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 

疫情防控及医疗保障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体育行业的恢复与发展，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切实做好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维护活动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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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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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体育场地设施和体育赛事活动有关事

项的通知》（粤体群〔2020〕37 号）以及《中国网球巡回赛疫情

防控指南》的内容，现制定《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

疫情防控及医疗保障工作方案》，请所有参加本站赛事的人员共

同遵守和执行。 

一、工作目标 

有序组织、科学防控，严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全力保障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参与人员身体健康。 



 

 

二、活动情况 

（一）时间：2020 年 11 月 7 日-14 日 

（二）地点：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 

（三）赛事项目设置、参赛规模：赛事设有男单、女单、男

双、女双四个项目，并将配备嘉年华活动。每日参与人数将严格

控制在 1000 人以内。 

三、主办、承办、协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中国网球协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  

广东省体育局 

广州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 

广东省网球协会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体育局 

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区网球协会  

（四）运营单位 

北京中网巡体育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粤球人体育有限公司 

（五）执行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体育发展中心 

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 

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区网球协会  

四、成立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一）为确保有效防控疫情，赛事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建立

全面的疫情防控责任体系，组织协调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保障

相关工作。 

组  长：刘  石   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何宇鸿   广州市黄埔区体育局局长 

郭  杰   广州市黄埔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成  员：贺东波   广东省网球协会副主席 

许  逊   黄埔区体育局副局长 

         黄埔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广州开发区医院院长 

黄埔区疾控中心主任 

（二）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小组 

1.由中巡赛、广东省竞赛中心、广东省网球协会共同成立赛

事人员审核工作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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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参赛运动员档案等工作。 

组  长：周兵、吕 璇  

副组长：黄伟龙、黄颖诗 

成  员：李斯敏、叶倩仪  

2.成立赛事人员现场管理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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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参赛运动员火

车站、机场到达酒店的闭环管理；组织运动员入住酒店、核酸检

测； 按照防疫要求负责参赛运动员酒店、酒店至赛场的闭环管理。 

组  长：贺东波 

副组长：黄华文、黄颖诗、陈祺 

成  员： 李斯敏、叶倩仪、李聚鑫 

3.成立赛事医疗保障组。负责做好赛事期间的医疗救护和紧

急救治工作；负责组织运动员、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 

组  长：郭  杰、黄华文 

副组长：杨斌、黄埔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成  员：黄埔区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黄埔区卫生健康局公

卫科科长、李聚鑫  

五、赛区封闭措施 

为保障赛事顺利举行，本次赛事采用赛事人员封闭管理，参

加活动的社会人员采取有限制方式管理，定向邀请、定量定时向



 

 

社会开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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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与赛事的各类人员，在到达赛区即进入封闭时段，

直至该名人员比赛结束或工作任务结束。 

（三）入口配置安检人员，24 小时安排安保人员。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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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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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赛区不接受餐饮类外卖递送。 

六、赛前疫情防控措施 

（一）赛区防疫准备 

1.赛区全面消毒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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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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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黄埔区疾控中心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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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地的公共交通工具起始至离开赛事所在地城市止。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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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球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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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核酸检测结

果，于 11 月 3 日(星期二)前报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进行审核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周兵，18998998191)。 

（二）参加/到访的赛事人员到达赛区前 

1.报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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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访前及抵达 

（1）参赛人员及随行人员，报名时须提交健康信息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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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粤康码”。 

（2）其他到访人员，需在出发前提交健康信息表、健康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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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提交制证申请。在到达赛区完成核酸检测后，必须在隔离的客



 

 

房等待至核酸结果出报告后，方可视作获批领取赛事证件并进入

赛区。 

（3）赛事人员审核工作组确定参赛人员名单后，将名单发至

赛区竞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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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的时间、方式等信息，在到达日期 3

日前发送至上述邮箱，邮件命名方式：【2020 广州网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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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赴赛区 

建议：采用航空出行方式到达广州。主办方会安排车辆前往

广州南站、广州白云机场接运动员到达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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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行政区域外的参赛人员需携

带 7 天有效期内，出发当地的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报告单。为免交

叉感染，赛会不提供毛巾，由运动员自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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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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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星期日） 

比赛场地准备完毕，疫情防控人员、

本地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志愿者

到岗 

 

11 月 2 日 

（星期一） 
赛事官员、外地服务团队到达赛区  

11 月 3 日 

（星期二） 
预选赛球员到达赛区  

11 月 4 日 

（星期三） 
预选赛球员到达赛区  

11 月 5 日 

（星期四） 

正选球员、嘉宾、裁判员、司线员、

媒体工作人员报到 
 

11 月 6 日 

（星期五） 

正选球员到达赛区，启动仪式 

赛前各岗位检查及调整 

预选赛抽签并公布战表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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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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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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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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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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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星期四） 

