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大〔2015〕159 号 

 

 

关于印发《深圳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暂行)》

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深圳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大学 

2015 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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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暂行) 

（2015 年 5 月 26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并规范我校学生住宿管理，强化学

生住宿契约精神、法纪观念和自律意识，根据《教育部关于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21 号令）、《深圳大学学

生违纪处分办法》（深大〔2014〕147 号）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学校核准的全日制计划内本科

生、研究生。经学校同意，符合条件、安排入住的非全日制学

生，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学生部学生社区管理中心负责学生宿舍分配调

剂、本科生在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社区秩序、矛盾化解、应

急处置、违规处理等社区日常管理工作；后勤部学生宿舍物业

管理中心负责学生宿舍物业维修、保洁、门卫、钥匙保管、水

电费查扣等后勤保障工作；保卫部负责学生社区消防安全检查、

安全法制教育、安全隐患整改、安全保卫等住宿安保工作；研

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在社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各学院协调配合，

接收社区学生事务转介处置，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学生社区管

理工作。 

第二章  住宿分配、调整与退宿 

第四条  学生部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根据当年各学院录取情

况，统一分配学生宿舍。各学院根据住宿名单，统一办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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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入住手续，财务部门预扣住宿等费用。如学生申请自行

解决住宿的，应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后一周内，报学院批准同意，

办理退宿手续，逾期按住宿生收取住宿费。 

第五条  全体住宿学生需充分阅读并遵守本办法，签订《深

圳大学住宿协议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学生如有违反协议

规定义务的，学生部学生社区管理中心、研究生院及各学院应

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条  宿舍床位优先安排全日制计划内学生入住。全日

制本科生按照“同学院、同年级相对集中”、“上课地点就近”、

“特殊培养班学生集中住宿”的原则分配宿舍，3-5 人一间,不

与研究生混住。硕士研究生原则上 2-3 人一间，博士研究生原

则上 1-2 人一间。为促进各民族学生间相互交流、学习，民族

学生实行“混合居住”政策。 

第七条  联合培养、在职进修等非全日制学生，原则上不

提供住宿。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在校内住宿的，可向学生部

学生社区管理中心申请短期住宿，经导师、学院、研究生院审

核，签署意见方可予以安排。短期住宿床位不得超过当年剩余

床位的 50%。短期住宿以一学年为期限，学生社区管理中心与学

生签订一学年期《深圳大学住宿协议书》。如下一学年宿位情况

不能满足续住条件，学生须根据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安排，办理

退宿手续，搬离宿舍。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应预留不少于当年 50%

剩余床位作为应急备用房，原则上学生不能申请入住。 

第八条  毕业生集中退宿后，出现宿舍未住满员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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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按照“同学院、同年级相对集中”、“就近整

合”原则，将零散住宿学生调整至同学院同年级宿位，或就近

集中，学生应服从安排，调整搬迁；因宿舍拆迁等原因需进行

宿舍楼整体搬迁的，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根据可用房源情况，按

照“同学院、同年、相对集中”、“就近整合”原则，制定住宿

方案并予以公示，住宿生可在公示指定时限内向所在学院申请

调整。所有住宿生应按最终方案整体搬迁。 

第九条  同学院、同年级宿舍有空床位，或同学院、同年

级学生达成互调床位意向的，学生可向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提出

调整床位申请，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可予调整；如同学院、同年

级宿舍楼没有空床位，又确有实际需求的，需填写《调宿申请

表》并经学院辅导员、现住宿舍楼辅导员审核签字，提交至学

生社区管理中心，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根据宿舍情况酌情给予调

配。每学年每位住宿生只能申请一次调宿；因需制定新生住宿

方案，原则上每年六月至九月不接受学生个人调宿申请。 

第十条  毕业生须在学校指定时间前完成宿舍清理工作，

并将钥匙交还宿舍管理员，学生社区管理中心根据当年毕业生

名单，统一办理退宿手续。如因自身原因未申请毕业(名单以教

务部等相关部门提供为准)、下学期需继续申请学生宿舍的，在

本届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时无需办理退宿手续，但必须服从学

校的住宿调整安排。 

第十一条  因生病、应征入伍、怀孕生育、出国留学等原

因学校准予休学离校的，学生在办理休学、离校手续前，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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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退宿手续。学生复学返校时，持《复学通知单》复印件和校

