法第二十八条吊销许

可证的，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

第十七条　许可证遗失或者毁损的，应当向做出行政许可决

定的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补领或者更换。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体育主管部门

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

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从事行政

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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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许可人的正常经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对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进行检查时，体育执法人员人数不得少于两人，并

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未出示有效证件的，经营者有权拒绝

检查。

第二十条　体育执法人员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时间、地点、内

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做出书面记录，并建立执法档案，

将各项检查记录和处罚决定存档。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

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

的醒目位置。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

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

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

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保证其能够安全、正常使用。

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

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对体育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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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国家鼓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依法投保有

关责任保险，鼓励消费者依法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不足３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３万元以上

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３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２倍

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

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按照管理权限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

法所得不足 ３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３万元以上 １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３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

５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

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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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实

施行政许可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布前，已经开展目

录中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经营者应当在目录公布后的

６个月内依照本办法申请行政许可。

第三十三条　具体实施办法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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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

局，有关直属单位：

今年２月２１日，国家体育总局第１７号令公布了 《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依据 《全民健身条例》，并在该

条例的基础上，细化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申请条件和审批

程序，明确了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加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

管理、保护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参与者合法权益的责任，

规范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中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

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关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的要求，积极

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现就做好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统一认识，明确管理对象和范围

（一）关于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范围。国家体育总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

日联合发布第 １６号公告，将游泳、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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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滑雪、潜水和攀岩明确为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按照竞技

体育项目的分类，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６个小项。“游泳”

特指在游泳池、游泳馆等人工场所进行的游泳活动，不包括公开

水域游泳。

（二）关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主体。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是指从事公告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所有类型的

主体，既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也包括有经营

行为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只要是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的市场主体，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应

当依法向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许可。

二、立足实际，明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审批程序

（三）关于出具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的

主体。《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对体育场所向社会开

放在设施、器材、人员、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多方面的要

求，是国家标准。根据 《全民健身条例》、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和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国家

体育总局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具体审批条件和申请材料

中，将体育设施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提交的材料予以细化。不少体

育设施和器材在出厂时随附合格证明，缆车、气瓶等特种设备国

家规定必须经过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检验检测后才可使用。因

此，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申请人应当根据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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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表格逐项对设施进行检查，提交相关合格证明并作出承

诺。此外，申请人也可以委托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对体育设施进

行检测，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四）关于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全民健身条例》规定，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具有达

到规定数量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

人员。《条例》所称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特指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持有其他体育组织、体育主

管部门、境外机构等颁发的资格证书的人士，要按照 《劳动法》

和 《职业教育法》的要求，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后，方能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场所从事相关工作。依法

成立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的自律性组织，可以根据行

业管理的需要对其成员提出要求，规范其行为，不断提高业务能

力和水平。

目前，潜水和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标准暂未颁布。在

标准未公布以及潜水、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未

开展前，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务必向申请经营潜水、攀岩的市场主

体及当事人做好说明解释，等待相关工作筹备完成后即与申请人

联系、安排。同时，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也将加

紧有关筹备工作。

（五）切实加强实地核查工作。实地核查是体育主管部门实

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的必经程序。根据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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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体育局制定的分级管理办法或要求，收到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申请的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

地核查。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进行实地核

查，本部门工作人员要一同前往，委托费用由体育主管部门承

担。实地核查应当核查申请人提交材料所述内容是否真实，并按

照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表格逐项进行。体育主管部门可

以自行或委托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就技术性较强的技术指标进行

检测。

三、摸清底数，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的有关准备

工作

（六）抓紧已开展经营活动的主体重新申请许可工作。根据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在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目录公布前，已经开展目录中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的，经营者应当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１日前申请许可。各级体育主管

部门首先要摸清本行政区域内已经经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

场所的底数，要主动同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联

系，获取相关信息；第二，要向经营场所及其经营者、管理者进

行宣传讲解，使他们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并主动接受体

育主管部门的监督；第三，要积极主动帮助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者按照许可条件进行申请前的准备，对于条件差距较大的经营

场所还要帮助其进行整改。

（七）为执法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取得相应资格创造条

—８１—



件。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主动参加当地政府法制

部门举办的培训，加快执法人员的培养，做好执法人员的储备。

潜水和攀岩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标准颁布实施后，职业技能

鉴定工作随即展开。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

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游泳和滑雪社会体育指

导员、游泳救生员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也要继续加紧进行。

四、加强领导，切实履行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

（八）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经

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既与全民健身有关，也与体育产

业、体育市场相联，还存在大量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

行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作为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

