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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赛区疫情防控总体要求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继续传播，切实保护运动员、

裁判员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赛事顺利进

行，赛事组委会参考国家有关政策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相关文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科学有序恢复体育赛事和

活动推动体育行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云南省及昆明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相关要求以及《中国网球巡回赛疫情防控指

南》的内容，拟定了《2020 昆明网球公开赛暨中国网球巡回

赛 CTA TOUR1000（昆明站）赛区疫情防控实施细则》，以供

所有参加本站赛事的人员共同遵守和执行。

参加赛事的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积极主动落实本《实施细则》的防疫措施。

第二章 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为确保有效防控疫情，赛事组委会将组织建立全面的疫

情防控责任体系，明确组委会、赛场及酒店等各环节、各单

位主体的防疫责任，并明确责任人，同时纳入医疗保障一并

管理组织领导。

1.成立赛事期间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王梅 安宁市政府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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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苏伟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周世元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黄金才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顾婷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

柳丽丽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疾控科科长

宋超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

起德丽 安宁市疾控中心主任

蔡伟 云南橙子网球运动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耒 温泉半岛凯莱度假酒店总经理

工作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好网球公开赛期间的疫情防控

和医疗救治保障相关工作。橙子网球公司作为赛事期间疫情

防控的责任主体，负责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下设三个工作小组

（1）由中国网球协会与安宁市共同成立赛事人员审核工作

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蔡伟

工作职责：按照《竞赛规程》、赛事需要，根据本细则

的工作要求，审核报名人员是否具备参赛条件，确定各类参

加赛事人员数量和名单。

（2） 成立赛事人员现场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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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黄金才

副组长：起德丽

组员：柳丽丽、周敏、普国洪、杨李桃、蔡伟、石耒、徐翔

工作职责：按照审核小组提供的名单，现场核实参赛人

员，并为每名参赛人员建立赛事期间的管理台账；按照本方

案制定的现场人员管理工作内容，检查督促各参赛人员遵守

本方案；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违规事件。

（3）成立赛事医疗保障组

组长：周世元

副组长：宋超

组员：顾婷、陈红波、叶林、陈丽萍、林洁、羊平、刘存芬

工作职责：负责做好赛事期间的医疗救护和紧急救治工

作。

第三章 赛区封闭措施

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基于赛事举办地温泉半岛国际网

球中心具备完善的赛场、住宿、用餐等一体化配置，赛区将

在赛事期间实行封闭管理，不向社会开放。

一、封闭时间：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8 日

二、加强参与赛事各类人员对疫情防控必要性的认知，引导

所有参赛人员主动配合。

三、除赛事现场人员外，空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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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赛事的各类人员，在到达赛区既进入封闭时段，直

至该名人员比赛结束或工作任务结束。

五、入口配置安检人员，24 小时安排安保人员。

六、参与赛事人员不得擅自离开赛区，如确有需要，必须向

“赛事人员现场管理组”申请，获得批准方可外出。

七、所有参赛人员不得擅自通过媒体采访或个人社交媒体平

台（包括但不限于微博、微信、推特、脸书等），发表、散

播有关疫情防控的虚假消息或不当言论。

八、赛区不接受餐饮类外卖递送。

第四章 赛区区域使用划分

利用赛区有利的入住及用餐条件，对各类参赛人员的入

住及用餐进行有效划分，计划如下（根据各类别实际人数做

调整）：

一、住宿

1.运动员、教练、裁判、赛事官员、公安、医疗：39 栋、41

栋

2.赛事公司工作人员、媒体：34 栋

3.司线、球童、疾控：35 栋

4.当地工作人员、场地服务、安保：36 栋

二、用餐（分三个区域提供用餐保障，对应不同人群）

1. 中餐厅：运动员、教练、裁判、赛事官员、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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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餐厅：公安、医疗、司线、球童、疾控、赛事公司工