园卡可申请住宿。 

第十二条  公派交换时间在一学期以内的，学生可提出申

请保留原床位，并按规定缴纳住宿费。除上述原因，所有学生

休学期间，学校不予保留原床位。 

第十三条  因患有传染病或被证明不适合在集体宿舍住

宿，经学院、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审核，学生应按时办理退宿手

续。康复后持有医院有关康复证明，可向学生社区管理中心申

请住宿。 

第十四条  因特殊原因入住学生宿舍的非全日制学生，在

下一学年床位不足的情况下，须根据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安排，

办理退宿手续。 

第十五条  办理退宿前，学生应自行清理宿舍私人物品、

打扫房间卫生、保证宿舍设施完好。宿舍管理员应检查宿舍清

撤情况，并收回宿舍钥匙。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应与学生结清水

电费，办结退宿手续。逾期未搬出宿舍的，学生社区管理中心

可重新分配该床位。未按时搬出的私人物品在校园网公示一周

仍未有认领的，视为废弃物予以清理，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学

生本人负责。 

第十六条  如因特殊情况，在办理退宿手续后仍需在原宿

舍留宿的住宿生，经学院辅导员签字担保，可向学生社区管理

中心申请预退宿，学生须保证在不超过两周时间内，清理个人

物品、搬离宿舍、归还钥匙。逾期未搬出宿舍的，学生社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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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可重新分配该床位。未按时搬出的私人物品在校园网公

示一周仍未有认领的，视为废弃物予以清理，因此造成的损失，

由学生本人负责。 

第三章  住宿管理 

第十七条  学生宿舍钥匙由学生宿舍物业管理中心宿舍管

理员发给学生，学生在使用过程中须妥善保管，严禁转借他人，

调宿或退宿后不得保留原宿舍钥匙。学生如私自更换门锁，应

向管理员报告并上交备用钥匙。学生宿舍物业管理中心保留学

生宿舍备用钥匙，以备执行公务和应急之需。在宿舍有人的情

况下，如因工作需要，工作人员需敲门征得同意后，方可进入

学生宿舍；在宿舍无人的情况下，如因工作需要，两人或以上

工作人员可使用备用钥匙进入学生宿舍。 

第十八条  夜间零时以后，学生应自觉就寝，宿舍楼内应停

止任何高噪音等影响他人休息的活动。已安装用电智能控制系统

的本科生宿舍，周一至周五（如有节假日调整，以调整后当日上

课为准）零点至早晨六点，室内照明、插座电源关闭，保留空调、

风扇、洗手间和走廊电源。假期和周末暂时不做限制，但不得进

行影响他人的活动。未安装智能控制系统的宿舍，按照以上时间

由学生自觉关闭室内照明、插座电源。学生如需继续学习，应到

学校提供的通宵自修室、实验室或通宵计算机房。研究生宿舍不

限电。 

第十九条  学生社区管理中心、研究生院定时组织宿舍床

位清点、安全卫生检查、夜间作息检查，学生应配合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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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宿舍楼探访时间为 8:30 至 12:00，14:00（夏时

制 14:30）至 21:00，探访时间一般不超过 30 分钟，其它时间

谢绝来访。到访学生宿舍，应主动出示证件登记备案，在被访

人的陪同下方能进入学生宿舍。 

第二十一条  住宿学生应做好安全防盗工作，妥善保管自身

财物。离开宿舍或睡觉时，应反锁门窗。长时间外出，应切断

室内所有电源和水源。宿舍内发生案件时，应保护现场，并及

时报告楼下管理员和保卫部门。 

第二十二条  每间宿舍在学生入住前已按规定配备所需家

具和公用电器等设备。学生入住当天应全面检查房间内设施，

如发现设施不齐全或未经使用已经损坏，应立即向宿舍管理员

报告，以便及时处理。如未接到报告则视为设备完好、齐全。

住宿学生应保护所住宿舍原结构及装饰，不得私自改变家具摆

放方位，不得随意改装、拆卸家具，不得私自对宿舍进行装修

等。不得将家具、公用电器等设备搬离本宿舍。住宿学生有责

任保管宿舍内公共设施，凡丢失或损坏公物，须照价赔偿。因

学生过失造成公物损坏，其维修费用由学生负责。故意破坏设

施，除照价赔偿外，情节严重的，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三条  学生宿舍如有设备损坏，可申请报修，如无

法按预约时间维修，学生宿舍物业管理中心应提前向学生说明

原因。除人为损坏或丢失外，学生无需交纳维修费用。公共场

所的设备损坏，学生发现后应及时向宿舍管理员报告。 

第四章  收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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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学生住宿费根据所住宿舍类型不同，按省、

市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以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每学期在

