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修订版）的通知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各成员单位：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市新冠

肺炎防控指挥部同意，现将《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修订版）》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修订

版）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组

（代章）

2022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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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修订版）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和参展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根据航展执委会的

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坚持“提级指挥、科学研判、

精准施策、快速处置、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原则，通过多次

疫情风险研判，突出三个重点圈层，实行人员和场所分类管控，

强化重点场所监测和远端查验，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等措施，切实

做好航展活动前期和航展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预防本

地疫情发生和防止疫情输入，为航展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二、组织架构

（一）成立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领导组

组 长：朱 宏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黄志豪 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陈祝生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

林立丰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二级巡视员

杨 川 珠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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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晨 珠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成 员：罗震旻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监督处处长

林 矛 广东省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钟昱文 广东省疾控中心消媒所副所长

黄 芸 珠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笑东 珠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徐超龙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林粤海 珠海市委军民融合办常务副主任

王放达 珠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朝晖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闫卫民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

张华伟 珠海市接待办主任

刘 军 金湾区人民政府区长

梅文华 珠海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孙洁峰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职责：负责组织开展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处置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珠海市卫生健康局，由徐

超龙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张瑞珊副局长任副主任，成员为以下单

位各 1名分管领导，包括：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香洲区、金湾

区、斗门区、高新区、鹤洲新区，市委宣传部、市委军民融合办

（市航展局）、市委网信办、市委外办、市委台港澳办、市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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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拱北海关、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市疾控中心、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航展公司）、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中国移动珠海分公司、

中国联通珠海分公司、城轨珠海站。

（二）设置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现场指挥中心

成立疫情防控现场指挥中心，并指定 1名市政府副秘书长负

责现场协调，公安、卫健、交通、政数、疾控、金湾区在航展中

心现场合署办公，下设综合协调组、疫情处置组、核酸检测组、

转运隔离组、医疗救治组，信息共享、实时监控和调度，负责统

筹航展疫情防控工作，定期分析研判疫情形势，动态调整疫情防

控策略和措施，监控各个场馆、固定场所瞬时人流量、人员名单，

发生疫情立即响应，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追踪管控

风险人群。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疫情风险评估。成立珠海市疫情风险评估组，邀

请国家、省参与指导，针对航展不同时间节点开展专题风险评估，

航展前 1个月开始每周开展一次专题评估，从 11 月 1 日起开始

每天开展一次专题评估，11 月 4 日和 7 日分别召开省、市疫情

联合研判会议，及时提出防控措施建议。

（二）制定疫情防控指引。针对本届航展相关场所、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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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措施分别制定疫情防控指引。

（三）强化监测预警力度。在常态化监测的基础上增加对航

展相关人员、航展相关场所的疫情风险监测，加大对公共场所、

环境监测力度，增加高频接触物的监测频次。

（四）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省卫生健康委派出专家指导组，

对航展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指导。珠海市派出疾控、卫生监督等专

业队伍提前介入，对展馆、接待酒店、论坛、会场、餐厅等场所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进行指导。

（五）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建立航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采

样检测、防疫消毒消杀、负压救护车转运、医疗救治等应急队伍，

及时处置突发事件。

（六）做好航展防疫宣传。提前做好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发布

和宣传工作。针对航展人群特点，制作和发布相应的防疫宣传指

引和温馨提示等。

四、主要工作

（一）加强航展前风险评估

结合全国和我省新冠肺炎防控形势，省市疫情风险联合评估

组及时提出活动举办建议及防控措施供航展执委会参考及研判，

由航展执委会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1.11 月 1 日至 7 日期间珠海市出现规模性疫情，经省市疫

情风险联合评估组分析研判风险极高，可提出暂缓举办或线上举

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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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1 日至 7 日期间珠海市出现本土疫情，省内多个地

市或周边地市出现规模性疫情，经省市疫情风险联合评估组分析

研判风险较高，可在落实限制入场人员规模、提级管控等措施基

础上，如期举办。限制入场人员规模、提级管控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方面：

（1）按风险等级逐步加大限制进场参展和观展人员规模；

（2）专业论坛改为线上举办；

（3）缩短飞行表演时间，减少观展人员在场内停留时间；

（4）对热门场馆实行馆内参展时间限制和强化人流疏导；

（5）观展人员 7天内无珠海以外地市及珠海风险地区的行

程轨迹；

（6）取消公众日。

（二）加强人员风险管控

有以下情形的原则上不能参加航展或从事相关工作：

1.入场前 7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其中

副省级城市、直辖市按镇街划分）或重点关注地区（经珠海市疾

控中心研判确定，具体可查询“珠海疾控”公众号）旅居史的人

员。

2.核查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人员。

3.入场前 7天内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

切接触者接触过或共同暴露过。

4.入场前 7天内有下列症状之一未就诊排除新冠肺炎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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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

