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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 

本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国家

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辉、褚波、张剑、刘君柱、张玉萍、张琛、韩向飞、汪振飞、邱旭东、邝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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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证照信息、编目指南、证照样式和管理与应

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生成、处理、共享交换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88-1998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GB/T 2260  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2402  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GB 15093-2008  国徽 

GB/T 1771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 

GB/T 27766  二维条码  网格矩阵码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33190  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格式  版式文档 

GB/T 33481  党政机关电子印章应用规范 

GB/T 35275-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GB/T 36901-2018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GB/T 36902-2018  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规范 

GB/T 36903-2018  电子证照  元数据规范 

GB/T 36904-2018  电子证照  标识规范 

GB/T 36905-2018  电子证照  文件技术要求 

GB/T 36906-2018  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接口规范 

GB/T 385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安全电子签章密码技术规范 

ZWFW C 0123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证照类型代码及目录信息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901、GB/T 36902、GB/T 36903、GB/T 36904、GB/T 36905、GB/T 369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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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High risk sports business license 

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按照《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法定凭证。 

4 证照信息 

4.1 证照类型要求 

根据GB/T 36902-2018第7章及ZWFW C 0123的相关要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定义机构为

国家体育总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证照类型信息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固定赋值并管理，见

表1。 

表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类型信息取值 

序号 名称 短名 取值 

1 证照类型名称 ZZLXMC 固定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2 证照类型代码 ZZLX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6290001” 

3 证照定义机构 ZZDYJG 固定为“国家体育总局” 

4 证照定义机构代码 ZZDYJG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6290” 

5 证照定义机构级别 ZZDYJGJB 固定为“国家级” 

6 关联事项名称 GLSXMC 固定为“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7 关联事项代码 GLSXDM 固定位“000133002000” 

8 持证主体类别 CZZTLB 固定为“混合” 

9 有效期限范围 YXQXFW 固定为“ ” 

10 证照颁发机构级别 ZZBFJGJB 固定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其他” 

4.2 信息模型 

除GB/T 36903-2018所规定的证照基础信息外，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信息由基础

信息、经营者信息和加注件信息组成，其中经营者信息包括分支机构信息、变更信息和其他信息见图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基础信息

-证照名称
-证照类型代码
-证照编号
-证照标识
-证照颁发机构
-证照颁发机构代码
-证照颁发日期
…

经营者信息

-许可证编号
-经营机构名称
-经营机构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场所地址
-经营场所负责人
…

加注件信息

-加注件制作时间
-加注件制作者
-加注件制作事由
-加注件有效期截止
时间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地址
-分支机构标识

变更信息

-变更事项
-核准
-检查（考核）信息

其他信息

-赋号
-经营状态

1

1 1 1

0...n 0...n 1

1

 

图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信息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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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础信息 

4.3.1 证照名称 

固定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4.3.2 证照类型代码 

固定为“111000000000136290001”。 

4.3.3 许可证编号 

中文名称：许可证编号；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字别代码中的编号； 

英文名称：permitCertificateClassificationNumbe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14位，应符合附录A编号规则； 

短  名：XKZB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0000020200001。 

4.3.4 证照标识 

中文名称：证照标识； 

定  义：按照GB/T 36904定义的规则自动生成的一串由数字、英文大写字母以及点分隔符“.”

组成的字符串； 

英文名称：certificateID；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按照GB/T 36904定义的规则自动生成； 

短  名：ZZBS；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2.156.3005.2.111000000000136290001.11320482******860P.2018072550201.001.*。 

4.3.5 发证机构 

中文名称：发证机构；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持有的许可证的发证机构名称； 

英文名称：licenseIssueOrgan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FZJG；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局。 

4.3.6 发证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发证机构代码；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持有的许可证的发证机构代码； 

英文名称：licenseIssueOrgan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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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域：应符合GB 32100规定的代码编制规则； 

