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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监管中的国家标准适用应当贯穿行政许可、监督检查

和行政处罚的全过程。体育主管部门在实践中对于如何获取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

明内容，存在对标准理解不一致和适用不到位的困境。通过对法律、法规的解读和逻辑分

析，国家标准的适用应当成为重要的技术支撑和认定依据。研究认为，行政许可阶段申请

人需提交符合审批条件的证明材料，体育主管部门除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外，还需对体育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在监督检查阶段，检查内容应当覆盖审批条件和国

家标准的全部内容。对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监管，我国应当构建第三方合格评定

机制，强化专业技术支持，提高监管效能，降低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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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supervis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of high-

risk sports should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upervision and in‐

spection, as well as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n terms of the way for sports authorities to ob‐

tain the proof that sports facilities meet national standards in practice, there is a dilemma of dif‐

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inadequat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should become a

critical technical support and identification basi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pplicants need to

submit the certification materials that meet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onditions in the ad‐

ministrative licensing stage. Apart from the formal exa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sub‐

mitted by the applicants, the sports authorities also need to conduct on-the-spot verification of

the sports venues. In the stage of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the inspection contents shall cover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onditions and all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

pervision of high-risk sports projects, a third party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upport,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lower the supervis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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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发布施行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是国家为保障全民健

身活动安全而确立的一项重要监督管理制度。2022年 6月 24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

《体育法》）在第十章“监督管理”中，明确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监督管理制度，并

对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监督检查等内容作了全方位的规定，奠定了我国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监管制度的发展方向和立法路径。

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监管制度中，国家标准始终是重要的技术支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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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依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法

定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颁

发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的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是颁发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许可证的条件之一，也是开展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的

技术依据。因此，为了在充分利用标准化技术手段的基

础上贯彻落实《体育法》赋予的监管职责，提高监管的合

规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

的规范、有序发展，本研究结合以往体育主管部门实践和

《体育法》相关条款规定，探讨国家标准的适用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由于国家标准的专业技术性，体育主管部门在实践中

长期面临着对国家标准的适用不到位、贯标不彻底的现实

困境，特别是如何理解国家标准和审批条件的关系，如何

分配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责任，通过何种途径获

得标准符合性验证信息，都是亟待解决的适用问题。

1.1 行政许可时审批条件部分援引造成强制性标准适用困境

《全民健身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

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一）相关

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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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上述审批条件在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中进一步细化，

并在《体育总局关于印发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

理文件的通知》（体政字〔2017〕32号）中予以明确，国家标

准具体所指为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中各体育项目对应的部分。但通过对比《体育总局关于

印发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文件的通知》中规

定的审批条件、申请材料与国家标准的内容发现，行政许

可采用的审批条件和国家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既有

审批条件在标准之外增设的少量条款，也有审批条件未

纳入的标准要求。对此需要关注的是，审批条件没有对

标准的内容全面适用，会产生怎样的监管风险以及如何

应对，如何落实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实施的要求，如何处

理审批条件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1.2 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证明责任的主体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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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字〔2013〕40 号）规定：“申请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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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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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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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当前在体育设

