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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支持足球場地没施規tll建没

若千政策意見的通知

各地鉄以上市及版徳区人民政府,省 宣有美部 11:

《美子支持足球笏地没施規丸1建没的若千政策意見》己姪省

足球改革友晨咲席会政常洪ミ辻,現印友給休イ11,清汰真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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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支持足球場地没施規剣建没的

若千政策意見

力貫御落実《国券院美子カロ快友晨体育声立促逃体育消奏的

若千意見》(国友 〔2014〕 46号 )、 《中国民球改革友晨恙体方案》

(国 亦友 〔2015〕 H号 )、 《全国足球場地没施建浚規支1

(2016-2020年 )》 (友 改社会 〔2016〕 987号 )、 《片末省足球改

革友晨実施意見》(与府赤 〔2016〕 71号 )和 《片末省足球場地

没施建没規支1(2016-2020年 )》 (學友改社会 〔2016〕 862号 )

等文件精神,支持推功我省足球場地没施規支1建没,現提出女口下

政策意几:

一、忠体要求

(― )オ旨子思想。仝面貫御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仝会精神,以 ヨ近平恙ギ泥系夕1排活精神力指

早,把足球ン地没施作力重要民生工程和我省足球友晨的基拙性

工程,調功仝社会力量共同参均,有力推功和保障足球場地没施

規支1建没,有残増加場地浚施供給,増 強公益性,提高場地浚施

込菅能力和鰊合残益,力 足球近功在仝省蓬勃友晨莫定更堡実的

物漬基拙。

(二 )恙体目林。促逃仝省足球場地没施的科学規支1、 規苑

建浚,足球場地没施オ1用 率和近菅能力有較大提升,群余健身需

求得至1不断満足,4済社会妓益明昆提高,形成布局合理、覆監

面片、美型多祥、普恵性張的足球坊地没施回路。至120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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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省 5人 +1以上足球坊地没施不低子 6500決 ,共中新建足球場

地 3000決。毎万人桐有足球場地没施不低子 0.6峡 ,其中省新

型城慎化 “25H"鰊合拭点地象市、鰊合拭点芸 (市 、区)以及

足球特色小 (城 )鎮等有条件的地区力争迷至10.7埃 以上。

(二 )基本原Лl

集合利用,協同管理.釈板推功現有公共浚施和体育場地浚

施的妹合禾1用 ,有残破解杢同不足、管理准等同題,凋 功各部|]

和社会各界秋板性,実現足球場地浚施共建共享和lll同 管理。

童活存量,用好増量.カロ張政策保障,鼓励銃等オ1用 班有浚

施、存量建没用地和荒草地、盆滅地、河漫流、疲奔ゲ山等未禾1

月土地,以及城市高架杯底、人防工程等杢同建没足球場地没施。

完善相美林准,引 早在新増公共没施和居住区中配套定没。

因地制宜,保障安全。鼓励因地制宜不1月 各炎迪角地和現有

建筑建浚足球場地浚施,在建浚和使用吋必須完善安全防ナ没施

和措施,避免造成公共安全聰患。

二、加彊規刻銃等,引尋合理布局

(四 )科学%lll足ネ均地没施定没実施方乗。各地象以上市、

■ (市 、区)(以 下筒称 “各地")要依据土地利用意体規支1、 城

市恙体規支1和控tll性洋如規支1以及体育没施、録地系銃等相美寺

項規気1,端制足球助地没施建浚実施方案,引 早場地没施有序建

没。

(工 )芦格落実定没実施オ策的図lll■妥水。各地要在編制城

市近期建没規支1及年度実施十支1、 鎮恙体規支1、 ■ (市 )域 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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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没規支1和控制性洋如規支1中 杵足球場地浚施定浚実施方案相