短  名：FZJG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1000000000136290。 

4.3.7 发证日期 

中文名称：发证日期；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日期； 

英文名称：licenseIssueDate； 

数据类型及格式：YYYYMMDD； 

值  域：应符合GB/T 7408的要求； 

短  名：FZR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200501。 

4.3.8 许可证有效期限起 

中文名称：许可证有效期限起；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起始日期； 

英文名称：licenseEffectiveDate； 

数据类型及格式：YYYYMMDD； 

值  域：应符合GB/T 7408的要求； 

短  名：XKZYXQXQ；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200317。 

4.3.9 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中文名称：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日期； 

英文名称：licenseExpireDate； 

同义名称：证件有效期截止日期； 

数据类型及格式：YYYYMMDD； 

值  域：应符合GB/T 7408的要求； 

短  名：XKZYXQXZ；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0250317。 

4.3.10 经营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经营机构名称； 

定  义：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经营主体的名称； 

英文名称：businessOrganization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与证照照面信息一致，如企业名称、自然人姓名等，如有多个持证主体，用

“＾”分隔； 

短  名：JYJG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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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市××××有限公司。 

4.3.11 经营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文名称：经营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定  义：证照持有主体的代码，如法人和的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自然人的身份证件号

码等； 

英文名称：codeOfOrganizatio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应符合GB 32100规定的代码编码规则； 

短  名：JYJGSHXY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320482******860P。 

4.3.12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 

中文名称：持证主体代码类型； 

定  义：证照持有主体代码类型的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certificateHolderType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应符合GB/T 36903-2018中5.2.10的规定； 

短  名：CZZTDMLX；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3.13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代码 

中文名称：持证主体代码类型代码； 

定  义：证照持有主体代码类型的代码； 

英文名称：certificateHolderType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应符合GB/T 36903-2018中5.2.11的规定； 

短  名：CZZTDMLX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001。 

4.3.14 证照定义机构 

中文名称：证照定义机构； 

定  义：该类型证照的定义机构的全称或规范性简称； 

英文名称：certificateDefineAuthority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固定值为“国家体育总局”； 

短  名：ZZDYJG；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国家体育总局。 



C 0244-2020 

6 

4.3.15 证照定义机构代码 

中文名称：证照定义机构代码； 

定  义：该类型证照的定义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英文名称：certificateDefineAuthority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固定值为“111000000000136290”； 

短  名：ZZDYJGDM；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11000000000136290。 

4.3.16 证照定义机构级别 

中文名称：证照定义机构级别； 

定  义：该类型证照的定义机构的行政级别； 

英文名称：certificateDefineAuthorityLevel；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固定值为“国家级”； 

短  名：ZZDYJGJB；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国家级。 

4.3.17 证照颁发机构级别 

中文名称：证照颁发机构级别； 

定  义：可颁发该类型证照的机构的最低行政级别； 

英文名称：certificateIssuingAuthorityLevel；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乡镇级、其他，缺省值为其他； 

短  名：ZZBFJGJB；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国家级。 

4.3.18 关联事项名称 

中文名称：关联事项名称； 

定  义：生成该类型证照的服务事项名称； 

英文名称：relatedItem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GLSXMC； 

约  束：可选，暂时没有数据时，可为空； 

取值示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4.3.19 关联事项代码 

中文名称：关联事项代码； 

定  义：生成该类型证照的服务事项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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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relatedItemCode； 

数据类型：字符串，长度为12；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GLSXDM； 

约  束：可选，暂时没有数据时，可为空； 

取值示例：000133002000。 

4.4 经营者信息 

4.4.1 经营机构地址 

中文名称：经营机构地址；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的经营地址； 

英文名称：businessOrganizationAddress；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JYJGDZ；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省××市××区×××路×××号××户。 

4.4.2 法定代表人 

中文名称：法定代表人；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英文名称：legalPerson；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FDDBR；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张三。 

4.4.3 经营场所地址 

中文名称：经营场所地址；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从事许可项目（范围）经营活动的处所地址； 

英文名称：businessPlac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JYJGDZ；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省××市××区×××路×××号××户。 

