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大学保卫处文件 

保卫〔2019〕2 号 

 
关于印发《集美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 

的通知 
�

全校各单位： 

为加强校园道路与机动车辆管理，维护校园交通秩序，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现将《集美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保卫处 

                                        2019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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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道路与机动车辆管理，维护校园交通秩

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集美大学校园内的所有道路交通。进入

校园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保卫处是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

规定的具体实施。主要负责校园道路安全管理、各类车辆的通行和

停放管理，联合公安机关进行校内违章查处和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等

工作。 

第四条  校园交通设计及管理以行人优先为原则。 

第二章 行人及非机动车管理 

第五条  校园内行人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穿行道路或交叉

路口时，须在确保安全情况下通行。 

第六条  校内道路上不得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

得使用运动器械，不得进行坐卧、嬉戏等其他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七条  未满 12 岁的儿童，不得在校园骑行自行车。 

第三章  通行管理 

第八条  车辆出入校门时，须自觉接受门卫查询、登记和管理。

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进出校门时应下车推行。 

第九条  车辆进入校园，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规定的标识

和路线文明行驶，合理使用灯光，禁止鸣喇叭，主动避让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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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人，机动车辆限速每小时 15 公里，非机动车限速每小时 5 公

里。遇有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时，须按照指挥通行。 

第十条  车辆携带贵重物品和仪器设备、大宗物资等出校门，

必须主动出示并递交相关单位的有效证明或由相关单位事先联系

保卫处，经门卫查验后方可通行。 

第十一条  在校园内举办大型活动，凡涉及车辆通行和道路交

通管理问题，主办（或承办）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事先书面报告

保卫处，由保卫处审核并根据需要统筹安排，否则保卫处有权谢绝

参加活动车辆进入校园。 

第十二条  禁止教练车、无牌摩托车、无牌电动摩托车、不符

合交通安全法规的非机动车（三轮车、畜力车等）、共享单车、外

卖送餐用车等车辆进入校园。未经批准的出租车、中大型客车等校

外营运车辆禁止入校。 

第十三条  装载危险化学品车辆，须由校内单位提出申请，经

保卫处批准后方可入校，并按指定时间和路线行驶。 

第十四条  校内开展电瓶车等车辆营运活动，需经学校审批同

意后，服从保卫处统一监管。 

第十五条  禁止在校园内学车、练车。 

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可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所有单位和个人

须无条件配合。未经保卫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校

内交通管制。 

第四章  车辆停放管理 

第十七条  学校停车场、停车位由保卫处统一规划管理。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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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停车位、安装充电桩。 

第十八条  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后，应服从管理，按照停车标识

规范停放在停车场或规定的停车位等区域内，确保道路畅通，不得

妨碍道路交通。 

第十九条  校园人行道、楼宇出入口、车辆与人员集散地通道、

消防通道以及无停车标志的道路和区域，禁止停车。 

第二十条  车辆停车时如有管理人员现场指挥，应按照现场指

挥停放。学校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要求车辆调整停放位置，任何单位

及个人须无条件配合执行。  

第五章  道路管理 

第二十一条  要自觉爱护校园道路及交通设施，未经学校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或损坏交通设施和标志标

识。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不得占用校内交通道路。确因工程建设

需占用或挖掘道路，主管部门应在施工前三天，将道路施工地点、

时间、工期以书面形式报保卫处，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在校园道路上施工的单位，须做好施工围

挡，并在施工路段的明显位置设立告示牌和安全标志，指派安全员

在现场疏导行人和车辆。施工任务结束后及时修复路面，确保道路

安全畅通。 

第六章  车辆收费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车辆停放费，是指因停放车辆占用场

地所发生的场地资源占用费，不涉及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责任。 

第二十五条  学校委托物业公司进行校园车辆门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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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校内停车场（位）的管理。车辆门禁系统所收取的费用均进入学