作人员、场地服务、

3. 员工餐厅：当地工作人员、安保

三、比赛场地

比赛用场：中心场，1、2、3、7、8、9、10 号场

训练场地：4、5 号场

四、其它区域安排详见赛区平面示意图（附件一）

第五章 赛前疫情防控措施

一、赛区防疫准备

（执行单位：安宁市疾控中心、温泉半岛凯莱度假酒店）

1、赛区全面消毒

7 月 26 日前赛区完成一次全面消毒，包括：球场、观众席、

客房、厨房、餐厅、健身房、泳池、电梯、大堂以及公共区

域。

2、配备防疫用品，配置防疫人员

防疫用品：消毒机、一次性医用口罩、手套、洗手液、额温

枪、防护服等。

防疫人员：由安宁市疾控中心统一安排。

3、建立参赛个人档案

4、建立赛区疫情防控台账（见附件）

参加赛事的每一名人员应单独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时间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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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的公共交通工具起始至离开赛事所在地城市止。

二、参加赛事人员到达赛区前

1、报名阶段

（1）本站赛事仅接受国内球员参赛，但不接受疫情高、中

风险地区和境外人员参与。

（2）赛事开放报名后，运动员在报名的同时需说明是否有

教练或随行人员一起前往赛区，并截屏提供报名当日“绿色

健康码”。

（3）赛事人员审核工作组确定参赛人员名单后，将名单发

至赛区联络人：黄新胜，联络电话：13529262344，邮箱：

79139668@qq.com。

（4）每名参赛人员将填写好的“个人健康档案”；出发地

核酸检测呈阴性报告；到达昆明时间、方式等信息，在到达

日期 2 日前发送至上述邮箱，邮件命名方式：2020 昆网+姓

名，每人一封邮件。

（5）赛区为每一名参加赛事的人员制作赛会证件，赛会工

作证件编号与个人健康档案编号一致。

2、赴赛区

建议：采用航空出行方式到达昆明。如条件许可，可采

用自驾方式直达赛区。

（1）物资准备

除常规旅行参赛物资外，昆明市行政区域外的参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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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携带 7天有效期内，出发当地的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报告单；

自备运动毛巾，为避免交叉感染，赛区将不提供运动毛巾。

（2）途中注意事项

参赛所有人员赴赛途中，必须全程佩戴符合防疫要求的

口罩，随身携带含酒精的湿巾随时消毒，避免与其他人员近

距离接触；提前了解出发地机场车站的疫情防控的具体要

求，包括提前向有关航空公司等机构了解拟乘坐的航班或高

铁，确保无中转的来自境外的人员。

（3）到达赛区城市地面交通

赛区对从云南省外到达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参赛人员

提供地面交通服务。赛区根据参赛人员邮件中提供的交通时

间信息统筹安排云南机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空港快

线）接机。

乘车地点：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到达层 4 号门出，右转

30 米。

三、到达赛区后

1、赛事日程计划及分批到达时间

日期 日程内容 备注

7月 26 日

（星期天）

比赛场地准备完毕，疫情防控人员、本

地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到岗

7月 27 日

（星期一）
赛事官员、预选赛球员到达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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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

（星期二）
赛事技术官员到达赛区

7月 29 日

（星期三）
正选球员、球童、志愿者到达赛区

7月 30 日

（星期四）

嘉宾、裁判员、司线员、媒体工作人员

报道

7月 31 日

（星期五）

启动仪式

赛前各岗位检查及调整

8 月 1 日

（星期六）

开幕式

男子、女子预选赛第一轮

男子、女子单打正选赛抽签

64场比赛

8 月 2 日

（星期天）

男子、女子预选赛第二轮

男子、女子单打正选赛第一轮

男子、女子双打抽签

男子、女子双打第一轮

56场比赛

8 月 3 日

（星期一）

男子、女子单打正选赛第一轮

男子、女子双打第一轮
56场比赛

8 月 4 日

（星期二）

男子、女子单打正选赛第二轮

男子、女子双打第一轮
48场比赛

8 月 5 日

（星期三）

男子、女子单打第三轮

男子、女子双打第二轮
32场比赛

8 月 6 日 男子、女子单打八进四 16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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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男子、女子双打八进四

