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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学校住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教职工

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教发[1998]23 号文）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

西壮族自治区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发[1999]74 号）

等有关住房政策，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住房管理工作，不断改善教职工居

住条件，切实保障广大教职工的利益，结合学校住房的实际情况，制订本

办法。

第二条 学校住房指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相思湖校区和桂林校区

内的所有教职工住房，其包括：

（一）已售公有住房（又称房改房）：学校教职工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住

房制度改革政策购买的公有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全额集资建造的住房；

（二）危旧房改住房（经济适用房）：通过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的方式建

设的住房；

（三）公有住房：指由学校出资的住房，在未出售之前，其产权（占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归学校所有的住房；

（四）教师公寓：学校便于教职工开展好相思湖校区工作而建设的教

辅住房。住房产权属于学校，教职工通过租赁的方式居住。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上市交易，是指已购公有住房依法出售、交

换、抵押、继承、赠与的行为；教职工住房租赁，是指把学院内产权人的

房屋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并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相思湖校区、桂林校区

教职工住房（含杂物房）及教师公寓。

第五条 教职工住宅区的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维修、养

护、管理均不能使用学校资金，如发现违规行为，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

有关单位及其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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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校内住房的住户（含承租人）须遵守住房管理规定，自觉维

护学校良好的生活秩序。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校园内教职工住房管理工作按照归口管理、分工合作、综合

治理的原则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后勤基建处主要负责是在学校分房委员

会的领导下具体落实教职工住房的分配、调剂和管理，指导、监督物业部

门的保障运行、物业有偿服务等工作；保卫处主要负责治安、消防管理及

流动人员备案工作。后勤基建处、保卫处要共同做好学校住房出租的监督

管理工作。工会、住户所在单位（部门）负责牵头调解邻里纠纷的工作。

第八条 后勤基建处是教职工住房的日常管理机构，主要管理工作：

（一）负责按学校住房分配方案，落实分房的具体工作，依法依规监

督使用住房行为。

（二）负责落实学校住房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并对违规违章行为作出

相应的处理意见。

（三）负责落实学校住房的房改政策，办理房改住房及办理房产证等

工作。

（四）负责落实教职工住房出租的登记、备案工作。

（五）负责编制并执行物业管理及收费实施办法。

第三章 校内已售公有住房及危旧房改住房的管理

第九条 已售公有住房管理原则

（一）按照“学校、个人利益兼顾，保证校内住房不流失”的原则，

校内已售公有住房不宜上市交易，住房不允许转让或互换。

（二）校内已售公有住房的装修、出租须按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

规定及学校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三）学校对已售公有住房在遵循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实行住户自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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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共管的原则，对房屋及其配套设施的物业管理按有关文件要求逐步推

行社会化。

第十条 已售公有住房的维修、修缮管理

（一）已购公有住房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由住户负责维修，维修

费用由住户自行负担。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是指户门以内的部位和设

施设备，包括水、电、气户表内的管线和自用阳台等。

（二）已购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在业主委员会

成立之前，由学校牵头组织有关住户进行维修。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由

业主委员会负责组织维修。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房屋主体承重

结构部位（楼盖、屋顶、梁、柱、楼板、内外墙体和基础等）、外墙面、楼

梯间、走廊通道、电梯、给排水系统、供气管道及设施设备、供电线路及

设施设备、空调系统、避雷设施、安防监控设施、智能化系统和音乐背景

系统、树木、消防设施、天线、照明、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

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三）已购公有住房应当建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维

修基金按住房面积计算，与物业费一起缴纳，存入专户，资金归全体住户

所有，其利息收入一并用于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

（四）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费用从维修基金中列支，统筹使

用，使用维修资金的先后顺序如下：

该楼存留在上级房管部门公共维修基金（如有）→各住户缴纳的维修

基金→不足部分由同幢住户共同负担补齐。

不足部分按下列原则由同幢住宅相关住户主共同负担：

1.承重墙体及其基础的维修费用，按其支承上部墙身，各户使用所占

的墙面面积比例分担；局部拆修工程，由拆修部位以上各户所占的墙面面

积比例分担；

2.柱及其基础的维修费用，按其支承上部平面结构，影响所及的各户

楼地面面积的比例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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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板的维修费用，其楼地面与天花部分，由所在层房屋的住户负责；