美内容幼入,明碗図1性要求,由各鉄政府_a■ 鉄実施。

(大 )分美明功足ネ物地没施月地攻集
～

走没林准。支持各

地因地制宜、分炎明碗足球場地没施用地供給和建浚管理要求 ,

包括:オ1用 新増建浚用地建没足球吻地没施;接相美規定禾1用 荒

草地、盆城地、河漫淮等未利用上地建没足球場地没施;結合 “三

旧"改造、城市更新和城市 跛 修",利用現有建没用地和建筑

改造建没足球笏地没施;結合精准扶貪、友村生恣不境建没 ,対

水村筒易足球場地逃行改造。

(七 )え善各久学校足ネ物地没え建没。校困足球特色学校

泣配建 7人制以上 (合 7人制 )足球場地,普通高等学校泣配建

11人制足球場。新建的中小学要根据学校規模配套建浚足球場 ,

現有学校可根据実昧条件建没 (修箸 )足球場地。各地要制定相

庄的政策,在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安全管理的前提下,推功

満足向社会升放条件的学校足球笏地没施及其他体育場信在慄

外叶同低伶或免費向社会升放,井公布升放叶同、牧費林准、管

理規章等信息。整合校内外足球資源,同歩推功社会足球場地向

学校升放,探索建立校内外足球笏地没施共享、共用机制,共 同

推功校園足球友晨。

(八 )明硫足ネ物地没畑 ι走姜ネ。各地泣在地方城市規支1

管理技木規定中明碗居住区、体育公国等配建足球場地没施建没

林准和要求,以及各美用地兼容没畳足球場地的控制要求,幼入

相庄控制性洋如規支1的端帝1和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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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実用地指椋,保障用地供給

(九 )保障新増定没用jt指林。由省批准建浚井由省財政投

資的省鉄以上♯菅利性シ1象基地等重大項目可接規定由省銃箸

安劇卜土地指林。各地要根据足球場地没施建没実施方条的要求杵

足球吻地没施定没納入土地禾1月
`こ
体規支1,萩 留建浚杢同,在符

合土地利用意体規丸1、 城多規支1的 前提下,格新増用千建浚足球

場地没施的用地ダ1入年度用地十丸1仇先亦理供地手須;支持通辻

升晨城多建没用地増城桂鈎拭点,促辻多村地区足球笏地没施建

没,在有条件的行IEX村増配中小型足球場,井 向自然村延伸。

(十 )員蒻 1月 1卜 定没用地建没露人足ネ物地没花。在符合

安全、生恣不境保ヂ和相美規支1的 前提下,允 4dll用 城多荒草地、

盆城地、20年 一III洪 水防洪林准銭以外的河漫雄等未禾1用 上地

建没筒易実用、便民利民的中小型足球場。

(十一)允十在限走区中走没露人革坪足ネ物地没ん。在不影

噛安全、符合功能兼容的前提下,允 4禾1用 生恣保ナ区、八景名

腔区、森林公園的♯核,さ 区、机笏操声控制区、道路笙銭外控制

区、釆空区外国、行洪河道外国等限建区建没露天足球場地没施。

(十二 )多 脅方式供泣定没月地。鼓励以K期租賃、先租后

■、租■結合等方式供泣足球場地没施項目建没用地。其中,不1

用政府牧倍的国有土地建没足球場地没施的,可与政府答打 5年

租賃合同,5年期満后再決定足否殉共土地;対単独成宗的新建

尺球場地浚施項目用地,泣依法通辻公升交易方式実行有催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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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致蒻 1月 班有建没用地定没足ネ物地没花。鼓励dll

用原た1抜方式取得的存量房声或原有用地建浚足球場地没施 ,上

地用途和使用枚人可哲不変更,逹須近菅 1年 以上、符合 《支1抜

用地日泉》的,可 以支1抜方式亦理用地手須;不符合 《支1抜用地

曰永》的,可釆取llT洪 出佐方式亦理用地手数,井在立項、扱建、

用地和配套建没等方面分子仇先支持;対 fll用 自有工立

「

房、全

儲用房等存量房声、土地資源米亦社区足球場地没施井逹須盗菅

的,可在 1年 内保持原土地用途和使用枚人不変更;1年以上併

墾象作力足球場地没施的可依規父1申 清調整用地性反。

四、規苑建没管理,加快建没実施

(十四 )芦格ふ実出社地夫足ネ物地没麺 ι五妥ネ。土地出

il叶 己杵足球場地没施建没要求幼入規支1没十条件和土地出■

合同的,泣在修建性洋如規支1常査和規女14可 常批中督促落実。

(十二 )美励新建居仁区わ商止区配奏走没足ネ物地没花。

居住区和商並区配套建没露天足球場地没施的,草坪場地部分在

詮牧叶可幼入録地率核算;在土地出■叶未幼入規支1没十条件和

土地出■合同的新建居住区同歩建没露天足球場地没施井向社

会升放的,可根据恙定筑面秋、露天足球場地面釈等情況,分予

一定的容秋率火励,具体規定由各地根据実昧情況研究制定;在

満足消防、工生、不保等部|]的 要求下,鼓励在有条件的商立宗

合体内建没室内足球場地浚施。

(十六 )笑励結合成市史新わ城市 りえ修"建没中小型社区

足ネ物地没ん。対城鎮棚声区、老工立区、独立エゲ区、特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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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老 1日 住宅区、城中村以及低残存量建没用地等逃行更新改造