学生缴交学杂费时一并收取。学生在住宿费标准不同的宿舍楼

调宿，住宿费差价按实际住宿时间相应退、补。学生在办理调

宿手续时，应补缴住宿费；对需退缴的住宿费，由学生社区管

理中心开具证明，财务部门核算退还。 

第二十五条  学生宿舍的水电费收费标准按省、市和学校

的有关规定执行。实行预购电的宿舍电费，由宿舍内所有同学

协商分摊；未实行预购电的宿舍电费，由宿舍内所有同学平均

分摊。 

第二十六条  学校规定的开学报到日后，擅自离校、被学

校开除学籍、违反本办法被取消住宿资格的住宿生，所缴住宿

费不予清退；提前结业，经批准休学、转学、退学，中途身故

的住宿生，所缴住宿费根据退宿时间按月清退。在校时间以月

为单位，自正式报到(含军训)之日起计，未满一个月按一个月

计，每学期按 5个月计算。 

自学校规定的正式报到日起，实际未入住学生宿舍的，可

凭缴费收据申请退回该学期 90%住宿费；开学一个月内（含一个

月）办理退宿手续的，可凭缴费收据申请退回该学期 80%住宿费；

开学两个月内（含两个月）办理退宿手续的，可凭缴费收据申

请退回该学期 60%住宿费；开学两个月后办理退宿手续的，不再

清退住宿费。因调宿引起的住宿费变化，参照退宿收费标准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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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住宿行为要求与处分 

第二十七条  住宿期间，住宿生应严格遵守我校各项规章

制度，不得发生下列 A、B类违规行为: 

A 类社区违规行为： 

1.不服从住宿安排，不配合住宿调整； 

2.留宿异性，未经批准留宿外来人员；擅自调宿或增加住

宿人数； 

3.攀爬围墙、窗户、宿舍大门、围栏等； 

4.涂污或损坏家具及公共设施，私自改装、拆卸或不按规

定摆放家具； 

5.在社区饲养各类宠物； 

6.在走廊堆放杂物、倾倒垃圾或污水； 

7.恶意干扰正常的社区管理秩序，殴打、辱骂、威胁管理

人员或同学； 

8.因上网、打游戏、看影视、听音乐、聊天、照明等影响

他人学习、休息； 

9.把社区作为商业活动场所，影响他人学习和生活；张贴

或派发商业广告资料以及不健康内容宣传物； 

10.私拉乱接电源，使用冰箱、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

煤气（瓦斯）炉等违规电器； 

11.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或有毒有害物品、破坏或违规使用

消防设施、私藏管制刀具等其它危害安全的行为； 

12.偷拍、偷录他人隐私并加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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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社区内高空抛掷物品； 

14.在社区张贴、派发违法资料，张贴有碍社会稳定或国家

安全的宣传品； 

15.打架斗殴，酗酒滋事。 

B 类社区违规行为： 

1.租借、转卖床位给他人； 

2.偷盗，私自挪用学校或他人财物； 

3.从事赌博、抢夺或敲诈勒索等活动； 

4.组织从事传销、宗教或非法集会等扰乱社区秩序的活动； 

5.持有毒品、吸毒、介绍他人吸毒、贩毒等行为； 

6.因违反 A类第 10、11、12、13、14、15条的行为而造成

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 

第二十八条  根据违规行为危害程度，学生社区管理中心

应当对 A、B 类违规行为分别给予相应处分： 

A 类社区违规行为： 

1.违反一项(次)的，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在本楼通报批评，

并通报相关单位。 

2.一年内累计违反两项(次)的，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在全

校通报批评，报所在学院备案，并由所在学院通知学生家长。 

3.一年内累计违反三项(次)者，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取消

其本学年住宿资格，全校通报批评，报所在学院备案，并由所

在学院通知学生家长。 

B 类社区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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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一项(次)的，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取消其本学年住宿资格。 

在社区内的其他违规行为，按《深圳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

法》给予相应处分。 

第二十九条  被取消当学年住宿资格的学生，所在学院应

通知相关学生及其家长，在七天内办理退宿手续、搬离学生宿

舍。逾期未搬出的私人物品在校园网上公示一周，如无人认领，

将视为废弃物予以清理，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学生本人负责。 

第三十条  在社区内发生违规行为被查处的，可申请“服

务销过”：完成累计不少于 10 个工时的社区公共服务，可免于

本楼通报批评；完成累计不少于 20 个工时的社区公共服务，可

免于全校通报批评；完成累计不少于 40个工时的社区公共服务，

可免于取消住宿资格；在社区内的违规行为受到警告、严重警

告、记过、留校察看等违纪处分的，分别完成累计不少于 20、

30、40、60个工时的社区公共服务后，方可申请解除处分。 

社区公共服务内容，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负责组织、裁定、

解释。 

第三十一条  违规学生有权提出申诉。申诉程序及处理按

《深圳大学学生申诉办法》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部学生社区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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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校领导、综合档案室。 

深圳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9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