8 月 7 日

（星期五）

男子、女子单打半决赛

男子、女子双打半决赛
8场比赛

8 月 8 日

（星期六）

男子、女子单打决赛

男子、女子双打决赛

颁奖仪式（待定）

4场比赛

8 月 9 日

（星期天）
离会

2、赛区核酸检测（赛区人员现场管理组、安宁市疾控中心、

金域检测、温泉半岛凯莱度假酒店协同完成）

（1）根据上述分批到达时间，由赛区聘请第三方“昆明金

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对参赛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核酸定性检测。

（2）已通过赛事人员审核小组审核通过的昆明本地工作人

员及运动员，7 月 24 日集中提前完成赛区核酸检测，检测后

禁止离开日常居住地，报到当日凭“绿色健康码”进入赛区。

（3）昆明市行政区域外的赛事人员到达赛区后，立即进入

房间（每人一房，隔离期禁止离开房间）自我隔离，等待核

酸检测人员上门核酸取样；赛区拿到该名人员核酸检测呈阴

性的报告后，方可解除隔离，恢复在赛区内的自由行动。

（4）核酸检测取样时间：开赛前每天 16: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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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酸检测结果出具时间：当日 18:00 时前到达赛区的，

次日 7:00 时可得到检测结果；当日 18:00 后到达赛区的，

需等到第三日 7:00 时才能拿到检测结果。（例：7 月 28 日

22:00 时到达赛区，取样时间为 7 月 29 日 16:00-19:00 时，

7 月 30 日 7:00 时出检测结果）

第六章、赛中疫情防控措施（酒店专人、专岗负责完成）

一、消毒

1、每日一次在当天训练、比赛结束后对赛区球场、球场设

施、办公场所、大堂、客房过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2、客房准备前期经过消毒后方可对外接受预定。

4、入住期间在清洁客房期间必须对房间进行全面消毒。

5、餐厅执行餐桌一用一消毒，餐后对餐厅环境进行全面消

毒。

6、各入口处放置含有 75%酒精的免洗消毒液（餐厅入口处，

球场入口处等区域）。

二、测温

1、身体健康监测，每日至少二次监测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

体温状况，并做记录在“个人健康记录表”上；

2、监测时间为早餐期间和晚餐期间；监测地点：各餐厅入

口处。

3、监测期间如医护人员发现有发热（体温 37.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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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等情况；及时将其送往隔离室隔离，等待救护车前往医

院做全面检查。

三、隔离室

1、酒店设立临时隔离室，并配备防护服、护目镜、头套、

鞋套、N95 口罩等专业防护物资，一旦发现发热（37.3°）、

咳嗽等疑似病例，需第一时间让其戴上 N95 口罩在隔离室隔

离，并上报专业卫生防疫人员，由专车送当地发热门诊处置。

四、口罩

1、要求参加赛事所有人员，除因比赛、训练、餐厅落座用

餐需要外必须佩戴口罩。

2、每日对所有参赛球员及工作人员配发医用外科口罩，每

天每人一只。

3、每日由专人监控园区内人员口罩佩戴情况（是否正确佩

戴等情况）

五、控制人群聚集

1、餐厅环境采取限流控制，餐位数控制在可容纳量一半以

内，并采取餐位间距限制，每位餐座间隔距离不小于 1 米。

2、严格控制大堂人流聚集，做好引流工作，选择户外空旷

等区域为客人提供休息等措施。

3、球场进出严格按照前后间隔 1.5 米间距有序进入，如有

教练员、球员、工作人员在场内观看比赛，严格控制前后左

右间距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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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洗衣

