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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郑州站)

卫生防疫及医疗保障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疫情过后体育行业的发展,引导市民群众积极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拉动体育消费,持续扩大内需。在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郑州站)定于 10 月 25 日

至 11 月 1 日 在中原网球中心二期场馆举办。为切实做好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郑州站)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维护活动参

与人员(参加活动/施工/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 场

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联防

联控机制综发[2020]139 号）、等文件要求,在执行常规卫生应急

保障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有序组织、科学防控,全力保障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郑州

站)参与人员身体健康,竭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赛事扩散和蔓

延。

二、活动情况

(一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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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

(二 )地点

中原网球中心二期场馆

(三 )赛事项目设工、参赛规模

赛事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小项，实时参与人数将

控制在 200 人以内。

三、举办单位

(一 )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网球协会

河南省体育局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二 )承办单位

中原网球中心

河南新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 )运营单位

北京中网巡体育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四、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安排

（一）赛事箸备工作保障

1、建立健全防控工作机制。

成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密切关注本地疫情

最新动态和政府的最新指令和规定,与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



3

部保持密切沟通。根据参与活动人员的职责分工,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做到职责到岗,任务到人,强化协调配合,确保防控工作

措施的有效落实。

2、全面开展健康摸排。

赛事将从报名阶段开始全面准确掌握工作人员、参赛运动员

等涉疫相关信息和身体健康状况,赛事筹备期间对工作人员实行

每日健康监测和登记制度,并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赛事结束后

须将所有人员基本信息、摸排信息和健康监测信息收集汇总,资

料至少保存两个月以备查。

3、储备足量防疫物资。

全力落实疫情防控资金保障,配备足够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含氯消毒剂、75%酒精、一次性手套、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红外

热成像测温仪、免洗手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确保满足防控及活动

需要。在人员进出通道、货运通道、安全检查等关键岗点设置安

检设备、手持体温检测仪、免洗手消毒剂等防疫物资、设备。

4、赛场设置

（1）全面开展环境清理和消杀。

赛事前,对赛事集结区、疏散区等区域进行全面的环境清理,

清除卫生死角,对室内区域进行全面的防疫消杀。范围包括:房间、

洗手间、功能用房、消防设备、电力设施等。建立消毒工作记录

台账和检查机制。

(2)设置临时隔离观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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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场靠近入口处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临时隔离观察场所/

医疗服务点,该服务点应当采光和通风良好,配备基本防护用品和

洗手设施;设立醒目的标识,门前有闲人免进等提醒标识,避免其

他人员误入。

（3）场地管控设置。

严格设置“健康检查岗”，安排专人负责所有入场人员证件查

验、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

5、方位开展宣传和培训。

提前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告开赛时间、 参赛

方式、参赛防疫须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等内容,并在人员通道、

货运通道、安全检查等关键岗点,设置醒目标识及操作流程,完 善

进场流程提示及防疫宣传提示。

（二）赛事期间防疫工作

1、落实健康码行程卡查验措施

酒店入住期间和比赛当天入场人员,需设置查验电子健康码,

出示电子健康码(河南省居民健康码或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防疫

健康信息码)为绿码才能进入赛场。

2、餐饮和就餐管理

工作人员用餐实行统一供餐,餐饮供应商资质、供餐食品安

全等严格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执行。划分指定的进餐区域,用

餐人员距离保持 1米以上,用餐期间避免交谈。

3、垃圾处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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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保洁人员须及时关注

垃圾桶使用情况,及时打包清理、更换洁净垃圾袋 ,垃圾袋更换后

对垃圾桶进行喷洒消毒后才能再次投入使用。加强对其它垃圾盛

装容器清洁,做到“时产时清 "。

特别关注口罩、手套等防疫废弃物品回收,避免二次感染。

各出口通道设置“废弃口罩、手套收集桶(带盖)”,安排专人及时收

集并集中消毒,消毒完成后,将废弃口罩密闭打包,统一送至环卫

干垃圾站,按干垃圾处置。

保洁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须做好自身防护,戴好口罩、手套,工

作任务完成后及时进行个人清洁及消毒,防护用具如有污损须及

时更换。指定专人对责任区域的清扫和消毒工作进行检查和记录。

4、巡查管理

组建巡查队伍,指定专人落实秩序维护及疫情防控巡视,引导

进入场内人员保持间距,发现人员扎堆、口罩摘落的情况及时劝

导并补发口罩。多种渠道进行安全提醒及防疫相关知识宣传。

（三）建立信息台账

主办方根据职责分工建立人员健康档案、消毒记录、人员管

控记录等工作台账,加强工作管理。建立信息报告日报和零报告

制度,尤其是异常情况信息和健康信息要数据清晰、信息详细。

每日工作结束后,收集当天的工作台账,对当天的防疫工作进行整

合、评估并拟好下一个工作的重点、计划。所有工作台账、监控

记录等资料至少保存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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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工作巡查