其梁板结构部位，由毗连房屋的上下住户平均分摊；

4.楼盖的维修费用（含补漏），由维修所及范围覆盖下各层的住户按各

户房屋产权面积比例分担；

5.各楼层共用楼梯及楼梯间的维修费用，由受益的住户按户平均分摊；

6. 共用的走廊通道的维修及外墙粉饰费用，由受益的住户按各户房屋

产权面积比例分担；

7.电梯、中央空调设备与管道、消防设施、供电线路、上下水管道、

落水管、烟囱等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费用，由受益的住户按各户房

屋产权面积比例分担；

8.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

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由受益全体住户按各户房屋产权面

积比例分担。

第十一条 已售公有住房的户内装修管理

教职工对所住住房进行装修或改造时，必须向后勤基建处提出申请，

履行申报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一）在装修或改造房屋的过程中，任何住户均不得在室内无承重梁

的楼板或阳台上砌墙；不得在梁、柱上开槽、打洞;不能擅自多隔房间、加

搭阁楼或地下室等；不得随意拆改装修外墙，要维护房屋外立面的完整美

观。

（二）住户在装修自家的住房时，不得损害其他住户的利益。装修期

间如造成渗漏、堵塞、断裂、脱落，或装修中出现损坏楼梯间、公用走廊

及墙壁等情况，装修户必须及时给予修复，应照价赔偿。

（三）要文明施工，不得占用公共走廊、楼梯间堆放装修材料,不得在

休息时间进行施工。装修时间为上午 8 时到 12 时，下午 3 时到 6 时，其他

时间为休息时间禁止装修，住户须告知并监督装修工人。如有因装修产生

噪音被投诉，经查实，从装修押金中每次扣除 100 元，并告知所在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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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考评中扣分。

（四）装修住房所产生的垃圾必须及时运走，不得堆放在公共区域，

乱堆放者，每次从装修保证金中扣除 100 元，并责令拉走。

（五）装修材料如有货梯的只能走货梯，禁止强行将超重超长的货物

搬入电梯，易漏物品必须用袋装好搬运，如有因装修工人导致电梯故障的，

应照价赔偿。

第十二条 已售公有住房的出租备案管理

（一）学校内的教职工住宅出租必须经学院后勤基建处登记建档并报

学院保卫处审核、备案，同时按规定缴纳相关物业管理费和机动车辆停放

费（本院教职工除外），办理相关手续。

（二） 根据国家和各级政府有关房屋租赁的政策法规，对需将住房出

租的教职工（以下简称“出租人”），由出租人、承租人与学校签订责任书，

三方共同遵守有关规定，并履行各自的责任。

（三）学院保卫处有权对承租人采取治安、消防等安全管理措施。

（四）出租人责任

1.学校住房只供本校教职工及其家属居住，凡出租者均带相关身份证

件与承租人合约到后勤基建处建档并报保卫处备案 ；凡不备案者查实将停

水电。

2.出租人对承租人在住宅小区内的一切活动负有管理和教育责任，承

租人在住宅小区内发生一切违规行为，出租人将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3.出租前，要事先了解承租人的有关情况，承租人须具有合法身份，

合法职业。

4.督促承租人履行租赁管理责任书的各项条款，遵守学校校园管理规

定。

5.出租人要遵守学校租赁管理规定，教职工住房属于休息的生活场所，

按照《广西艺术学院教职工住宅租赁管理暂行规定》（艺院﹝2010﹞24 号），

禁止教职工将住房出租给他人用于办公、经营活动（含培训）、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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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会活动和作仓储之用。

6.出租房屋应保障供水、供电、供燃气等，且各项设施要符合安全要

求。要告知承租人有关安全用水、用电、用燃气等安全常识，并确保出租

房屋进出通道随时畅通。

7.经常对出租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不安全隐患，保障

承租人安全。

8.发现承租人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时，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和保卫处，

并采取有关措施予以阻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查处。若发现承租人有

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不报告、不作为的，出租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9.出租房屋终止租赁时，出租人与承租人须同时到后勤基建处、保卫

处办理注销手续，不得冒名顶替出租或转租。

10.协助学校监督承租人执行国家和各级政府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及

管理规定情况。

（五）承租人责任

1.与出租人同时到后勤基建处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2.房屋承租人必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如实说明租住人数，出示其

他入住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后勤基建处如实填写租住人员信息登记表，

交保卫处备案后方可办理承租手续。

3.在校内租住期间，不能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和性质，必须遵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府有关房屋租赁的规定 ；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自觉维护校园秩序，服从学校的管理 ；必须严格遵守计划生育管理

规定，主动配合学校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工作管理。

4.属育龄妇女者，在承租期内如有怀孕、生育或带进婴儿的，须及时

向学校工会报告，并提供以上情况的相关合法材料。

5.应加强自身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承租期内不发生安

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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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觉接受公安、消防和保卫部门、工会、出租人的检查与管理，对

