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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攀岩预赛
（资格赛）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织机构

组 长：张波志 华阴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高 峰 华阴市卫健局局长

成 员：田焕莉 华阴市卫健局副局长

潘安乐 华阴市卫健局副局长

孙会贤 华阴市卫健局党委委员

孙晓军 华阴市人民医院院长

孙 军 华阴市疾控中心主任

贠海东 华阴市卫生监督所所长

郭豪杰 华旅集团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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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四组”，“一办”为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组”分别为综合协调组、疫情防控组、医疗救治组、卫

生监督组。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田焕莉

副组长：孙 瑶

具体职责：负责赛事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动员、安

排部署、与赛事组委会对接和督促检查工作。

（二）医疗救治组

组 长：潘安乐

副组长：孙晓军

具体职责：负责赛事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研判及医疗救治

工作。

（三）疫情防控组

组 长：田焕莉

副组长：孙 军

具体职责：负责赛事期间疫情防控的技术指导、赛场的

环境消毒杀菌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四）卫生监督组

组 长：孙会贤

副组长：贠海东

具体职责：负责赛事期间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酒店住宿卫

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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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疫情防控总体要求

一、 赛事须成立赛事防疫工作小组，在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陕西省体育局、渭南市人

民政府指导下，由华阴市人民政府、华阴市新冠肺炎防疫指

挥部及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医生等部门人员组成，赛事工作机

构的技术代表为赛事防疫小组成员，同时华阴市新冠肺炎防

疫指挥部及专业的传染病医医生为防疫紧急响应协调机构

并委派专业防疫人员，对所有参赛人员公布小组机构和小组

名单及联系方式，同时设立疫情监控和帮助热线，并保证 24

小时畅通。

二、建立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科学的应对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攀岩项目预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机

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坚决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攀岩赛是在户外进行的非身体接触类体育运动，被普遍视为

疫情防控低风险项目。但是，参与赛事相关人群，如组委会

成员、参赛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技术官员、工作人员等，仍

应在赛事活动过程中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佩戴防护口罩，注

意面部、手部等的消毒与清洁工作，将新冠疫情传播的风险

降至最低。

三、建立以参赛队伍、各个工作部门为单位的赛事防疫

监督机制，由各参赛队伍和各部门负责人执行自身管理范围

内的防疫管理和统计。

四、参赛队伍和裁判员、定线员及其他参与赛事的工作

人员如发现本队或本部门出现疑似症状人员，应立即报与赛

事防疫紧急响应协调机构和技术代表，并立即隔离出现疑似

症状人员，等待并配合医务人员的医疗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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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事期间防疫措施采用抑制疫情传播渠道的方法，

即保证呼吸道清洁、手部清洁、人与人之间保持安全距离等，

对突发症状人员采取隔离留观，由专业医务人员确诊是否为

可传染性疾病并采取进一步措施。

六、赛事期间，即确认参加赛事时间点开始，所有参与

赛事的人员均处于疫情期间的隔离 14 日观察状态的隔离等

级，并在报到时携带并出示 7 日内核酸检测结果。

六、赛事期间，所有运动员、工作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区

域的进入都将进行健康码和体温的核查，核查合格人员方可

进入。

八、赛事实行分区管理，根据人员的岗位不同，划分绿

区、黄区。

1、绿区-绿色证件：竞赛区、隔离区、运动队、裁判员

酒店、餐厅、交通工具区域，人员包括：运动员、领队教练、

裁判员、核心工作人员、核心媒体、核心志愿者、卫生医疗

人员及与以上人员接触的酒店服务人员、司机。绿区人员需

持有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至赛区报到，到达赛区报到后，

渭南市外埠人员赛前由组委会安排统一再做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公布前需在指定区域临时隔离。根据总局最新办赛防疫

要求，绿区赛事工作人员和参赛人员应按照“应接尽接”的

原则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赛事期间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护工作。