根据职责分工安排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巡查,严格落

实秩序维护、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巡视等内容,引导进入场内人员

保持间距,确保场内人员全部佩戴口罩,保障防疫工作有效进行。

五、疫情防控参赛运动员安排

(一)赛前疫情防控工作

1.赛事相关人员的审核和健康监测

(1)所有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必须填写健康信息表。

中原网球中心负责收集汇总所有人员健康信息表及健康码截图、

参赛人员及随行人员7内核酸检测结果,于 10月23(星期五)前报

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进行审核 。

（2）赛事相关工作人员(含赛区工作人员、酒店工作人员、媒体

等),从开赛前7天起进行健康监测并建立健康档案,每天至少1次

体温检测并记录入档,合格者方可上岗。

（3）参赛人员及随行人员,报名时须提交健康信息表、附健康码

绿码、7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经审核 14 天内无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无可疑人员接触史、无可疑症状、健康码为绿码、7

天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员方可报名参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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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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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wqzx@163.com，联系人：刘磊 1359881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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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名参赛人员将填写好的“个人健康档案”;出发地核检测呈阴

性报告;到达郑州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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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网球+姓名,每人一封邮件。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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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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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大堂以及公区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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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立赛区疫情防控台账参加赛事的每一名人员应单独建立个

人健康档案。时间从出发地的公共交通工具起始至离开赛事所在

地城市止。

2.参赛人员的闭环管理

自驾赴赛的人员,自驾直达赛区。采用航空、高铁方式到达郑州

的人员自行直接到达龙子湖智选假日酒店。

3.宣传教育

提前对赛事相关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的提示和告知,要求球员、技

术官员、工作人员分别按照“赛事相关人员疫情防控要求”做好赴

赛区的相关准备,同时配合落实防疫要求。

4.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

市疾控中心对赛事工作人员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毒、个人防护、

临时隔离室设置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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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资准备

做好红外线体温检测仪、额温枪、洗手液、免洗手消毒剂、手套、

消毒剂、医用外科口罩(参赛相关人员按每天每人 1个准备 )。除

颤仪等防控物资的储备;确保洗手设施足够和正常运行;在赛场内

和酒店公共区域均设置废弃口罩收集专用垃圾桶;在酒店大堂、

电梯口、前台等处配备免水洗手消毒剂。

6.清洁消毒

在参赛人员报到前 24-48 小时内,对入住酒店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同时在赛场开放前24小时内做好赛场清洁消毒,包括球场、客房、

餐厅、酒店、赛区功能房、电梯、大堂等。

7.设置临时隔离观察室

在赛场内和酒店内分别设立1个临时隔离观察室和2间隔离住宿

房间,位置相对独立,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

离。临时隔离观察室内配备免水洗手消毒剂、防护服、护目镜、

头套、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鞋套、N95 口罩等防护物资。

8.赛区核酸检测

赛事工作人员媒体等为赛事服务的相关人员,于赛前 7 天集中进

行核酸采样检测。赛事人员(含参赛人员和随行人员)至少在开幕

前 天入住龙子湖智选假日酒店,按酒店安排立即入住房间自我

隔离(单人单间,禁止离开房间),等待核酸检测人员上门采样,拿到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后,方可在封闭的赛区范围内活动。

9.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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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区疫情防控工作组负责落实备项准备工作,疫情防控技术指导

组负责督导。核酸检测工作由中原网球中心对接具备资质的第三

方检验公司到赛区集中采样,市疾控中心负责沟通协调和检测结

果追踪。

中原网球中心联系人及电话: 蔡露露：15136211092

龙子湖智选假日酒店联系人及电话: 欧阳傲：15515619761

(二) 赛事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1.赛区住宿、用餐、赛场等一体化配置,赛区入口配置安保人员