吋,泣格配套建没一定しヒ例的足球場地等体育没施作力規丸1控十1

指林;対子供逃行局部功能更新建浚足球場地没施的特制社区、

老 1日 住宅区、城中村等,需 占用居民共有使用枚的土地和建筑的 ,

可以由並主、立主代表或並主委員会 (村 民委員会 )提 出申清 ;

充分オ1用 困畳地、迪角地等杢同推ill公共服券品皮修ネト,鼓励dll

用困畳地申清皓叶建没工程建没足球坊地没施。允汗有条件的人

防工程以及高架杯底等升友力中小型足球笏使用。鼓励各炎企

上、単位等配建足球場地。在合規、安全的基拙上,各炎建没用

地均可允寺兼容足球場等体育用地。有条件的建筑可利用屋頂建

浚露天足球坊地浚施,配套的防ゲ没施在満足航空限高等安全防

が要求下,可不十入建筑高度。結合公園回路体系修ネト,不1用 城

市公園、道路和市政浚施防伊録地等建没露夭足球笏地没施的 ,

共草坪場地部分可十入録化用地面秋。

(十七 )明碗社区足ネ物地没花移交及規力l条件核実妥ネ。

己在土地出■叶納入規丸1没十条件和土地出■合同的居住区,共

配建的足球場地没施須均住宅等主体工程同歩規支1、 同歩建浚、

同歩交付使用,井作力公共体育資源由■ (市 、区)人民政府坑

等安‖},リヨロ体育部11筑一管理,体育部11要及叶主功倣好接牧

和管理工作。配定的足球場地浚施不能均整企新建住宅項目同時

交付使用的,不予通逍規支1条件核実。声禁政交足球場地没施用

地的土地用途,対檀自茨交用地性皮的要依法査丈。

五、完善管理体系,促逃綜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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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J仁邊寺上管理わ属地管理和結合 ,え碁足ネ物地没

施管理体系。大型体育場信和体育主管部 1可 立接管理的足球場地

没施,可 引入寺立的近菅管理公司逃行場備込菅象ナ和人力資源

管理。中小型足球場地浚施以去 (市 、区)体育主管部11,学校、

慎 (街道 )和社区 (村 )等属地管理力主,各属地管理単位泣カロ

快管理人オ培未,落実没施赤ク管理和近菅保障。

(十九)笑励大型物信鰊合オ1用 。允汗有条件的大型球場和

宗合体育場 (信 )改造升級,増カロ足球場地没施和相美配套没施 ,

秋板友晨体育近功培ツ|、 中小界事等止恣,打造特色鮮明、功能

多元的体育服券宗合体和体育声立集群。

(二十)式励社区足ネ没施与共化没花的共建共享。足球場

地地址泣均社区公園、文化、景現等社区公益事立没施相劣合 ,

倣到一場多用、共建共享,形成社区公共活功中
`む

或社区体育公

園,共用停卒和市政等配套没施,共同管理。

(二十一 )推劫足ネ与オ絣 融合友晨。以足球寺立基地力基

拙,杓建集足球ツ1妹 、克賽表演、健身体困、足球培ン|、 旅済規

光子一体的足球旅済精品路銭和景区。釈扱打造省象体育旅滋示

疱基地,引 早建没一批以足球等体育近功力主題的公園或特色小

(城 )鎮。

六、建立夭数机制

(二十二 )明 碗工作分工。各地各部11要各司其取,保障足

球笏地没施定没空目的落実。体育部11要牽共銃箸実施方案的落

実;教育部11要落実各坂学校配建足球場地没施以及対社会升放

-9-



的要求;住房城多建没、城多規支1部 11要規苑規支1常 批、建没和

聡1交程序,カロ快建没実施;国上部11要落実土地指林,保障足球

場地没施建浚用地;市政及国林部|]要落実公国録地、防十録地

等可利用杢同,lll凋 足球場地没施建浚;人防部11要保障平吋升

友力中小型足球場使用的人防工程的安全和日常管理;其他部 1可

接照駅能分工lll凋 、配合相美工作。

(二十二 )落実工作i任。各地級以上市、去 (市 、区 )人

民政府足各地足球坊地没施建没的主体,要カロ彊姐鉄協凋,落実

部11工作責任,要建立功恣I艮踪監淑1和考核坪借机lll,及叶対足

球場地没施規支1建没実施情況升晨監督栓査,硫保工作落実到

位、建没任券順禾1推逃、規支1曰 林女口期実現。

公升方式 :主劫公升

抄送:黄絶副部長,寺瑞生副省K,返坤日1秘ギK。

住房城多建浚部か公斤、城多規支1司 。

片末省住房和城多建没斤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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