校财务统一管理，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另行收费。 

第二十六条 不实行收费车辆包括： 

（一）本校公务车（含独立核算单位公务用车） 

所在单位以车辆行驶证为准，填写《集美大学机动车辆通行申

报表》，经保卫处核准后，录入校园车辆门禁管理系统。 

办理方式：登陆“智慧集大”网上办理。 

（二）以下人员名下的私人用车 

1.本校在编教职工（含离退休教职工）； 

2.学校人事处在册的编制外用工； 

3.学校后勤、产业系统等独立核算单位自聘人员； 

4.外聘教师、外单位驻校内机构人员。 

办理方式：登陆“智慧集大”网上办理。 

（三）下列类别的车辆 

1.进校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 

2.参加“110”联动的电信维护车、移动通讯维修车、供水供

电抢修车、环境监测车、卫生防疫检测车等； 

3.金融押运车、邮件运送车、垃圾清运车、殡葬车； 

4.校内施工车辆； 

5.校级大型活动的来宾车辆。 

办理方式：由业务相关单位提供车辆行驶证及相关材料，经保

卫处核准后，录入校园车辆门禁管理系统。 

第二十七条 除上述免收费车辆外的其他车辆实行收费。具体

收费标准以地方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为准，保卫处有权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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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作实际进行细化调整。收费类型包括： 

（一）计时收费车辆 

适用车辆为本科生、临时外来车辆。停车收费标准为：临时停

放 30 分钟以内（含 30 分钟）不计费；白天时段 08:00-18:00（含），

2小时（含）以内 5元， 2 小时后每 1小时加收 3元；夜间时段

18:00-08:00（含），每小时 2元；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收费 30

元。 

（二）按月交费车辆，分三类收费标准 

1.一类标准：每月 40 元。 

适用车辆有：在读研究生、非脱产学生（学员）车辆；居住在

校内的教职工（含离退休）配偶、父母及子女车辆。 

2.二类标准：每月 120 元。 

适用车辆有：除物业公司以外的其他驻校机构在编、在职工作

人员车辆，校内经商、务工人员。 

3.三类标准：每月 180 元。 

适用车辆有：居住在校内的校外人员车辆。 

办理方式：保卫处治安科现场办理。 

（三）使用电子抵用券车辆 

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向保卫处申领电子抵用券，各单位需

安排专人负责电子抵用券的申领、管理和使用，申领报告经保卫处

核准后，将电子抵用券发放至各单位。 

适用车辆有：与校内单位（含校内宾馆和餐饮单位）有业务联

系的有关临时来校车辆。 

电子抵用券申领：相关单位提交书面申请，保卫处审核授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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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电子抵用券。 

第二十八条  车辆停放费计费周期为每日 00:01—24:00。 

第二十九条  其他事项 

1.相关部门应按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及采用欺骗手段办理车辆通

行业务。 

2.车主与本校教职工是配偶、父母、子女关系的，且教职工本

人无车，可按教职工本人条件办理一部。 

3.中、大型以上私车，不予办理。 

4.原则上一名教职工只能办理一部车辆。 

5.校庆、校董会、迎新、毕业生招聘会等大型活动的车辆管理

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章  违规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管理规定的行为，校内人员予以批评教育；

校外人员予以批评教育并劝戒离校；多次违反管理规定或违规情节

严重的，列入违规记录“黑名单”，谢绝其入校。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擅自占用校园道路，影响交通安全和秩

序，经教育未立即纠正的，在获取证据后，保卫处可联合公安机关

将有关车辆、物品进行牵引或搬移现场，所涉及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未经允许占用或挖掘道路者，予以批评教育，依

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并赔偿相关损失。 

第三十三条  违反停车管理规定违规停车、不配合移车或违规

停车情节严重的，给予批评教育并在车前玻璃张贴违章告知单，并

采取锁车轮、牵引车辆、取消当年交纳固定费用资格或免费通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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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通行等措施，同时通报车辆使用人所在单位。因牵引车辆

等工作所涉及的费用由违规者承担。 

第三十四条  学校有权将非法营运车辆、非法改装车辆以及入

校从事非法活动、具有各类安全隐患或拒不缴费、扰乱校园秩序的

车辆清理出校园。  

第三十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学校将依其严重程度采取

追缴所漏停车费、撤销当年免费通行或交纳固定费用资格、校园内

限制通行、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措施追究其

相应法律责任： 

（一）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及采用欺骗手段办理各类

车辆通行业务，给学校造成损失的； 

（二）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或故意给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办理各类

车辆通行业务，给学校造成损失的； 

（三）采取跟车出场、恶意撞杆、破坏车道设施等手段逃避缴

交停车费用的； 

（四）违反本规定的其它情形。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学校可结合工作实际情况，依据本规定制定各校

区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9日起施行，《集美大学校

园道路与机动车辆管理规定（试行）》(集大保〔2013〕1 号)《集

美大学停车收费实施细则（试行）》(集大保〔2013〕2 号)自本规

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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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大学保卫处                     2019 年 7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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