的责任主体，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把做好此项工作作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工作计

划，摆上重要日程。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是相对独立的工

作，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在本单位内部，明确责任部门，落实工

作人员。有条件的，还可以争取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专门负

责此项工作。实施此项行政许可需要实地核查，可能会增加购买

专业器材、聘请专业技术机构等行政支出，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

根据行政许可法关于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所需经费列入本行

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的规定，保障实施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经费落实到位。

（九）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彻相关法律、法规。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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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目录公告》已经相继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将把与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的学习和宣传，作为今

后一段时期全国体育系统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组

织、指导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学习。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联系实

际，把学习、宣传和贯彻法律、法规同具体工作联系起来，不但

使体育系统的同志们领会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实

质，更要使具体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工作程序和要求，依法行政。

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对社会进行广泛宣

传，扩大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要经过体育主管部门许可、监管

的社会认知和影响，引起全社会关注，让消费者知晓自己的合法

权益。要特别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十）抓紧配套制度建设。《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

告》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其他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

工作有关的通知，是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基础

性文件。要把这项工作贯彻落实好，相关配套文件还需要各地体

育主管部门研究制定。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精神，国

家体育总局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下放到省级体育主管部

门，各省级体育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抓紧制定省、地市、

区县许可分级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统一规定了经营许可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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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级体育主管部门要根据格式要求印制、编号，并就本省各级

体育主管部门使用许可证的有关问题予以明确。目前，一些地方

制定了体育经营活动的地方性法规，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有所规范，程序上也有一些要求。结合 《全民健身条

例》，根据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第一批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有关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尽快与当

地政府法制部门联系，适时予以调整，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十一）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体育主管部门要继续积极

主动与当地工商等部门合作，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获得许

可、合格经营提供服务和帮助。体育主管部门对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可以充分发挥相关项目协会、专业技术机

构的作用，会同进行。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进行日常监督，

体育主管部门既可以单独依法进行，更可以积极主动与工商、卫

生、公安等有关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监督检查。

（十二）规范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中的行为。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管理工作包括行政许可、日常监管、行政处罚等

几个方面，《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的行为都有

明确要求，《全民健身条例》和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

法》也相应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既是体育主管部门的权利与责任，

更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义务，并且还要承担

因行政行为不当而产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后果。如果行政机

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给予许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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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许可后对被许可人不监督或者监督不力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各级体育主管部门

一定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规范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管理的各项工作，保证工作有效、准确地进行。

（十三）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各级体育主管部

门在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同时，对从事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以外的体育经营活动，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继续进行管理和监督，切实履行法律赋予

的职责，维护体育市场秩序。

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

与国家体育总局联系。

附：１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游泳）审批条件及程序

２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

单板滑雪）审批条件及程序

３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潜水）审批条件及程序

４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攀岩）审批条件及程序

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书

６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样式说明

国家体育总局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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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游泳）

审批条件及程序

一、审批依据

（一） 《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０９年 ８月 ３０日国务院令第 ５６０

号发布）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１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发布）

（三）《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２０１３年５月１

日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第１６号发布）

二、审批条件

（一）游泳池、救生设施、救生器材等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１－２００３）；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１－２００３）数量要求的游

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

（三）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溺水抢救操作规程，溺水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游泳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救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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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培训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三、审批单位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

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

所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详见附

件，申请人自行检查提供或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检查出具，需要

合格证明的须出具合格证明）；

（三）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及复印件；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游泳救生员职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深水游泳合格证验证制度、溺

水抢救操作规程、溺水事故处理制度、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以及

治安保卫、安全救护、卫生检查、设备维修、人员服务岗位责任

制度等）的书面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审批时限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

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

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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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

说明性材料

游泳场所名称：　　　　　　　　地址：

游泳场所尺寸及面积：

场

所
主要内容说明

是否

合格

人
工
游
泳
场
所

游泳池壁及池底光洁、不渗水、呈浅色

游泳池壁及池底的建筑质量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并有合

格证明

池面有明显的水深度、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标志明显的

深、浅水隔离带

浅水区水深不超过１２ｍ

面积２０００
!

以下至少２个，２０００
!

以上 （含２０００
!