施符合国家标准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存在以下问题：1）申

请人应提交相关证明，也可以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

验检测，然而对于何种情形可以自行检测，何种情形必须

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测，语焉不详，并且条文用语

“可以”容易产生误解。实践中各申请人在是否委托专业

技术机构、委托专业技术机构的类型、通过专业技术机构

出具的报告内容上不一而足，显然不利于行政服务要素

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2）由于行业特殊性，诸多行政许

可条件需实地核查，但实地检查作为预防性的管理措施，

体育主管部门只能做到有限核查，其工作重点在于确认

申请人自查及专业技术机构检验检测结果，并实地核查

其过程的运行与运转。因此，针对上述问题应对体育设

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与确定。

1.3 行政执法面临对标准符合性进行验证的专业性挑战

由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具有的高风险特征，以及体

育活动风险涉及复杂的“人、机、环、管”等不安全因素，使

得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场所和设施符合国家标准进

行验证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和较高的专业性要求，因此

行政执法人员应熟悉国家标准的内容、具备专业化的知

识和技术，体育主管部门应配备相应的专业设备。但目前

基层体育主管部门面临人员、设备不足，行政执法人员普

遍缺少相关专业背景，基于自身力量开展实地检查时存在

专业性不足，对提供技术支持的专业技术机构资质缺乏鉴

别能力，对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报告缺乏审查能力。因

此，如何通过专业技术支持弥补行政执法专业性不足，是

基层体育主管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遇到的现实困境。

2 行政许可时审批条件部分援引国家标准的核查与监管

2.1 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之间的援引与支撑

标准与法律都是规范性文件，标准化资源可以为立

法者所用，建立起标准支撑法律实施的机制，达致立法之

目的（于连超，2021）。标准作为法律的技术支撑，其应在

法律、法规中通过一定方式得以表达，建立二者之间的有

机联结。新修订的《体育法》沿用了《全民健身条例》和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的表述，即“相关

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但并没有在法律条文中直接明

确所援引的标准内容。在《体育总局关于印发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文件的通知》附件一：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审批条件及程序（以下简称《附件一》）中，对

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采取列举说明的形式规定了国家标

准作为审批条件。同时在 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

与技术要求》中对相关体育运动项目（包含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的从业人员资格、场地设施设备条件、卫生环境管

理要求、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且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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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制性国家标准。由此，对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

动中的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立法规定，我国在《体育法》

和《全民健身条例》采取的是概括性规定，具体适用则需要援

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和GB 19079《体

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2.2 当前审批条件下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部分援引

以游泳项目为例，《体育总局关于印发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许可管理文件的通知》细化的审批条件为：

“（一）游泳池、救生设施、救生器材等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GB 19079.1—2013）；（二）有符合国家标准（GB 19079.1—

2013）数量要求、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游泳救生员和

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上述审批条件在申请材料

中明确规定，游泳场所体育设施要求具体适用《游泳场所

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规定的 19条内

容，其中 16条直接来源于《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的规定。由此可

见，审批条件所对应的申请材料和国家标准之间存在差异，

其未能覆盖国家标准的全部内容，仅是部分援引国家标准。

2.3 部分援引不影响强制性国家标准完整实施的要求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各类行政

审批许可手续，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行政许可中将审批条件限制在

最必要的内容，符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导向。但是也要

看到，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属于全

文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

下简称《标准化法》），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因此，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审批条件对国家标准的部分援

引，并不影响国家标准必须完整实施的要求。

由于行政许可的内容未能涵盖强制性标准的全部条

款，如果体育主管部门仅依据审批条件进行监管，而不按

国家标准全部内容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将会影响

该项监管工作的实际效能，造成潜在的监管风险或提高

制度执行成本，具体表现为：1）降低行政许可的效能。行

政许可作为对普遍性禁止事项的授益行政行为，是经营

者进行经营行为的法定依据，保证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安

全生产经营条件，但不能保证一切安全因素得到控制。

如果放弃许可事项之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定事项的监

管，不能充分保证安全生产经营条件，自然违背行政许可

制度设立的初衷。2）弱化强制性标准的效力。强制性标

准如果因为行政许可制度的设立而被选择性忽略甚至规

避，必然会对人们的标准化意识形成削减，阻碍标准功能

的正常发挥。3）增加行政执法负担。取消前置审批后仍

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作为行政许可事项，原因在于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直接关涉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当危安因素不能通过行政许可而得到防范与控制时，就

只能通过事中、事后监管来实现。由于缺乏基层体育行

政执法人员，事中、事后监管的滞后，经营主体对国家标

准认知局限，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管法律依据不足，以及

参与主体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准确等客观原因

（汪全胜 等，2020），事先审批预防事项的管理后移，会带

来管理成本和风险的升高。4）易引发矛盾或争议。经营

者在依法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忽视或者从根本上难以达到国家标准的其他要求，会导

致在获得许可之日起就处于违反强制性标准规定的状

态。因许可中未涉及而国家标准有规定的事项产生侵权

或伤害事故，经营者以已获行政许可、符合审批条件作为

经营合法性的理由，消费者以违反强制性标准作为经营

者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加大认识分歧和矛盾冲突。

2.4 国家标准的适用应贯穿整个监管过程

当危安因素不能通过行政许可的事先审批予以防范

与控制时，则必须通过后期的行政监督来进行管理。例

如，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三条和第

一百零七条分别规定了监督检查、体育市场监督管理、体

育执法等职责。国家标准作为法律的技术支撑，在经营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政许可中，除依据审批条件实施许