2、黄区-黄色证件：绿区以外的其他闭环区域。人员包

括：除绿色证件以外的其他闭环管理的工作人员，包括但不

仅限于媒体、嘉宾、公安、消防、志愿者、卫生医疗、酒店

服务人员、场地安保、车辆司机、演出人员。黄区人员需持

健康码、十四天行程码至赛区工作。

九、所有参加赛事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在报到后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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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和部门为单位，按赛事防疫要求每日两次（早、晚）记

录所有人员体温。

十、所有赛事参与人员，在办理赛事报到后，不允许与

赛事无关人员接触。

十一、 赛事组委会应每日通报赛事防疫情况，并在所有

涉及到卫生、防疫的关键位置展示疫情介绍、全球和国内疫

情动态及防疫措施的宣传和细节。

十二、赛事公布疫情监督和突发的措施和处理方式。所

有人员按要求做到实时防护，体温监测做到每日两次上报，

如有发热（非接触时体温测量高于 37.3℃）或有其他咳嗽、

气短、失去味觉、嗅觉、喉咙肿痛、感冒、四肢疼痛等症状

时，应禁止代表队或工作部门成员进入赛事人员生活和工作

区域，出现症状人员将进入隔离观察状态。

十三、 如有参加赛事人员进入隔离观察，赛事组委会立

即发布赛事公告，与其有接触的人员应采取单独隔离并由医

务人员筛查。

十四、根据防疫医务人员确认的病情状况，比赛会继续、

延迟或取消。

十五、所有参与赛事的人员，必须按照赛事防疫要求上

报每日监测的情况，如有疑似症状应立即告知相关防疫联系

人，如有漏报、瞒报将由主管单位或部门进行处罚，影响严

重的将采取法律程序处理。

第二章 工作人员疫情防控指南

一、 绿区、黄区工作人员（含运动员、赛事组委会工

作人员、裁判员、媒体、嘉宾、志愿者、赛事保障人员等），

均适用于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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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赛事组委会须对参与比赛工作的上述所有工作人

员，建立健康档案。不同的工作人员群体，须明确疫情防控

责任人，负责与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进行沟通。

（一）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应保证在比赛期间每天进行

两次体温检测，体温合格者方可上岗工作。

（二）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如需乘坐飞机、火车等长途

交通工具前往、离开赛区，旅行途中须佩戴口罩，尽可能避

免与其他人员近距离接触。同时，应妥善保管个人购票信息。

（三）上述比赛工作人员，比赛期间均应入住赛区指定

酒店，统一住宿，统一就餐，统一出行。如有特殊情况，须

提前向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提交申请。

（四）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在比赛开始前至比赛结束期间

在比赛、训练场馆内均须佩戴口罩。

（五）上述比赛工作人员在赛区酒店就餐时，如条件允

许，应采用自助餐方式，尽可能分散就餐。

（六）上述比赛工作人员，日常应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勤洗手，尽量避免触摸公共场所可能被高频触摸的物体和部

位，注意室内通风。

（七）上述人员在赛区往返赛场、酒店时，必须统一乘

坐由赛区提供的车辆，并禁止其他人员搭乘。

三、 绿区、黄区工作人员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均须接

受核酸检测，检测合格方可参与赛事工作。

（一）绿区外埠工作人员

所有渭南市外埠运动员、裁判员、媒体、工作人员在接

到开赛通知后，赛前 7 天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检测均显示

合格后方可前往赛区。赛区报到后，由组委会组织统一核酸

检测，检测显示合格，方可出房间活动。赛区内实行闭环式

管理，不得离开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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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区本埠工作人员