4.4.4 经营场所负责人 

中文名称：经营场所负责人；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经营场所的负责人； 

英文名称：businessPlaceLiablePerson； 

数据类型：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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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JYCSFZR；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张三。 

4.4.5 许可项目（范围） 

中文名称：许可项目（范围）；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从事经营的活动； 

英文名称：permitProject；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XKXM(FW)；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游泳。 

4.4.6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数量 

中文名称：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数量；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数量以及提供安全救护的人员数量； 

英文名称：personNumbe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SHTYZDRYHJZRYSL；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2。 

4.5 分支机构信息 

4.5.1 分支机构名称 

中文名称：分支机构名称；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英文名称：branch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短  名：FZJGMC； 

约  束：可选，仅法人单位填写； 

取值示例：北京市××××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4.5.2 分支机构地址 

中文名称：分支机构地址； 

定  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分支机构地址； 

英文名称：branchAddress；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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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名：FZJGDZ；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路×××号××户。 

4.5.3 分支机构标识 

中文名称：分支机构标识； 

定  义：分支机构标识； 

英文名称：branchFlag；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附录B中表B.1； 

短  名：FZJGBS；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 

4.6 变更信息 

4.6.1 变更事项 

中文名称：变更事项； 

定  义：许可内容变更事项名称； 

英文名称：changeItem；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变更时间及变更事项； 

短  名：BGXX； 

约  束：可选。 

4.6.2 核准 

中文名称：核准； 

定  义：许可内容变更事项进行确认的行为； 

英文名称：changeItemIssueNa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已核准或未核准； 

短  名：HZ； 

约  束：可选。 

4.6.3 检查（考核）信息 

中文名称：核查（考核）信息； 

定  义：记载经营机构的检查、考核信息； 

英文名称：inspectionRecord；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自由文本，经营机构重大违章处理、质量信誉考核及经营资格与条件的检查情况； 

短  名：JX(KH)XX； 

约  束：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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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信息 

4.7.1 赋号 

中文名称：赋号； 

定  义：用于电子证照数据一致性验证的唯一编号； 

英文名称：certificateIndex；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见附录C； 

短  名：FH；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1.2.156.3005.2.111000000000136290001.111000000000136290.2018072550201.001.V。 

4.7.2 经营状态 

中文名称：经营状态； 

定  义：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机构的经营状态； 

英文名称：operatingStatus；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应符合附录B中表B.2的营业状态； 

短  名：JYZT； 

约  束：必选； 

取值示例：正常营业。 

4.8 加注件信息 

4.8.1 加注件制作时间 

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时间； 

定  义：制作电子证照加注件的时间；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reationTime； 

数据类型：时间型； 

值  域：应符合GB/T 7408的要求； 

短  名：JZJZZSJ；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2016年4月15日 11:01:11。 

4.8.2 加注件制作者 

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者； 

定  义：制作电子证照加注件的自然人或机构的名称；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reator；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加注件制作单位的全称或规范性简称； 

短  名：JZJZZZ；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市体育局。 

4.8.3 加注件制作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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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加注件制作事由； 

定  义：制作电子证照加注件的原因，如办理的事项名称等，一般同步显示在水印内容中；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Caus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行政服务事项申请或其他内容； 

短  名：JZJZZSY；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 × × 许可证申请。 

4.8.4 加注件有效期截止时间 

中文名称：加注件有效期截止时间； 

定  义：电子证照加注件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一般同步显示在水印内容中； 

英文名称：certificateCopyExpiringTime； 

数据类型：字符串； 

值  域：应符合GB/T 7408的要求； 

短  名：JZJYXQJZSJ； 

约  束：可选； 

取值示例：2016年6月15日。 

5 编目指南 

在信息汇集等场景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部分编目内容与GB/T 36903-2018存在以下