赛事期间不提供洗衣等服务，由各自自行在房间内清

洗，不提供洗衣液等。

七、用餐（餐厅保持通风）

1、用餐时间

早餐：6:30 至 10:00；午餐：12:00 至 14:00 时；晚餐：18:00

至 20:00 时。

2、用餐形式：三餐自助

3、所有人员在进入餐厅前请有序排队，间距 1.5 米以上。

4、请配合接受医护人员监测体温，并对手部、衣物进行消

毒后方可进入餐厅用餐。

5、取餐全程请佩戴口罩，在落座用餐前才可脱下口罩，用

餐期间请勿多交流，请服从餐饮工作人员安排。

6、餐厅工作人员必须经过筛查确保身体健康，在服务过程

中全程带口罩、戴手套、带帽子等确保用餐安全。

7、餐后做好餐具消毒，每餐必须留样，并建立监管制度，

做好各项数据记录。

八、酒店布草

结合防控要求，为避免交叉感染，住宿期间房间布草除

标配外不再增添，另房间内布草不再做更换，直至客人离店

对房间消毒后 7 天后进行高温消毒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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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手套

1、酒店所有面客工作人员必须佩带一次性防护手套(前台、

餐厅、客房等工作人员）。

2、赛事期间部分工作人员必须佩带手套（球童、场地服务

人员、球员服务中心人员、司线人员）。

十、废弃防疫物资

1、各餐厅入口放置医疗垃圾回收桶（专放废弃口罩、手套、

棉签等），大门入口处，各球场入口处、餐厅入口处、大堂

入口处、客房入口处等区域放置。

2、在整个赛事期间所产生的任何垃圾，作为医疗垃圾处理

（由专业并有医疗废弃处理的机构单位负责处理）。

十一、生活污水处理

每日在生活污水蓄水池内，投放一定比例的含氯消毒液。

十二、公用洗手间

1、根据园区分布，设立球员、裁判专用卫生间；设立司线、

球童、工作人员专用卫生间。建议：尽可能使用住宿客房内

的卫生间。

2、根据人流量每日不少于三次全面消毒。

第七章 赛后跟踪

1、根据赛事进程结束或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由赛区统筹

安排接机单位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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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驾车离开的人员，祝您一路顺风。

3、回到居住地以后，需向赛事现场管理小组报告。

4、如离开赛区后，参赛人员发现自身有异常情况时，立即

告知赛事人员审核小组。

5、赛区在该名参赛人员离开后 8 天，由赛区现场管理小组

拨打该名人员电话询问身体健康状况。

6、离开赛区的人员，个人健康档案由橙子网球保管，以备

后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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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赛区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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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 昆明网球公开赛暨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1000(昆明站)

个人健康档案记录表 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照片

粘贴处
居住地

性别 手机号码

出发地

核酸检测

赛区

核酸检测

到达赛区

方式

离开赛区

方式

体温

检测记录

7月 27 日 早 晚

7月 28 日 早 晚

7月 29 日 早 晚

7月 30 日 早 晚

7月 31 日 早 晚

8月 1日 早 晚

8月 2日 早 晚

8月 3日 早 晚

8月 4日 早 晚

8月 5日 早 晚

8月 6日 早 晚

8月 7日 早 晚

8月 8日 早 晚

8月 9日 早 晚

我已阅读本记录表所列事项，并确认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签名： 日期：


	第二章 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第三章 赛区封闭措施
	第四章 赛区区域使用划分
	第五章 赛前疫情防控措施
	一、赛区防疫准备
	（执行单位：安宁市疾控中心、温泉半岛凯莱度假酒店）
	1、赛区全面消毒
	2、配备防疫用品，配置防疫人员
	3、建立参赛个人档案
	4、建立赛区疫情防控台账（见附件）

	二、参加赛事人员到达赛区前
	1、报名阶段
	2、赴赛区

	三、到达赛区后
	1、赛事日程计划及分批到达时间
	2、赛区核酸检测（赛区人员现场管理组、安宁市疾控中心、金域检测、温泉半岛凯莱度假酒店协同完成）


	第六章、赛中疫情防控措施（酒店专人、专岗负责完成）
	一、消毒
	二、测温
	三、隔离室
	四、口罩
	五、控制人群聚集
	六、洗衣
	七、用餐（餐厅保持通风）
	八、酒店布草
	九、手套
	十、废弃防疫物资
	十一、生活污水处理
	十二、公用洗手间

	第七章赛后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