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5.入境人员未按相关要求完成集中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等

措施。

6.无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三）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

全市实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扩大监测范围，加大监测力

度。具体如下：

1.强化重点场所防控。按照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的通告执

行密闭场所、公共场所凭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进入，景区、公

共场所、超市、餐厅、娱乐场所等落实“行程卡必查、场所码必

查、体温必测、口罩必戴、消毒必做”。11 月 1-13 日入住酒店、

宾馆、公寓、民宿须持有“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24 小时内核酸采样记录（证明）”，对

入住人员严格实行体温检测、查验场所码及行程卡。进入美容院、

按摩水疗、棋牌室、麻将馆、网吧、酒吧、KTV、健身房、游戏

厅、密室逃脱（剧本杀）场所须持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

采样证明；进入剧院、电影院、体育馆、游泳馆、理发店、旅游

景点室内场馆等密闭场所须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采样

证明。所有人员（中小学生及儿童除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须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2.强化重点人群防控。保持多点触发预警监测系统的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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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7日，对金湾区三灶镇、红旗镇、斗门

区白藤街道、横琴粤澳深合区（共约 41 万人）开展每天 1轮全

员核酸检测；对曾发生疫情的重点社区（村）开展 1轮滚动式全

员核酸检测。各区在“两站一场一港口”、公路卡口、大型空旷

场所等设置核酸采样点并向社会公布，提供便民服务。重点行业

人员加密核酸检测频率，11 月 1 日起至航展结束，对医疗机构

所有人员以及邮政快递、未封闭管理的建筑工地从业人员落实每

天一检；对人员流动性大、接触面广的餐饮（含集中供餐单位）、

酒店、交通、物流、产业园区、农贸市场、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封

闭管理的建筑工地等行业从业人员落实 2天 1检；学校教职工、

学生按照每天 30%比例开展滚动式核酸检测。

（四）强化区域风险管控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强化重点机构、重点场所、重

点人群疫情监测，做好三个圈层风险管控。具体如下：

1.守住全城防线。11 月 1 日开始至航展结束，将全市作为

警戒区，进一步强化国内高、中风险区所在县（区、市）来珠返

珠人员落地排查，落实核酸检测和人员管控，实行日清日结。社

区和单位加强主动排查，发现有上述人员及时采取管控措施。

2.把好重点关口。11 月 1 日开始至航展结束，凡是从省外

经珠海机场、珠海城轨站、长途客运站和九洲港来珠返珠人员实

行落地免费核酸检测，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对嘉宾、参展商所

住的接待酒店及周边区域加强监测。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7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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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金湾区三灶镇、红旗镇、斗门区白藤街道、横琴粤澳深合

区（三镇一区共约 41 万人）开展每天 1轮全员核酸检测；对曾

发生疫情的重点社区（村）开展 1轮滚动式全员核酸检测。

3.严控核心区域。11 月 1 日开始至航展结束，将珠海机场

附近的海澄村、木头冲村辖区划定为核心管控区域（东至金海东

路和海滩路交界处，西至眼浪山隧道口近机场方向，南至海边，

北至海澄村后面的山体）。对核心区域的居民（约 12498 人）统

一实行核酸检测 7天 5检，第 1、3、5、6、7 天核酸检测（其中

第 6天为三镇一区核酸检测），强化外环境和污水监测。对进入

核心区域的人员需查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根据疫情形

势调整珠海机场进港、离港防控措施。

（五）强化航展相关人员健康管理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邀请、谁负责”和“谁派出、谁

监测；谁组织、谁负责”原则，落实“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责任

第一人”，加强航展相关人员健康管理。具体入场要求如下：

1.专业日

（1）主管单位（邀请单位）落实名单管理：实行健康管理

“一人一档”；原则上集中居住“两点一线”管理。

（2）非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其中副省级城

市、直辖市按镇街划分）和非重点关注地区的来珠人员，要落实

远端健康监测管理，实行承诺备案制。抵珠前 7天每天在粤康码

进行健康申报，抵珠前 3天完成 3天 2检，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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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证明入场。

（3）7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其中副

省级城市、直辖市按镇街划分）或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原

则上不能参展。因工作确需参展的，实行严格审批备案制。提前

向主管（或邀请）单位报备，明确离开重点地区时间及抵珠时间，

抵珠前 7天每天在粤康码进行健康申报，抵珠前 3天完成 3天 2

检。具体审批流程见附件。

（4）进入航展中心须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和 24 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全程佩戴口罩。进入各场馆需扫各场馆场所码。

（5）本地人员入场前需完成 3天 2检。

2.公众日

（1）来珠人员要落实远端健康监测管理。抵珠前 7天每天

在粤康码进行健康申报，要求抵珠前 3 天完成 3 天 2 检，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场。