映射关系，见表2。 

表2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元数据与 GB/T 36903映射关系 

GB/T 36903-2018 规定的指标项 本标准规定的指标项 

元数据名称 元数据短名 固定值或对应信息项 约束 

证照名称 ZZMC 固定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必选 

证照类型代码 ZZLXDM 固定为“111000000000136290001” 必选 

证照编号 ZZBH 取值于 4.3.3 “许可证编号”项 必选 

证照标识 ZZBS 取值于 4.3.4 “证照标识”项 必选 

证照颁发机构 ZZBFJG 取值于 4.3.5 “发证机构”项 必选 

证照颁发机构代码 ZZBFJGDM 取值于 4.3.6 “发证机构代码”项 必选 

证照颁发日期 ZZBFRQ 取值于 4.3.7 “发证日期”项 必选 

证照有效期起始日期 ZZYXQQSRQ 取值于 4.3.8 “许可证有效期限起”项 必选 

证照有效期截止日期 ZZYXQJZRQ 取值于 4.3.9 “许可证有效期限至”项 必选 

持证主体 CZZT 取值于 4.3.10 “经营机构名称”项 必选 

持证主体代码 CZZTDM 取值于 4.3.11 “经营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项 必选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 CZZTDMLX 取值于 4.3.12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项 必选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代码 CZZTDMLXDM 取值于 4.3.13 “持证主体代码类型代码”项 必选 

经营机构地址 KZ_JYJGDZ 取值于 4.4.1 “经营机构地址”项 可选 

法定代表人 KZ_FDDBR 取值于 4.4.2 “法定代表人”项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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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证照样式 

6.1 模板要求 

6.1.1 幅面要求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规格尺寸为：A3（297.0mm×420.0mm）,横板。 

6.1.2 许可证样式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样式见图1。 

 

图2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样式 

6.1.3 徽标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应包含徽标。徽标采用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徽，国徽图案按照

GB 15093-2008的要求制作，徽标位置居中，徽标宽度为60.0mm，高度为64.0mm，徽标上侧边缘距页面

上边缘19.6mm，徽标左侧边缘距页面左边缘184.5mm。 

6.1.4 标题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标题为一行，标题文字编排应符合表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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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标题文字编排 

行

号 
文字 

尺寸 

（mm） 
字型 

字号 

（pt） 
颜色 

对齐

方式 

文字上边缘距

页面上边距 

（mm） 

文字左边缘距

页面左边距 

（mm） 

1 
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 

宽度 206.8 

高度 13.8 
黑体加粗 42 

黑色 

（色值#231917） 

水平

居中 
93.1 106.6 

6.1.5 事项名称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事项名称文字编排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事项名称文字编排 

事项名称 

尺寸 

（mm） 字体 
字号 

（pt） 
字体颜色 

文字上边缘距

页面上边距 

（mm） 

文字左边缘距

页面左边距 

（mm） 宽度 高度 

许可证编号 38.2 6.4 

宋体 22 

黑色 

（色值

#231917） 

000.0 000.0 

经营机构名称 

64.0 

6.4 

128.8 42.6 

经营机构地址 143.7 42.6 

法定代表人 158.6 42.6 

经营场所地址 173.5 42.6 

经营场所负责人 188.4 42.6 

许可项目（范围） 203.3 42.6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数量 
117.0 218.2 42.6 

（此证供经营场所悬挂） 63.2 5.7 宋体 16 251.5 53.8 

发证机构 36.4 

6.4 宋体 22 

236.3 180.8 

发证日期 36.4 251.2 180.8 

年（发证日期） 4.7 251.2 207.8 

月（发证日期） 4.7 251.2 225.5 

日（发证日期） 4.7 251.2 245.2 

许可证有效期限 56.9 266.1 180.8 

年 4.7 266.1 264.7 

月 4.7 266.1 282.4 

日— 14.5 266.1 311.9 

年 4.7 266.1 338.9 

月 4.7 266.1 356.6 

日 4.7 266.1 376.3 

6.1.6 底色和底纹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底色为淡黄色（色值#fdfbc8）。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底纹文字编排应符合表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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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底纹文字编排 