男子、女子单打八进四 

男子、女子双打八进四 
16 场比赛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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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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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离会  

 

2.赛区核酸检测 

（1）根据上述分批到达时间，由赛区黄埔区疾控中心对参赛

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定性检测。 

（2）已通过赛事人员审核小组审核通过的广州本地工作人员

及运动员，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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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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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取样及结果出具时间：开赛前每天两次，分别

是 7:00-9:00（当天下午 5 点前出结果）、16:00-19:00（次日 8:30

前出结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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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调整): 

1.住宿（暂定）：广州翡翠希尔顿酒店、广州高新国羽木莲

庄酒店。 

2.用餐(对应不同人群进行分次/分批就餐。餐厅就餐座位需

空一位。 

3.比赛场地：中心场、1-6、9-11 号外赛场，备用 1-3 号室内

场。 

七、赛中疫情防控措施 

（一）消毒 

1.每日两次在当天训练、比赛结束后对赛区球场、球场设施、

办公场所及功能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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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入住期间在清洁客房期间必须对房间进行全面消毒。 

4.餐厅执行餐桌一用一消毒，餐后对餐厅环境进行全面消毒。 

5.各入口处放置含有 75%酒精的免洗消毒液（餐厅入口处，各

球场入口处等区域）。 

（二）测温 



 

 

1.身体健康监测，每日至少 2 次监测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体

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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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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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赛场设立临时隔离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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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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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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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至 10:00；午餐：11:30 至 14:30 时；晚餐：18:00

至 20:00 时。 

其中午餐在赛场餐厅进餐，超过 14:30 分后，由餐厅提供以

单份形式供餐；晚餐除赛场外，在官方酒店设专区供餐，在超过

20:00 后，采用单份形式供餐至 22:00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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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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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进行消毒清洗。 

（九）手套 

1.酒店所有面客工作人员必须佩带一次性医用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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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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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消毒处理。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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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赛后跟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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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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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离开赛区的人员，个人健康档案由黄埔区疾控中心保

管，以备后续查阅。 

（四）自驾车离开的人员，祝您一路顺风。 

 

 

 

 

 

 

 

 

 

 

 

 

 



 

 

附件 1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 

个人健康档案记录表 

编号： 

姓名  身份证  
照片 

粘贴处 
居住地  

性别  手机  

出发地 

核酸检测 
 

赛区 

核酸检测 
 

到达方式  离开方式  

体温 

检测记

录 

11 月 3 日 早  晚  

11 月 4 日 早  晚  

11 月 5 日 早  晚  

11 月 6 日 早  晚  

11 月 7 日 早  晚  

11 月 8 日 早  晚  

11 月 9 日 早  晚  

11月 10日 早  晚  

11月 11日 早  晚  

11月 12日 早  晚  

11月 13日 早  晚  

1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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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2020 中国网球巡回赛 CTA800 广州站   

健康信息表 

 

姓 名  电话  

身份证号  

常住地详细

地址 

 

目前健康状况  

一个月内是否有发热  

既往病史  

一个月内是否有出境、出国情

况 或去过疫情高、中风险地区

（若有，详细说明时间、地点） 

 

一个月内是否有与境外、国外

往 返人员密切接触情况（若

有，请详细说明时间及相关情

况）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确保真实准确，如因瞒报漏报造成严重后果，将依

法依规追究责任。 

 

本人签名：                          日期： 

 

 



 

 

 

 

广州穗康码: 

 

 

 

 

 

 

 

 

 

 

 

 

注：请扫描二维码生成本人健康码，截图与表格一并提交 



 

 

附件 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 
 

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居住地(详细地址): 

为实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在中 国网

球巡回赛开赛之际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无发热咳嗽、乏力等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症

状。 

二、本人近期未接触过感染病者，未到过疫情高发地区，

也未接触过疫情高发地区人员。 

三、本人严格配合入场人员的体温检测工作、入场时及入场后

一直佩戴专用口罩、谈话和休息时保持适度距离、不与 任何人

员有密切接触、勤洗手、不扎堆就餐、不面对面就餐、 避免就餐时

说话、工作及休息场所随时保持通风、废弃口罩 按要求丢到

专用废弃口罩收集桶等防止疫情传播和感染的措施。 

四、积极学习病毒传播方式、危害及症状、相关防护措施、 疫

情防控指南，如实上报行动轨迹和相关需求信息，做到不 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 

五、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承诺条款，如本人因主观原因隐 

瞒、谎报、乱报已接触疫情感染病患及疑似病患或其他相关防

疫信息的，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签字并按手印） 

 2020 年 月 日 



 

 