可外，体育主管部门还要对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这样的制度设计既可推动标准化工作，又可有效避免

法律的空心化问题，提升行政监管能力，降低法律风险。

2015 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

确在标准管理上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负责强制性国家标

准项目提出、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组织实施和

监督，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立项、编号和对外发布，澄清并且强化了行业主管部门对

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监督责任。在标准化工作改革

推进过程中以及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中，都对上述原则予以确认。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制定主要由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主导，是为了保证设立

的强制性标准有明确的主管部门，使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执行更加有效（逄征虎，2020）。据此，作为体育行业主管部

门和标准的归口部门，体育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GB 19079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的实施和监督，并承担

国家标准中涉及的全部技术内容的实施监督责任。

体育主管部门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强制性标准实施

情况的监督管理应履行职责的程度，则涉及事前审批时

对准入控制标准和事中事后监管时对强制性标准的适

用。许可申请与审批阶段，体育主管部门需按照事前审

批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准入审查；日常监督与执法阶段，

体育主管部门除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外，还需对高

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的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黄希发，2021）。

因此，新修订的《体育法》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管

制度进行了顶层设计，在法律条文中不指向具体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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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但建议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

办法》中直接指向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

求》，并明确强调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完整实施和全过程实

施的要求，以此避免实践中体育主管部门在审批和后续

监管时，出现适用国家标准不明确的操作困境。

3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主体及

责任

3.1 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应负证明责任

《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属于体

育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时所适用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一条明确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

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

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换言之，申请人在向体育主管

部门提交申请时，需要按照《附件一》所要求的事项提交

申请材料，并保证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由此看

来，在行政许可阶段应由经营者承担体育设施符合标准

证明责任，理由为：1）行政许可的依申请性，当事人须认

为已满足且能够证明满足审批条件，才能向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许可。张卿（2013）认为，对于准入标准，通常需

要申请人证明自己满足，证明申请人不遵守后续标准的

成本往往却是由许可授予机构承担的。徐继敏（2011）

认为，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证明自己符合法定条

件，即承担证明符合法律规定要求事实的责任。2）行政

许可的授益性，若申请人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将获取经营

资质成为受益方，理应对符合审批要求和国家标准承担

证明责任，由此所产生的费用亦由申请人承担。作为体

育主管部门仅需恪守法定职权，无需增添行政成本能动

执法。3）按照行政效能原则（沈岿，2019），行政许可有

严格的许可时限，体育主管部门承担体育设施符合标准

的证明义务以及由此带来的行政风险，极大地影响行政

效率。相对而言，由申请人各自承担自己符合标准的证

明责任更为便利。4）如果由体育主管部门作为证明责

任主体，在人员和经费等约束之下，可能在自行核查、委

托核查、委托全项或部分项检验之间做出各不相同的选

择，从而造成地域差异和管理尺度不一，甚至可能会影

响政府的公信力。

据此，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申请人有义务承担体

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责任。体育主管部门依据法

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应基于审批人员为

非专业技术人员的现实，主要是基于常识对申请材料进

行真实性判断，实属有限的核实。对于申请材料中具有

规范性的特殊内容材料，如因技术性太强又缺乏专业证

明，导致审批人员无法判断和认知的，可视为申请人所提

交材料不充分、不完整予以驳回，要求申请人继续补充

材料。

3.2 行政执法中经营者的持续符合证明责任与体育主管部

门的违法核查责任

在行政执法阶段，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责

任分配应考虑不同的情况，分别由经营者承担持续符合

证明责任或体育主管部门承担违法核查责任。

3.2.1 经营者承担持续符合证明责任

持续符合证明责任，是指在经营者获得行政许可后，在

经营过程中对国家标准持续符合的证明责任。由于体育

场所涉及多种动态技术指标，经营又是一个动态过程，经

营者应通过日常管理和自检措施确保其持续满足经营的

管理要求。此外，我国对部分体育设施规定了定期检验制

度，由经营者承担符合性的证明责任。经营者自检时需具

备相应能力，必要时应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3.2.2 体育主管部门承担违法核查责任