证照名称 底纹文字 
尺寸 

（mm） 
字体 

字号 

（pt） 
颜色 

对齐 

方式 
角度 

间距 

（mm） 
透明度 

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经营

许可证 

宽度 90.1 

高度 6.7 
宋体 20 

黑色 

（色值

#231917） 

左对齐 
逆时针 

15° 

左右 30.0 

上下 30.0 
30% 

6.1.7 电子印章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应加盖电子印章。电子印章样式要求如下： 

a) 使用的印章应与实体证照的印章一致或衔接； 

b) 签署用的电子印章应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注册； 

c) 签章数据应符合 GB/T 38540-2020的相关要求； 

d) 签署和验证的过程应符合 GB/T 33481、GB/T 38540-2020的相关要求； 

e) 印章中心点位置距页面右边距为 157.9mm，距页面下边距为 67.5mm。 

6.1.8 二维码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含有二维码，要求如下： 

a) 尺寸：25.0mm×25.0mm； 

b) 码制：应符合 GB/T 27766的规定； 

c) 打印位置：下边距 24.5mm，左边距 73.3mm。 

6.1.9 监制信息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右下角印有“国家体育总局监制”字样，字样宽度为48.8mm，

高度为5.7mm，字样下边缘距页面下边距12.8mm，字样左边缘距页面左边距281.8mm。 

6.1.10 少数民族文字要求 

需要在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上使用或增加少数民族文字的，应与统一的证照样式及内容一致。 

少数民族文字宜在汉字的上方，不应对标识、缩略语、代码、数值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6.2 填充要求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事项内容填充编排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6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事项内容填充编排 

事项内容 字体 
字号 

（pt） 
字体颜色 

事项内容左边缘

距页面左边距 

（mm） 

事项内容右边缘

距页面左边距 

（mm） 

许可证编号 

各数据项定

义见第 4 章 
宋体 15 

黑色 

（色值

#231917） 

318.5 396.5 

经营机构名称 111.7 396.5 

经营机构地址 111.7 396.5 

法定代表人 111.7 396.5 

经营场所地址 111.7 396.5 

经营场所负责人 111.7 396.5 

许可项目（范围） 111.7 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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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数量 
164.7 396.5 

发证机构 222.3 396.5 

年（发证日期） 222.3 249.3 

月（发证日期） 254.0 267.0 

日（发证日期） 271.7 286.7 

年 242.8 269.8 

月 274.5 287.5 

日— 292.2 307.2 

年 321.7 348.7 

月 353.4 366.4 

日 371.1 376.3 

7 管理与应用要求 

7.1 应用场景要求 

以下场景，应当依法出示、提供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a)按《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申请、审批和监督检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的； 

b)行业执法、双随机抽查、招投标等。 

7.2 验证和应用要求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使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持证人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移动端查看本人的证件信息； 

b)持证人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移动端出示本人的证件代替出示实体证照； 

c)持证人可通过二维码方式授权他人下载存留本人证件的加注件； 

d)查验时，可通过扫描证照上的二维码访问系统查询界面（即系统公开公示的查询结果界面）查询

证书的底账； 

e)应用软件可通过扫描持证人出示的授权二维码下载其证照存档件。 

7.3 文件和接口要求 

除证照检索、信息项比对、目录归集等需求外，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相关信息应

以电子证照文件为单元进行交换、使用和归档，具体要求如下： 

a）电子证照文件应使用GB/T 33190规定的格式承载，其样式符合第6章的规定； 

b）电子证照文件应符合GB/T 36905-2018要求，并包含第4章规定的机读信息； 

c) 电子证照文件中的电子签章数据符合GB/T 38540-2020，数字签名数据符合GB/T 35275-2017； 

d）照面样式中的二维码应是“查询二维码”，扫描可查询对应电子证照的有关数据信息； 

e）通过电子证照共享服务提供电子证照文件下载时，应使用加注件形式，不应提供原件下载； 

f）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的接口应符合GB/T 36906-20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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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变更管理要求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登记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将原证注销并颁发新证。新证应记