检查中提出的不安全隐患，必须及时予以消除。

7.严禁将所租赁的房屋用于生产、储存或经营易燃、易爆、剧毒、放

射、菌种等危险物品。

8.严禁利用所租赁的房屋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或学院明令禁止的其

他活动。

9.不准影响周围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

10.为维护房屋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出租人和承租人都应该接受有关部

门的房屋安全检查，并负责对所有权范围内的房屋定期进行养护和维修。

11.租期超过一年的，每年必须按照本管理办法重新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杂物房的管理

（一）杂物房一律不得出租。

（二）不得在杂物房内存放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存放有毒及腐

烂发臭物品，也不得在杂物房内饲养禽畜。

第十四条 其他要求

住户要做好住房周围的公共环境的整洁和卫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努力为建设文明整洁、卫生舒适的居住环境作贡献，并自觉遵守本办法的

各项规定，杜绝不文明行为。

（一）自觉处理好邻里间关系，尊重同事、珍惜友谊。

（二）住户做好住房周围公共环境的整洁和卫生。不得在住宅小区内

乱堆乱放垃圾杂物；不得在住宅小区内建筑物内外乱张贴、乱涂写、乱刻

画；不得私自在室外空地搭设临时建筑物、围墙等；不得占用公共场地、

侵占绿地、毁坏树木草坪等绿化设施。

（三）严禁在住宅小区内乱设摊点、乱设集贸市场。

（四）严禁将自家房屋、杂物房用于办公、经营活动（含培训）、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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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集会活动和作仓储之用，不得擅自改变住房用途。

（五）严禁将住房用于生产、储存或经营易燃、易爆、剧毒、放射、

菌种等危险物品。

（六）严禁在住宅小区内焚烧垃圾或排放有毒、有害等污染环境的物

质。

（七）严禁在住宅小区内饲养家禽和大型犬类等。

（八）严禁从楼上私拉电线到楼下。

（九）根据《广西物业管理条例》、《南宁市物业管理办法》和消防要

求，公共楼道及楼顶属于共用部位及紧急救援通道，严禁任何人在住房楼

顶种植，或私自占用公共楼道及楼顶。

（十）严禁在宿舍内猜拳酗酒、高声播放音乐、喧哗吵闹；禁

止在住宅区内发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噪音和振动。

（十一）严禁在住宅小区内聚众赌博或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

（十二）严禁所有住户往窗外抛弃杂物。

第十五条 危旧房改住房的管理

危旧房改住房的管理按已售公有住房的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公有住房管理

第十六条 公有住房管理基本原则

（一）公有住房属国有资产，学校对公有住房享有所有权并承担相应

义务。公有住房可以根据学校的工作需要进行调配使用。

（二）公有住房的使用或租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学

校分房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公有住房分配与使用工作，报学校审批。

第十七条 教职工租住公有住房的管理

（一）申请程序。教职工租赁公有住房须本人书面申请，所在单位负

责人签署意见，人事处复核，经学校分房工作委员会审核后，上报学校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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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金标准。租金标准参照同时期同地段南宁市经济适用房的租

赁标准。

（三）租住公有住房的相关约定

1.租赁期间，承租人拥有住房的使用权，不得违反相关住房管理规定。

有违反的，学校有权解除合同收回住房，乙方无条件交还住房。

2.租赁期间，因学校发展建设等需要提前收回该住房的，在收回前 30

日告知承租人，承租人无条件交还住房，租住合同终止，据实结算租金及

相关费用，学校不做任何补偿。

3.租赁期内，由于承租人原因不再符合租住条件的，承租人应主动通

知学校，并在 15 天内退出住房，租金据实结算。如承租人不通知学校，经

学校发现后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承租人在 15 天内退出住房，住房租赁押金

不予退回。自不符合条件之日起至承租人实际退房之日止，承租人按市场

租金价格的 2 倍来承担该期间的房屋使用费。同时，学校有权对本套房屋

采取停水停电措施，并按违反学校规定给予承租人失信惩戒处罚，由有关

部门按违纪违规进行处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直至承租人退出

住房。

4.租赁到期，承租人应如期退出住房。如逾期不退的，住房租赁押金

不予退回，承租人按市场租金价格的 2 倍来承担该期间的房屋使用费。逾

期超过 1 个月的，学校有权对本套房屋采取停水停电措施，并按违反学校

规定给予承租人失信惩戒处罚，由有关部门按违纪违规进行处理，保留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直至承租人退出住房。

6.承租人租房后，租赁期未满，自行要求调离、辞职、出国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归校，或者被学校停聘、解聘、辞退等原因而不再继续为学校服

务时，承租人应在 15 天内退出住房。

7.租赁期内，学校应保障该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

并承担承租人正常使用下住房及附属设施损坏或故障的修复义务：承租人

必须征得学校书面同意方可进行装修：对于承租人的装修、改善和增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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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备，学校不承担维修义务，同时因装修所产生的垃圾清运费由承租人