）至少

４个出入水池扶梯

游泳池四周铺设有防滑走道，其地表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少于

０５

游泳池内排水口设有安全防护网

沉淀吸污设备或自动水循环过滤、消毒、吸底设备有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

游泳池水面光照度不低于８０ｌｘ

开放夜场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

更衣室与游泳池中间的走道地表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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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主要内容说明

是否

合格

人
工
游
泳
场
所

有广播设施

人员出入口及疏散通道符合建筑规范和消防规范，并有合格

证明

面积２５０
!

以下 （含２５０
!

）至少２个，以上每增加２５０
!

及以内增加１个救生观察台

救生观察台高度不低于１５ｍ

有救生圈、救生杆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

有急救药品、氧气袋等急救用品

嬉水池内的设施设备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合

格证明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游泳救生员的姓

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悬挂 “游泳人员须知”、“严禁跳水”、“严禁追

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等必要的安全警示

在醒目位置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等

检查人：　　　　检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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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高山滑雪、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审批条件及程序

一、审批依据

（一） 《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０９年 ８月 ３０日国务院令第 ５６０

号发布）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１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发布）

（三）《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２０１３年５月１

日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第１６号发布）

二、审批条件

（一）滑雪道、设施设备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６－

２００５）；

（二）至少配备５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滑雪）；

（三）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滑雪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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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批单位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

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

所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详见附

件，申请人自行检查提供或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检查出具，需要

合格证明的须出具合格证明）；

（三）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及复印件；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滑雪）职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滑雪人员须知、滑雪者行为与

安全守则，治安保卫、安全救护、设施设备维修制度及人员服务

岗位责任制等）的书面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审批时限

各区 （市）县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

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

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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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滑雪场所名称：　　　　　　　地址：

滑雪道数量：

滑雪索道数量：

造雪系统配置情况：

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滑
雪
场
所

雪层压实厚度不小于０１５ｍ

雪道上不得有裸露的土石

终点停止区地势平缓且面积不低于５００
!

，终点停止区末端

加装安全防护措施

索道有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

滑雪场所提供的设施、设备、器材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

在危险地段设有安全网、防护垫等安全防护设施，在明显位

置设立警示标识

提供夜场滑雪服务的滑雪道灯光的水平照度不低于１００ｌｘ

有广播、通讯设备

急救药品和器械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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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滑
雪
场
所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滑雪）姓名、照片、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悬挂 “滑雪人员须知”、“滑雪者行为与安全守则”

在醒目位置悬挂各种滑雪道、索道分布图示

公共区域地面有防滑措施

检查人：　　　　　检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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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３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潜水）

审批条件及程序

一、审批依据

（一） 《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０９年 ８月 ３０日国务院令第 ５６０

号发布）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１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发布）

（三）《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２０１３年５月１

日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第１６号发布）

二、审批条件

（一）潜水用池、设施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１０－

２００５）；

（二）具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１０－２００５）数量要求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 （潜水）；

（三）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溺水抢救操作规程，溺水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潜水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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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和措施。

三、审批单位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

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

所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详见附

件，申请人自行检查提供或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检查出具，需要

合格证明的须出具合格证明）；

（三）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及复印件；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潜水）职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潜水人员须知、溺水抢救操作

规程、溺水事故处理制度、治安保卫、安全救护、卫生检查、设

备维修制度及人员服务岗位责任等）的书面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审批时限

各区 （市）县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

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

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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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潜水场所名称：　　　　　　　地址：

潜水场所尺寸及面积：

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人
工
潜
水
场
所

池壁和池底光洁、呈浅色

池壁和池底的建筑质量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并有合格证明

潜水用池四周地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０５

沉淀吸污设备或自动水循环过滤、消毒、吸底设备有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

潜水用池水面水平照度不低于８０ｌｘ

潜水器材取得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出具的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明

气瓶每两年应经过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检测合格

有广播、通讯设备

紧急疏散通道符合建筑规范和消防规范，并有合格证明

潜水场所所在地应有减压舱设施的定点医院

潜水场所应有救生圈、救生杆、救护板

急救药品和器械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潜水）姓名、照片、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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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人
工
潜
水
场
所

在醒目位置有 “潜水人员须知”及安全警示

在醒目位置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

固
定
的
天
然
潜
水
场
所

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警示标志

有能够监视整个潜水区域的指挥 （了望）台或船只

潜水器材取得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出具的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明

气瓶每两年应经过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检测合格

有广播、通讯设备

有救生船

潜水场所所在地应有减压舱设施的定点医院

潜水场所应有救生圈、救生杆、救护板

急救药品和器械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潜水）姓名、照片、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有 “潜水人员须知”及安全警示