体育主管部门的违法核查责任，是指体育主管部门

依职权发现或确认违法事实而承担的监督核查职责。主

要包括以下情形：1）日常监督检查。体育主管部门依职

权主动采取措施，以一定量的抽查来对经营者及专业技

术机构进行监督。2）发现违法事实。违法事实是行政处

罚的前提，当经营者涉嫌违反审批条件或国家标准运营

时，体育主管部门应在确认违法事实的情况下，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其整改落实或给予行政

处罚。当然，两类行为也可能有交叉或重合。为发现违

法事实，确保行政处罚的合法有效，体育主管部门可自行

检查或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验检测，所产生的费用

由体育主管部门承担。

3.3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争议纠纷中证明责任的分配

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经营者侵权或消费者人身伤害事

故时，对于体育场所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当事人常发

生争议，应根据不同情形，进行不同的证明责任的分配。

首先，经营者有义务证明自身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了日常

经营并尽到持续性符合国家标准的责任。当消费者对体

育场所设施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提出质疑时，经营者应当

提供行政许可、日常运行、检验检测报告等有效证明文件

来证明其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营合法性。其次，当消费者

对体育场所的相关文件真实性表示怀疑或不认可时，可

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报，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依职权

主动核查。同时，消费者也可自行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

行检验检测，即“谁主张，谁举证”（邓刚宏，2017）。最后，

当消费者向人民法院就侵权纠纷提起诉讼时，法院可要

求消费者提供经营者不符合标准的证据，也可以依职权

主动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4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设施标准符合性验证的专业途径

4.1 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证明方式的现行规定分析

一般而言，明确了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证明责

任主体，就可以由相应主体选择采取何种证明方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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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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无论证明责任由谁承担，责任主体可以自行

购置设备开展检验检测，也可以委托有技术能力的机构

和人员开展检验检测。从证明力的角度来看，专业技术

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更具有证明效力，其采信度高于行

政机关或者行政相对人出具的结论意见。因此，承担这

项任务的技术机构对于行政部门和申请人而言更具独立

性，这既是鉴定结论具有公正性的基本保证，也是鉴定结

论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前提（李明，2011）。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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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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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商榷。因为

相关项目协会是行业性社团组织，代表的是行政相对人

一方的利益，其对经营者的约束应属于行业自律范畴，也

是行政监管的对象，因此不宜作为体育主管部门实施行

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的技术支持力量。

4.2 第三方合格评定机制有利于提升证明的效力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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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体育主管部门或申请人可以委托具有

第三方公正性地位的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验检测认证，这

些活动均属于合格评定活动。合格评定是标准化活动中

对标准符合性进行验证的技术手段。国内外实践经验表

明，合格评定措施可以作为政府监管市场的有效技术支

撑，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强制性标准和合格

评定措施的有机结合，借助技术手段强化标准的实施，传

递产品和服务质量信息，达到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在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制度设计中构建第三方合格评定机制，

通过向专业技术机构购买服务形式获得专业且具有证明

效力的评定数据和结果，将有助于提高体育主管部门的工

作效率和专业能力，亦可提高行政许可行为之公信。这符

合国际通行准则，也有利于我国在体育设施国家标准的适

用上实施监督。对于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合格

评定的，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委托方承担，即如果由申请人

委托，则申请人需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如果由体育主管部

门委托，则费用由体育主管部门承担。体育主管部门对部

分经费要提前明确列入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4.3 体育设施标准符合性验证由有资质、能力的检验机构实施

我国对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设施是否符合国家

标准应采取检测还是检验，存在立法表述不够准确的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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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关于印发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许可管理文件的通知》均规定，申请人或体育主管部门可