24 小时值守。

2.控制人员聚集

球员进出球场保持不少于 1米的间距有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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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1

米。就餐、比赛过程中严格遵守用餐管理要求和竞赛防疫要求 。

3.人员健康监测

(1)赛区在入口处设置健康监测点,对进入的每名人员开。展体温

监测、询问健康状况、核验健康码。健康码为绿码、体温测量不

超过 37.3C 者方可进入。体温异常者由医务人员用水银体温计进

行复测,体温复测异常(腋下体温≥ 37.3C)或有呼吸道症状的人

员,由驻点医务人员和疾控专家共同进行研判处置 。

(2)驻点医疗医务人员每日上午、下午对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展

2次体温测量、健康状况监测,并在“健康监测记录表”上作记录。

体温测量具体时间和地点由湖南红土体育确定。对发热(腋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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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37.3C)并伴有呼吸道症状的疑似人员,为其提供医用外科口

罩,及时送往临时隔离室,由医疗保障组联系救护车转送到望城区

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排查诊断。

4. 赛区清洁消毒

(1)赛区场所加强通风换气,建议暂停使用中央空调, 若有必要使

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必须预先进行专业清洗和规范消毒,并定时

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检查、换气、清洗和消毒。

(2)每天训练和比赛结束后,对球场地面、设施、赛区办公场所,酒

店大堂、客房过道等公共区域进行一次消毒。对赛区内高频接触

的物体表面,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水龙头把手、马桶按钮、洗

手台面等,可根据人流量增加消毒频次。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Omg/L 的含氯消毒剂,地面拖拭消毒,高频接触物体表面擦拭消

毒,含氯消毒剂作用 30 分钟后再用清水拖拭干净。 卫生间地面、

墙面可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消毒 。

(3)客房公共用品用具“一客用一消毒”,餐厅餐桌和餐具“一用一消

毒”,每日对餐厅环境进行全面消毒。

(4)随时进行赛区内的清洁,保证赛区内环境整洁,垃圾清运及时。

指定专人在有效防护(穿工作服、戴医用外科口罩、戴手套、鞋

套)的前提下统一收集废弃口罩,交由驻点医疗机构带回作医疗废

弃物处理。

5.用餐管理

一日三餐全餐为自助餐,赛事期间分人员类别、分区域分时段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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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就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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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保持开窗通风。餐厅入口处

设洗手设施或配备免水洗手消毒剂,供就餐人员洗手或手消毒,经

医护人员进行体温测量,确认无异常后方可进入餐厅。餐厅内指

定工作人员引导就餐人员有序取餐落座,避免面对面就坐,尽量避

免谈话交流并缩短就餐时间,工作人员监督就餐人员取餐全程佩

戴口罩(落座用餐时方可摘口罩)。严格餐厅进货渠道管理, 保证

食材新鲜安全,严格加工环节,生熟分开,食物彻底煮熟,避免发生

食源性疾病 。

6.个人防护

参加赛事所有人员,除因比赛、训练、用餐需要外, 必须佩戴口罩。

由赛区工作人员和驻点医务人员共同监督赛区内人员正确佩戴

口罩。酒店所有面客工作人员(前台、餐厅、客房等工作人员)必

须佩戴一次性手套,球童、场地服务人员、球员服务中心人员、

司线人员等为赛事服务时戴手套。餐厅工作人员穿工作服、全程

佩戴口罩、手套、帽子。

7.医疗保障

赛事期间由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排 2 名医护人员在赛区驻

点值,保障参赛嘉宾、运动员、工作人员身体发生不适时及时进

行应急处置救治。

8.应急处置

(1)赛事期间,相关人员若出现发热并伴有呼吸道症状者,由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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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组派专车送至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热门诊诊断。排除新

冠肺炎者,按常规诊疗程序进行诊疗;参赛运动员和裁判须由医疗

保障组评估其身体状况是否能继续参赛,若不需要留院观察的,返

回酒店后入住隔离房间。若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立即报告疾控

中心和领导小组副组长,疾控中心出动流行病学调查、新冠核酸

采样送检、指导终末消毒,领导小组副组长报告组长,按照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2)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疾控中心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工

作,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及时救治,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赛后疫情防控

由赛区疫情防控工作组对赛区、酒店进行全面清洁消毒,整理赛

事期间相关人员健康监测资料存档备查,追踪参赛人员健康状况

到赛后第 7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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