附件 4 

赛事相关人员疫情防控要求 
 

一、参赛球员在报名成功并被接受参赛后，要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提交本人健康信息和健康码绿码。填写信息必须实事求

是，如弄虚作假要负相应法律责任。 

二、广东省外的人员应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至少

在开幕式前 3 天到达赛区，到达赛区后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省内

人员到达赛区后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上人员核酸检测 阴性、健

康码绿码、体温正常方可参赛或上岗。 

三、提前做好赴赛区途中的疫情防控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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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确保无中转的来自 境外的人

员。 

四、赴赛区途中，必须全程佩戴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每人随

身携带酒精湿巾(如在触摸电梯、搬运行李、办理登机手续等后

及时消毒)。途中如遇到密闭的、流通性差的空间，如乘坐飞机(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大飞机)，尽量避免餐饮，不摘口罩,

降低风险。如乘坐高铁,应尽量与其他人群保持距离。在条件允许

的前提下，采用自驾等陆路交通方式前往赛区。 

五、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交通工具时，应妥善保留票 务

信息。如遇到疑问或突发情况，可及时与相关航空公司铁路公司



 

 

服务热线进行联系。 

六、旅行途中，应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场所可能被高频触 摸

的物体和部位，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饮食。 

七、参赛人员抵达赛区指定酒店后,所有人员必须在酒 店接

受一次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报告出来前，所有人 员必须

留在房间内。检测合格后，方可获得参赛资格并在封 闭的赛区

范围内活动。 

八、比赛期间赛事相关人员必须全部入住赛区指定酒店， 统

一住宿，统一就餐，统一出行,实行封闭管理，各类人员 只能在

封闭区内的指定区域活动。 

九、在赛区就餐时，应按照安排在指定的时段和专用区 域

就餐，轮流就餐、错时就餐。避免面对面就餐，尽量避免 谈话

交流并缩短就餐时间。 

十、在赛区内活动(包括就餐、乘坐电梯等)时，应尽量 避

免与其他人员发生近距离接触。乘坐电梯时佩戴口罩，与 同乘

者尽量保持距离。按电梯按键时，可以用面巾纸或消毒 纸巾隔

开,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触碰后也要及时洗手。 

十一、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区

域可能被高频触摸的物体和部位。注意室内通风。 

十二、在比赛期间每天进行两次体温检测，体温正常者方可

竞赛或上岗工作。 



 

 

十三、除比赛、训练、就餐(落座后)外，赛事所有相关人员

须佩戴口罩。 

十四、赛后记者采访、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时，媒体记 者

均须佩戴口罩。球员也须佩戴口罩，参加发布会的球员、记者均

须分散就座。 

十五、竞赛过程中相关人员严格遵守《2020 中国网球巡回

赛疫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中规定的竞赛疫情防控具体要求。



 

附件 5 

酒店疫情防控指南 

 

一、所有参赛人员，须入住赛区指定酒店。指定酒店应

尽可能保证参赛人员入住同一楼层。 

二、赛区指定酒店须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与赛区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保持沟通，同时制定出酒店疫情防控管理制 

度和应急机制。 

三、赛区指定酒店房间要确保通风条件良好，在自然通

风的同时，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

空气流动。 

四、酒店入口处设立体温检测岗,对进入人员进行体

温 测量，必要时进行复测。如发现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人员，

应及时登记、与相关团队疫情防控责任人联系。酒店大堂

等 明显位置可摆设免洗洗手液。 

五、所有参赛人员在酒店内公共场所活动，必须佩戴

口罩。 

六、酒店应为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开设专用电梯,专

梯专用，在餐厅为各参赛人员和各类工作人员设立专用就餐

区域。 

七、酒店内应专门设立隔离室，并配备防护服、N95 口



 

罩等专业防护物资，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须第一时 

间让其戴上 N95 口罩后安置在隔离室病例隔离，并及时通报

专业卫生防疫人员，由专车送当地发热门诊处置。 

八、酒店工作人员实行每日健康监测制度,体温低于 37.3

度者方可上岗工作。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须佩戴口單， 注

意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工作服保持清洁卫生。 

九、酒店应做好日常健康防护工作。 

(一)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示，并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 

新冠肺炎防控知识。  

(二)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在公共场所醒目

位置增设有害标识垃圾桶，用于投放使用过的口罩。 

(三)洗手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提供洗手液，保证水龙头

等设施正常使用。  

(四)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要加强清洗和消

毒。 

十、酒店餐厅在提供餐食服务中，必须保证环境卫生

良好，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良好。  

十一、酒店餐厅应严格餐厅进货渠道管理，不得使用来源

不明的家禽、家畜，严禁采购食用野生动物。加工环节严格生

熟分开，保证食材新鲜，食物应彻底煮熟，以杀死任何 可能

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细菌。 



 

 

 

 

赛场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