以委托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就技术性较强的技术指标进

行检测，不完全符合相关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不能完整

覆盖国家标准和行政许可要求。

根据国际标准 ISO/IEC 17000：2020《合格评定——词

汇和通用原则》的定义，检验是审查合格评定对象并确定

其与特定要求的符合性，或根据专业判断确定其与通用

要求的符合性的活动，其评价结果为判定结论。检测是

按照程序确定合格评定对象一个或多个特性的活动，其

评价结果为测试数据。认证是与合格评定对象有关的第

三方证明。通过对比检验、检测、认证的基本概念和工作

特点可以看出，检验机构的检验活动中可以包含检测活

动，即将检测操作作为检验活动的一部分；但检测机构开

展的检测活动无法包含检验活动，两者存在一定区别。

认证机构实施认证需要检验检测结果支持时，可以依托

外部检验检测结果，如果认证机构独自开展检验检测活

动，则仍需具备检验检测能力。

按照国家标准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体育设施乃至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进行符合性验证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活

动，在合格评定领域，此类活动总体属于检验活动，其中

既包括对部分技术指标的检测内容，也包括需要根据专业

判断作出符合性结论的检验内容。由此可见，现行规定中

仅要求进行检测是不全面的，事实上现有不少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体育设施的标准符合性验证用“检测”代替“检验”，

造成贯标不彻底的现象。现行规定提出由认证机构开展

检测未考虑到认证机构自身是否具备检验或检测能力。

如何正确采信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结果？

首先，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场所和设施符合国

家标准情况进行总体评定，应作为一项完整的检验活动并

由有能力的检验机构实施。其次，对体育设施中通过使用

仪器设备给出具体数据的技术指标可以适用于检测机构

的检测活动，如游泳场所的地面静摩擦系数和水面水平照

度等。再次，对体育设施中需要应用专业仪器设备，但无

法或不需要给出具体测量数值，需通过试验、验证等手段

确定对象功能性特性的技术要求，仍然适用于检验机构的

检验活动，如攀岩场所的顶端保护系统和保护挂片的承载

力试验，需要专门的试验方法、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属于

典型的检验机构开展的检验活动（黄希发，2021）。最后，

在国家标准中包含了较多的管理要求，对此类要求的评价

需结合检查人员的经验等，也属于典型的检验活动。因

此，体育主管部门在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中，应正确采信

具有检验资质和检验能力的机构出具的合格评定意见。

5 结论与建议

1）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监管中的国家标准适

用应当贯穿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的全过程。

强化许可阶段监管力度有利于降低危安事故的发生和事

中、事后监管的难度。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国家标准应是

重要的技术支撑，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将国家标准作为监

管的具体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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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中的体育设施符合GB 19079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审批

条件之一，而该审批条件只援引了国家标准的部分内容，

由于标准的强制性，经营者应同时符合审批条件和国家

标准。在行政许可阶段，申请人满足审批条件就可以获

得许可。在申请人获得许可后，体育主管部门依职权对

经营者进行后续监督管理，除了对经营者是否仍然符合

和维持审批条件进行重点监督，还应当对经营者是否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检查。

3）申请人提交审批材料时，有义务证明经营依托的体

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并对所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同

时，所提交的材料应当有充分、完整的证明材料支撑，以利

于体育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审批。对于体育主管部门所进

行的实地核查，应着力比对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是否具备

证明效力，此类审批是依据常识进行的有限审查。

4）行政执法和争议纠纷中的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

证明责任分配应考虑不同的情况，由不同的主体承担证明责

任。经营者获得行政许可后应承担在经营过程中对国家标

准持续符合性的证明责任。体育主管部门依职权发现或确

认违法事实时，应承担监督核查职责，包括依职权采取的日

常监督检查和为确认违法事实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

5）申请人和体育主管部门在承担相应证明责任的前

提下，可以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检验检测，通过第三方

合格评定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风险。行政许

可、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应采信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格评定

结果，合格评定机构及其合格评定活动应严格遵循国家

有关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管理规定和认可要求。一般而

言，除部分利用仪器设备出具数据的技术指标可以单独

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外，体育场所和体育设施的标

准符合性验证主要适用于检验机构的检验活动。

6）根据新修订的《体育法》有关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活动监管的规定，完善配套法规、规章等制度建设，通

过较高位阶的立法对 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

术要求》作出直接援引，通过妥善的制度安排落实国家标

准全面贯彻执行的要求，明确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的

证明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机制，有效发

挥国家标准对于法律实施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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