录原证标识信息，通过查询证书关联信息可追溯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信息变更的历史

记录。 

增加新业务种类及变更事项，均需要全部重新打印一套完整的，包括：正文页、附页（如有）、特

别规定事项。 

7.5 证照类型注册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业务信息应在以下节点注册，由其向外提供统一的更新服

务： 

a）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的有关管理系统； 

b）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国家节点； 

c）国家规定的其他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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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编号规则 

本附录规定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编号的规则和相应技术管理要求。 

A.1 编号构成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编号共由14位阿拉伯数字构成，三部分组成，从左至右依次为：发证

机关代码、发证年份编号、流水号，如图A.1所示： 

XXXXXX  XXXX  XXXX    

            

      

 

   

 

  
 

       

      

 

  
流水号 

      

  
 

 
 

发证年份编号 
 

 
 

发证机关代码 
 

图A.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编号结构 

A.2 取值规则 

A.2.1 发证机关代码 

国家体育总局用“100000”表示，地方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分别使用6位数字的行政区划代码表示。

行政区划代码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统一设立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每年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公布。 

A.2.2 发证年份编号 

使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发证年份，4位数字。 

A.2.3 流水号 

发证部门每年度核发的所有类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统一编流水号，4位数字，从0001到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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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分支机构标识和营业状态代码 

B.1 分支机构标识及含义对应关系 

分支机构标识及含义对应关系见表B.1。 

表 B.1  分支机构标识及含义对应关系 

序号 分支机构标识 含义 

1 1 企业法人 

2 2 分支机构 

B.2 营业状态代码 

营业状态代码见表B.2。 

表 B.2  营业状态代码 

名称 代码 说明 

正常营业 1 
指全年正常开业的企业和季节性生产开工三个月以上的企业，包括部分投产的新建企业。临时

性停产和季节性停产的企业视为营业 

停业(歇业) 2 指由于某种原因已处于停产状态，待条件改变后将恢复生产经营的企业 

筹建 3 

一般指企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开业，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前的筹建工作。如研究和论证建设、投

产或经营方案，办理征地拆迁，订购设备材料，进行基建等。有些三资企业虽经工商部门登记，

但未正常投产开业，仍属于筹建。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管理或其他政策性管理的需要必

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试营业才能正式开业，这些处于试营业状态的单位也属于筹建 

当年关闭 4 指当年因某种原因终止经营的企业，包括关闭、注销、吊销的企业，但不包括破产企业 

当年破产 5 指当年依照《破产法》或相关法律、法规宣布破产的企业 

当年注销 6  

当年吊销 7  

其他 9 指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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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赋号编码规则 

本附录规定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赋号编码的规则和相应技术管理要求。 

赋号编号与证照标识一致。电子证照标识采用组合编码方式生成，各部分由数字、英文大写字母以

及点分隔符“．”（GB/T1988-1998规定的编码为2E）组成。标识的组成部分从左至右依次为：电子证

照根代码、证照类型代码、证照颁发机构代码、流水号、版 本号和校验位，各部分之间用点分隔符“．”

分隔。其中： 

a) 电子证照根代码，用于区分证照和其他种类电子文件的代码，电子证照根代码的 OID取值固定

为“1.2.156.3005.2”； 

b) 证照类型代码，与 4.3.2一致； 

c) 证照颁发机构代码，与 4.3.6一致； 

d) 流水号，使用证照编号，与 4.3.3一致； 

e) 版本号，3位阿拉伯数字。因年检、续期等业务操作而形成新的电子证照文件时，如证照编号

和流水号均不变，则应产生一个新的递增版本号加以区分； 

f) 校验位，1 位数字或英文大写字母，用以检验证照标识的正确性。校验位按照 GB/T 17710-2008

定义的规则计算。 

赋号编码结构按 GB/T 36904-2018中图 1的规定。 

示例：××市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受理的在 2019年3月17日申请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许可业务，

获取的证件赋号编号为 1.2.156.3005.2.111000000000136290001.111000000000136290.2019031750201.00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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