在醒目位置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

检查人：　　　　检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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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４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攀岩）

审批条件及程序

一、审批依据

（一） 《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０９年 ８月 ３０日国务院令第 ５６０

号发布）

（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１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１７号发布）

（三）《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２０１３年５月１

日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第１６号发布）

二、审批条件

（一）攀岩壁、设施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４－２００５）；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１９０７９４－２００５）数量要求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 （攀岩）；

（三）有安全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攀岩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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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批单位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

四、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名称、住所，拟经

营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地址、经营场

所等内容；

（二）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详见附

件，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检查出具，需要合格证明的须出具合格

证明）；

（三）经营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及复印件；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攀岩）职业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五）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攀岩人员须知、设施设备安全

检查制度、治安保卫、安全救护、设备维修制度及人员服务岗位

责任等）的书面材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审批时限

各区 （市）县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日内

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

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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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场所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攀岩场所名称：　　　　　　地址：

攀岩场所尺寸及面积：

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人
工
岩
壁

上端锚点最大受力不小于８１６３３ｋｇ力

保护挂片最大受力不小于８１６３３ｋｇ力

岩板耐受静压力不小于４０８１６ｋｇ力

岩板的最大受耐冲击力不小于６１２２４ｋｇ力

支点孔最大抗拉力不小于３０６１２ｋｇ力

保护绳直径不小于１０ｍｍ，抗拉力不小于１７００ｋｇ力，且采用
单绳保护状态

丝扣安全铁锁的横向抗拉力不小于９１８３３ｋｇ力，纵向抗拉
力不小于２２４４９０ｋｇ力

安全铁锁的横向抗拉力不小于７１４２９ｋｇ力，纵向抗拉力不
小于２２４４９０ｋｇ力

制动器 （下降器）的抗拉力不小于２２４８９８ｋｇ力

安全扁带的抗拉力不小于１７３４６９ｋｇ力

有效垂直高度不超过５ｍ的人工岩壁，应配备表面平整、无
明显缝隙、水平方面密度均匀、厚度不小于０４ｍ的保护垫，
保护垫覆盖范围的外侧距离岩壁纵向投影外延不小于２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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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主要内容

是否

合格

人
工
岩
壁

制动器、扁带等装备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紧急疏散通道符合建筑规范，并有相关证明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攀岩）姓名、照片、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悬挂 “攀岩人员须知”及安全警示

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自
然
岩
壁

上端锚点最大受力不小于８１６３３ｋｇ力

保护挂片最大受力不小于８１６３３ｋｇ力
保护绳直径不小于１０ｍｍ，抗拉力不小于１７００ｋｇ力，且采用
单绳保护状态
丝扣安全铁锁的横向抗拉力不小于９１８３３ｋｇ力，纵向抗拉
力不小于２２４４９０ｋｇ力
安全铁锁的横向抗拉力不小于７１４２９ｋｇ力，纵向抗拉力不
小于２２４４９０ｋｇ力
制动器 （下降器）的抗拉力不小于２２４８９８ｋｇ力

安全扁带的抗拉力不小于１７３４６９ｋｇ力

制动器、扁带等装备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有清晰、醒目的危险区域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在醒目位置悬挂社会体育指导员 （攀岩）姓名、照片、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在醒目位置悬挂 “攀岩人员须知”及安全警示

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摆放在便于取用的明显位置

检查人：　　　　检查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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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５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书

申请人信息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拟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项目 （范围）

拟成立经营

机构信息

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经营场所

申请材料数量及保密要求：

　　本申请书及所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
有不实之处，申请人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材料是否齐全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实地核查意见

经办人员：

　　　年　月　日

体育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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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６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样式说明

一、许可证包括正本和副本各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许

可证正本和副本样式由体育总局统一规定。

二、许可证正本应当载明许可证编号，经营机构名称，登记

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经营场所地址，负责人姓名，许可

项目和范围 （仅组织培训活动的应注明），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

救助人员数量，发证机构，发证日期，许可证有效期限等事项。

许可证副本除载明正本相关内容外，还应载明持证说明等内

容。

三、许可证有效期限不超过５年。

四、许可证编号，共由 １４位阿拉伯数字构成 （发证机关代

码 ＋发证年份编号 ＋流水号），由发证部门根据以下方法统一编

制：

（一）发证机关代码：国家体育总局用 “１０００００”表示，地

方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分别使用６位数字的行政区划代码表示。行

政区划代码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统一设立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Ｔ

