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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 U 系列通讯赛“多威杯”山东赛区系列赛

疫情防控预案-参赛人员部分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的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本次赛事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进行，现

结合本次赛事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疫情防控预案。

赛事基本信息如下。

赛事地点：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小清河北路 11001 号）

赛事时间：9 月 05 日-06 日短跨接力项目

9 月 12 日-13 日 中长跑（障碍）项目

赛事人数：严格依据中国田协相关规定，每场比赛参赛人数

控制在 500 人以内

赛事指定住宿地点：济南泉盈酒店

赛事组委会联系人：刘杰晶 13953162010

赛事疫情防控小组联系人：衣玉涛 15910102679

一、参赛人员旅行疫情防控措施

（一）赴济前

1、参赛人员根据参赛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将参赛人员

（运动员、教练组成员及随队任何人员下同）名单报给赛事

组委会和赛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须提供出发地报到前 7 日

内（含报到日）的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证明需注明

本人身份证号码或国务院客户端核酸检测证明电子版），并

将检测结果带到赛区。各参赛人员须保证做过核酸检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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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停留在相对封闭的酒店。

2、下载“绿色健康码”每天登记打码

参赛人员到济南报到时，赛事工作人员对所有人员扫健

康码和行程码，进行健康状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查验，所

有参赛人员下载目前居住城市的“绿色健康码”小程序，填

写相关信息，做到每天登录打码。

3、在前往济南比赛前，各代表队负责人对所有参赛人

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并严格各项纪律。

4、在报道时，赛事工作人员向参赛人员发放参赛证，

赛时凭证出入酒店、场地。

（二）旅行途中

1、参赛人员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交通工具包括在市

内乘坐交通工具时，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尽可能佩戴一次

性手套。

2、参赛人员乘坐飞机、高铁等长途交通工具前往济南

时，应尽可能购买相对集中区域的机票、车票，避免与其他

人员近距离接触，同时参赛人员应尽可能分散就座。如为单

独出行，应尽量避免与其他人员近距离接触。

3、所有参赛人员乘坐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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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与相

关航空公司、铁路公司服务热线进行联系。

4、旅行途中，应避免接触公共场所可能被高频触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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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和部位，避免在公共场所饮食。

二、参赛人员住宿、餐饮疫情防控措施

（一）大赛组委会安排酒店工作人员协助专业医疗人员

在报到前三天，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对

酒店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工作，并留存消毒消杀的具体记录；

正式比赛日做到每天两次消毒，并留存消毒工作具体记录。

酒店消毒记录表（以 9 月 5 日短跨举例）

时间 大堂 房间 餐厅 公共区域 负责人签字

9.1
上午

下午

9.2
上午

下午

9.3

9.4

（二）比赛期间，参赛人员在酒店的住宿、饮食、出行

均遵循指定路线（济南泉盈酒店-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

除参赛、集中训练外不允许其他出行，避免近距离接触与比

赛无关人员。

（三）参赛人员在赛区住宿期间，实行相对封闭管理。

除了按计划统一去场地进行训练、比赛外，所有参赛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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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离开酒店和酒店内指定的活动区域。如确需外出，必须得

到赛事组委会、赛区疫情防控部门的批准。

（四）参赛人员在赛区指定餐厅（济南泉盈酒店餐厅）

就餐，按照赛区安排在专用区域就坐。就餐期间避免面对面

就餐，尽量避免谈话交流并缩短就餐时间。

（五）参赛人员在酒店内活动（包括就餐、乘坐电梯、

楼梯等）时，应尽量避免与其他人员发生近距离接触。

1、乘坐电梯时佩戴口罩，与同乘者保持距离。

2、在电梯间配备足量抽纸、消毒纸巾、免洗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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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赛人员在济乘坐市内交通时的疫情防控措施

（一）所有参赛人员在抵达、离开济南时，在通行期间

必须佩戴口罩，及时用免洗消毒液擦拭手部，记录自己的乘

坐时间、同行人员、车辆车牌号等信息，并将信息报给赛区

疫情防控小组。

(二）比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必须统一乘坐赛区组委

会提供的、经过消毒的专用车辆往返训练、比赛场地，并禁

止与比赛无关的其他人员搭乘。上下车过程中，尽量减少与

其他人近距离接触。每次乘车前往训练场和比赛场，上车前

必须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才能上车。

四、参赛人员在比赛、训练时的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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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天对所有参赛人员进行至少三次体温检测,由参

赛队工作人员负责每天三次(上午、中午、晚上)检测并做详

细记录。参赛运动员应自备个人用品（毛巾、水壶等），个

人用品不要交叉使用。

（二)做好赛场消毒工作。比赛开始前和结束后，赛区工

作人员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对设施设备

等竞赛用品等用进行全面消毒。

(三)在比赛场地为参赛人员设立专门入口、通道，由专

门出入口凭参赛证进入比赛场地、体能测试的场地，所有人

员须进行体温检测，低于 37.3 度者方可进入比赛场地、体

能测试的场地，随后沿专门通道【运动员、教练员等参赛人

员专门通道】进入场地。比赛结束后,运动员沿专门通道、

专门出入口离开赛场、返回驻地。

(四)在比赛场地、体能测试场地设置足量专门隔离室,

并配备专业卫生防疫人员，在比赛、训练时如参赛人员出现

感冒、发热、咳嗽等状况,尤其是体温≥37.3 度者, 将情况

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以备采取进一步相关措施。赛

场疫情防控责任人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第一时间为其

佩戴 N95 口罩，带至隔离室。及时做出初步判断，不能排除

的，由 120 送至指定医院发热门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发热

门诊）就诊。

(五)比赛期间，如参赛人员出现其它伤病需要赴医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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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疫情防控责任人将第一时间上报赛区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并在送医过程中，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2020 年全国 U 系列通讯赛“多威杯”山东赛区系列赛