赛前 3 天（绿区外埠人员报到前）须集中进行一次核酸

检测，检测均显示合格，方可在绿区工作。

（三）黄区工作人员

黄区工作人员进出工作区域需出示个人有效健康码。

四、比赛期间

（一）所有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须严格按照规定，在

规定区域活动，尽量减少与其他区域人员近距离接触。

（二）所有工作人员在比赛期间，须进行两次体温检测。

从进入赛场到离开赛场期间，所有工作人员须佩戴口罩。

（三）赛场除维持原有医护人员力量外，应与当地卫生

防疫部门协调，派出专业防疫人员在比赛期间常驻赛场。

第三章 场地疫情防控指南

一、比赛场地分绿、黄两个区域。绿区为竞赛区、隔离

区、热身区、领队教练区、医疗卫生区、媒体区、颁奖区；

黄区为观赛区、开幕式区、媒体区、医疗卫生区。绿区与黄

区需用两层硬隔离（2 米）区分。

二、比赛场地应于比赛开始前 4 天进行封闭，确保定线

员在隔离的环境中工作。同时，比赛场地应做好赛事期间进

入场地人员的体温检测和证件检查及健康码、行程码检查核

对的准备工作。

三、比赛场地的隔离区、比赛区、就餐区、嘉宾区及公

共卫生间应做好赛事期间每一轮比赛结束后的消毒工作。公

共卫生间须在赛事工作开始前一天开始做到每日消毒，保证

上下水通畅，尽量做到空气流通，并提供含酒精洗手液或含

酒精湿巾。

四、开、闭幕式所需的休息室和桌椅等物料，在使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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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内，必须经过消毒。比赛区域应设置封闭式的公共垃

圾箱，并且做到普通垃圾和医疗防疫垃圾分类投放。

五、隔离区、过渡区、热身区及比赛区应做到每轮比赛

结束后 1 次消毒，并保证空气流通，人员之间保证足够间隔，

同时准备足够的消毒洗手液或含酒精的湿纸巾。与比赛项目

或岗位无关的所有人员，不得进入上述区域。随队官员每次

只允许一人进入隔离区，所有在隔离区人员须佩戴口罩。

六、隔离区、过渡区的运动员使用的凳子，由运动员用

自己携带的沙滩毛巾覆盖以避免接触到其他人的汗液，运动

员离开时，将毛巾自行收纳。进入过渡区的运动员应使用酒

精消毒液。

七、嘉宾席、媒体区、教练领队区应区域划分清晰，并

有专门的安保人员负责。各个区域内应保证人员间隔 2 米，

在观赛期间佩戴口罩。同时保证各个区域每轮比赛结束后消

毒 1 次。

八、比赛场地内须有单独的用餐区域，区域内保证空气

通畅，并准备足够的消毒洗手液和含酒精湿纸巾。所有搬运、

发放餐食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护目镜和医用手套。用餐区域

内的桌椅应在更换使用人员时进行消毒。用餐须根据用餐区

域大小对人员限流，保证区域内的隔离间隔。区域内的用餐

垃圾应及时清理，不得有积压，垃圾收容区应保证清洁、干

燥和及时消毒。

九、比赛场地内仅提供开水和瓶装饮用水，瓶装水饮用

前须对其包装进行消毒。

十、因比赛场地内有大量的含酒精的卫生消毒用品，严

禁在比赛场地内非指定区域吸烟。

十一、在使用隔离区和比赛场地其他公共卫生间时，要

及时冲水，及时洗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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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绿区酒店疫情防控指南

一、赛事官方指定酒店供绿区人员使用。比赛期间官方

酒店不对外运营，进行封闭式管理，同时尽可能保证同一参

赛队人员入住同一楼层。

二、赛事官方指定酒店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保证赛事工

作开始时，对公共区域（如电梯、步行梯、酒店大堂、餐厅、

公共走廊及公共卫生间等）做到每日不少于 2 次的消毒。

三、酒店的相关工作人员需进行核酸检测，且绿区实现

闭环管理至解除期间，任何人员不得出入。

四、所有餐饮需进行防疫检测。

五、严格管控参赛队的出入，特殊情况由各参赛队领队、

教练员向组委会汇报后得到许可方能外出，外出后需有专人

陪同，外出后不得返回。

六、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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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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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装置以加强室内

空气流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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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所有参赛人员在酒店公共场所活动，必须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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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酒店应为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开设专门电梯，专梯

专用，在餐厅为各参赛队和各类工作人员设立专用就餐区

域。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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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让其佩戴好 N95 口罩后安置在隔离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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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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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

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工作服保持清洁卫生。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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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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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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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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