２２６０），每年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

（二）发证年份编号：使用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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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发证年份作为编号，４位数字，如发证年份是２０１３年，发证

年份编号即为 “２０１３”。

（三）流水号：发证部门每年度核发的所有类型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统一编流水号，４位数字，从０００１到９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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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关于印发 《四川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 （州）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商、安监、质监局：

为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条例》，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１６号公告 《第一批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和国家体育总局 １７号令 《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精神，按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第二批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 （川办发 〔２０１３〕６０

号）要求，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已下放至市 （州）、县

（市、区）体育行政部门。

为做好我省游泳、潜水、攀岩、滑雪等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的管理工作，省体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商、安监、质监

等５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 《四川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

工作实施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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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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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一、实施范围

（一）凡从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的企业、个体工商

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主体，无论是

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应当依法申请行政许可。

（二）第一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包括：游泳、高山

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水和攀岩；其中：游泳项目中

的 “游泳”特指在游泳池、游泳馆等人工场所进行的游泳活动，

不包括公开水域游泳。

二、划分审批权限，明确审批部门

结合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 （即游泳、

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水和攀岩），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

（一）我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许可由市 （州）、

县 （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

（二）我省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实体单位中，属企

业、个体工商户类的，由市 （州）、县 （市、区）工商部门负责

实施注册登记。其中：已经注册登记的单位应在重新获得体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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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许可后到工商部门进行业务范围变更登记；新申办成立的

单位应先行到工商部门进行名称预先核准，以预先核准使用的名

称在体育行政部门获得许可后，再行到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三）我省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实体单位中，属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类的，在获得体育行政部门

获得许可后，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注册登记。

三、严格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

（一）申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人应当按照要求向

有审批权限的市 （州）、县 （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

料。其中：

１申请单位应具有达到规定数量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２经营场所的建筑质量应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并有竣

工验收证明或合格证明。

３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其中，索道等特种设

备要同时符合国家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４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特种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应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部门要

求。

５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可由申请人根

据相关国家标准向市 （州）、县 （区）体育行政部门咨询进行直

接检查、自行检查或委托认证机构检查。申请人自行检查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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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承诺书。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事项、条件、依据、程序、期

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

所或官方网站政务公开中进行公示。

（二）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实地核查。进行实地核查时，可指派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

行实地核查，也可以发挥相关项目协会、专业技术机构的作

用，委托专业的检测、认证机构进行，但本部门执法人员应当一

并前往，会同进行。实地核查应当严格对照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

家标准的表格，逐项核查申请人提交材料所述内容是否客观真

实，是否符合相应要求。

（三）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书面审查申请材料和实地

核查的情况，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人予以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

政许可，印制 《行政许可证》， 《行政许可证》内容和编号由实

施行政许可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填写。

四、抓好日常监管，强化保障措施

（一）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程序和规范做好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中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日常管理和安全

监管工作；工商部门要依法做好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的

注册登记；安监部门要做好经营项目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

（二）对在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布之前，

已经开展目录中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经营者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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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１７

号）的要求，重新申请行政许可。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主动同当

地工商及其他相关部门联系，获取经营者信息，在摸清本行政区

域内已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场所底数的基础上，加大政

策法规宣传力度，主动帮助经营者按照许可条件做好申请前的准

备，对于条件差距较大的经营场所还应当辅导其做好整改工作，

督促经营者及时申请许可，合法合规经营，自觉接受监督。

（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

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方能上岗。体育行政主管

部门要贯彻落实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持证上岗制度，为其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提供方便。

（四）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行政许可需要实地核

查，可能会增加购买专业器材、聘请专业技术机构等行政支出，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行政许可法关于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

可所需经费列入本行政机关的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的规

定，推动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经费落实到位。

（五）加强 《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管理办法》、《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以及相关政

策文件的学习宣传，通过多种形式组织、指导各级体育行政主管

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深入学习、用好用活，领会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实质，准确把握工作程序和要求。通过电

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扩大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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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监管的社会认知和影响，让消费

者知晓自身合法权益，引导经营者知法守法，自觉维护群众安

全。同时，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抓紧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文

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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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成都市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备案表

经营者名称 经营者地址

法人代表姓名 电话 负责人姓名 电话

经营规模

救护人

员数
社会体育

指导员数

项目

（范围）

备案事项

经办人员

意见

　　年　月　日

体
育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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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成都市体育局办公室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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