承担，对住房进行扩建、增添而形成的财产归学校所有，且学校不补偿任

何费用。

6.承租人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因承租人保管不当

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住房及其附属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的，承租人应负

责维修或承担赔偿责任；承租人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

备设施损坏并拒绝赔偿的，学校有权收回住房。

7.承租人擅自改变住房用途，学校有权收回住房。

8.租赁到期或合同解除后，承租人应将住房钥匙及正常使用状态下的

附件中所列物品交还给学校，承租人应当保证该住房附属设施、设备、装

饰装修保持良好，结清应由承租人支付的相关费用。

第十八条 部门（单位）使用公有住房的管理

（一）审批程序。使用部门（单位）书面向学校提出用房申请，所在

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勤基建处复核，经学校分房工作委员会审核后，

上报学校审批。

（二）使用管理约定

1.使用部门（单位）遵守学校相关住房管理规定，不得改变住房用途，

将住房出租或借于其他人员使用。

2.使用部门（单位）负责结清因使用住房的所产生的水、电等费用。

3.如学校因其他使用需要收回住房，应积极配合，使用部门（单位）

及时腾退。

第五章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管理

第十九条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管理原则

（一）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产权属于学校，教职工以租赁方式进行租

住，不得私下转让、置换，不得改变住房结构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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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新校区教师公寓建设实施方案》（艺

院〔2010〕142 号）和 2016 年 7 月 1 日之后签订的《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

新校区教师公寓建设与使用协议》等文件精神对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进行

管理。

第二十条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维修、修缮管理

（一）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由住户负责维修，

维修费用由住户自行负担。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是指户门以内的部位

和设施设备，包括水、电、气户表内的管线和自用阳台等。

（二）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属自然

损坏的由学校负责统一维修。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房屋主体承

重结构部位（楼盖、屋顶、梁、柱、楼板、内外墙体和基础等）、外墙面、

楼梯间、走廊通道、电梯、给排水系统、供气管道及设施设备、供电线路

及设施设备、空调系统、避雷设施、安防监控设施、智能化系统和音乐背

景系统、树木、消防设施、天线、照明、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

井、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

第二十一条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户内装修管理

参照第十一条执行。

第二十二条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出租备案管理

参照第十二条执行。

第二十三条 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其他管理要求

（一）入住相思湖校区教师公寓的住户必须严格按照学院要求保

持其教学辅助用房的使用性质，同时需自觉遵守学校有关物业管理和校园

管理等相关规定，并按相关的规定缴纳电梯运行费用每户每月 25 元。

（二）每户教师公寓均属于各栋宿舍楼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凡门户以

内的各部位（含户门、内墙、地面、天花板、门窗、阳台等）和相关自用

设施（包括户内电、气、自来水分户表以内的管线及配件及分户水电表、

卫生器具和相关的下水管道等），均由各住户负责维护维修且费用自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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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部分由于住户使用不当而造成邻里住户受到损害的，亦由该住户负责处

理和赔偿。

（三）住户需对住房进行装修、改造或安装超重设备以及空调等室外

设备的，事前必须将施工方案先报学校后勤基建处审核并且获得正式批准

后方可施工；凡涉及楼房结构安全和影响楼房完整、美观的拆、建、凿、

挖、钻、搭盖等，还须经楼房原设计单位审核并获批准后才可施工。若未

经批准而擅自施工的，对违章施工部分，学校有权要求住户拆除并恢复原

样，所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用由该住户全部负责。

（四）因个人原因退房时，原住户必须将住房打扫干净，关好门窗、

水电开关，经学校后后勤基建处工作人员验收合格后，将已腾空住房交回

学院。如不按时腾空的，学校有权采取停水停电等措施。

（五）退房者搬家时若要拆走自费安装的设施（如门窗、电制板、电

线、墙壁、地板等），必须把装修过的部位恢复原样，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和

所产生的费用由该住户承担。

（六）住户必须爱护住房，不得损坏公物，不得影响其他住户的日常

生活，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及房屋使用性质，如人为造成室内设备损坏

或下水道堵塞，其维修费及材料费由住户承担。

（七）教师公寓顶层属学校建筑公共部分，任何人不得乱搭乱盖和丢

弃杂物。

第六章 违规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住户、出租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先进行批评教育，责

令改正。如住户、出租人是本校教职工的，屡教不改者，按违反学校规定

给予住户、出租人失信惩戒处罚，通知所在单位不得参与学院的任何评优

评先，当年考核不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同时对该出租人的出租房采取

停水停电的措施，如违法，报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承租人违反本办法的，先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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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者即时采取停水停电直至改正错误。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报公安

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出租人与承租人在租赁期间，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条例或违法犯罪的，均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由学校后勤基建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学校住房相关管理以本

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