疫情防控预案-比赛日部分

一、比赛当日开赛前防疫措施

1、运动员乘坐的大巴在使用前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彻底的消毒。在比赛日根据使用

情况，一用一消毒，总计每日消毒三次。消毒后至运动员出

发前，不应有其他人员再行进入大巴。司机应确保根据赛区

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上车前使用免洗消毒用品洗手。

2、参赛人员抵达济南市体育运动学校时，各入口处的

工作人员，使用额温枪检查进场人员体温，对体温高于 37.3

度者劝退，如发现有进一步身体症状者，及时报告赛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

3、参赛人员抵达后，应通过运动员专用通道进入场地，

运动员专用通道内应无其他人员，进入专用区域（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专区）的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4、赛前热身时各参赛人员错峰进出比赛场地，避免人

员聚集。

5、运动员在比赛场地内避免交谈，保持一米以上的安

全距离。

6、在比赛场地内避免吐痰，如确因生理原因需要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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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呕吐等，场地医务人员将提供一次性纸袋，在确保远离他

人的情况处理。

二、比赛中防疫措施

场地设有专门的隔离室，一旦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将第一时间让其戴上 N95 口罩

后安置在隔离室，并及时通报驻赛场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由 120 送就近医院发热门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发热门

诊）处置。

三、比赛后防疫要求

在确保参赛人员不与其他人员有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

离开体育场，并安排安保人员对场地进行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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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 U 系列通讯赛“多威杯”山东赛区系列赛

疫情防控预案-场地部分

一、场地防疫赛前准备

刘晓飞 13953161630 对日常进入济南市运动学校的工作

人员建立健康档案，并从测试赛前三天起进行健康监测，每

天三次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一）室内场地保证每天做好通风工作

室内场地每天通风不少于两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二）室内场地保证每天做好消毒工作

1、工作人员在赛前用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

消毒剂对场地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并在赛前三天起每天对室

内地面消毒两次。

2、尤其注重场地内卫生间的消毒，工作人员用含有效

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对卫生间的墙面、地面、洗

手池、便池等每天至少清洗并消毒两次。

场地消毒负责人员张鸿昊 13853165022

场地消毒记录表（以 9.5 短跨举例）

时间 比赛场地 卫生间 器材 负责人签字

9.1
上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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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上午

下午

9.3

9.4

（三）保洁和工作人员须每日按时更换自己的防护用

品，必须佩戴口罩。

（四）体育场馆内设立有废弃口罩标识的处置桶，孙凯

18553921399 负责每天对废弃口罩处置桶进行消毒。

二、场地安保人员的疫情防控措施

刘晓飞 13953161630 对参加赛事的所有安保工作人员建

立健康档案。

1、赛区对所有安保人员须建立严格的工作人员健康档

案，并从测试赛前三天起进行健康监测，每天三次对工作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

2、根据赛区实际人数和情况，购置足够的额温枪(酒店、

场地出入口、检录处)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品。

3、对所有参加安保工作的人员进行新冠肺炎疫情知识

培训以及额温枪、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品使用培

训，保证规范使用。

三、比赛场地、体能测试的场地进行严格的区域划分

场地内分：竞赛区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记

录台人员等 300 人左右，除运动员外均须佩戴口罩；机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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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其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确保运动员、教练员、裁判

员等减少与其他人员近距离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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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 U 系列通讯赛“多威杯”山东赛区系列赛

疫情防控预案-酒店部分

秦娜 15054170573 对在酒店的工作人员建立健康档案，

并从赛前三天起每天三次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留存

记录。根据赛事实际人数和情况，购置足够的额温枪、口罩、

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品，并培训工作人员正确使用额温

枪、消毒液等工具。

（一）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示，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

传。

（二）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在公共场所

醒目位置增设有废弃口罩标识处置桶，用于投放使用过的口

罩。

（三）洗手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提供抑菌洗手液，保

证水龙头等设施正常使用。

（四）公共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在赛前三天起用

含有效氯浓度为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全面消毒消杀，

每天消毒不少于三次。

（五）酒店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葛绍芳 13854154033 每日

检查餐厅的环境卫生情况和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并留存记

录。

（六）赛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将协助餐厅严格执行市场

监督管理局和赛事相关要求，对食品供应商生产许可证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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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合格证进行严格审查；禁止采购内源毒性食品、野生动物、

野菜、野生蘑菇、海产品等食品原材料；并按照运动员餐饮

标准制定菜品，严格做好食品留样工作。负责人：经理马琳：

17156773222

（七）在酒店设置专门隔离室，并配备专业疫情防控人

员，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即向赛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郭金

铭（18953183333）汇报，并由 120 救护车转运至发热门诊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济南市田径协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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