（2）为降低跨省流动疫情风险，7 天内有省外中、高风险

区所地市或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不能参展。省内其他地市

中、高风险区所在区或重点关注地区来珠人员，按要求落实相应

健康管理措施后（具体管理措施可查询“珠海疾控”公众号），

可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场。

（3）本地人员入场前需完成 3天 2检，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入场。

（4）进入航展中心须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和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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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核酸阴性证明，全程佩戴口罩。进入各场馆需扫各场馆场所码。

3.航展前

布展工作人员

为加强布展期间的风险管控，确保如期开展，严格落实以

下措施：

（1）入场前 7天每天在粤康码上进行健康申报。

（2）主办单位和参展商落实名单管理：实行健康管理“一

人一档”；实行集中居住“两点一线”管理。

（3）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或重点关注地区

来珠布展工作人员，来珠前向航展公司报备，明确离开重点关注

地区时间及抵珠时间。人员抵珠后要落实相应健康管理措施，抵

珠未满 3天不进入航展中心，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场。

（4）非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或非重点关注

地区来珠布展工作人员，抵珠前三天完成三天两检，抵珠后落地

核酸阴性，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场。

（5）进入航展中心须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和 24 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全程佩戴口罩。

（6）从 10 月 24 日开始，核酸检测 1天 1检。

接待酒店工作人员

（1）接待任务启动前 7天每天在粤康码上进行健康申报。

（2）接待酒店落实名单管理：实行健康管理“一人一档”；

执行接待任务期间实行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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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 10 月 24 日开始，核酸检测 1天 1检。

（六）实行场所分类风险管控

1.会场（开幕式及航展论坛等）

（1）在疾控部门指导下，提前对开幕式会场进行一次彻底

清洗消毒。航展论坛等其他会议活动前，需提前对会场和空调系

统行一次彻底清洗消毒，会场需保证通风，消毒对象和内容包括

空气消毒、物表消毒等。

（2）航展论坛等会场入口设置红外线测温门，设置人群分

流路障，提供口罩和免洗手消毒液等。

（3）入场人员隔位就坐，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米以上安

全距离。

（4）航展论坛等会场旁边设置临时观察室。

（5）会场内视频监控全覆盖。

（6）航展论坛等活动要控制规模和数量，原则上参加人数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0%。

2.展馆

（1）展区检票口应设置一段缓冲带和降温设施，设置若干

红外线测温门，设置人群分流路障，提供口罩和免洗手消毒液等。

（2）在疾控部门指导下，航展前需对展馆和展馆空调系统

进行一次彻底清洗消毒，展馆需保证通风，消毒对象和内容包括

空气消毒、物表消毒等。航展期间加大对高频接触物品的消毒频

次，并对消毒效果进行检测监控。



- 13 -

（3）进入展馆内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扫场所码，实行人流预

警和限制，分别单独设置出入口，原则上展馆内瞬时人流不超过

场馆有效使用面积最大承载量的 70%，每个展馆设置馆长督促落

实，避免人群密集，安排专人负责疏解和引导。

（4）每个展馆旁边应合理设置临时观察室。

（5）展馆内视频监控全覆盖。

3.餐厅

（1）餐厅内通风条件好，空调需提前进行一次彻底清洗消

毒。

（2）餐厅进门实行体温检测、扫场所码，门口提供免洗手

消毒液。

（3）餐厅要保障食品安全，不售卖和提供进口冷链食品。

（4）就餐人员保持距离，隔位就坐，非就餐期间全程佩戴

口罩。

（5）采取分时、错峰、限流等措施，控制餐厅内就餐人数，

原则上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0%。

（6）餐厅内视频监控全覆盖。

4.接待酒店

（1）尽量选择通风条件好，使用分体式空调的酒店。酒店

空调需进行一次彻底清洗消毒。

（2）在疾控部门指导下，航展前需对辖区内接待酒店进行

一次彻底清洗消毒，消毒对象和内容包括空气消毒、物表消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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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期间加大对高频接触物品的消毒频次。

（3）酒店进门实行体温检测、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酒

店内每个公共场所门口提供口罩、免洗手消毒液。

（4）酒店设置临时观察室或医务室，根据需求合理设置核

酸采样点。

5.交通工具

（1）航展专线车辆需提前一天清洁消毒，原则上每日上午

和下午各消毒一次。

（2）乘车人员上车需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和 24 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戴口罩。

（3）乘车人员保持距离，人数不得超过核载人数的 70%，

全程佩戴口罩。每辆车最后一排设置临时留观区，乘车人员全程

佩戴口罩。

五、工作安排

各区各部门具体分工见附件 17。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航展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按照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要求和职责分工，加紧推进

和落实航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二）压实责任。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防疫

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

（三）密切协作。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和协调，落实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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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控工作机制，形成合力。

（四）快速处置。凡是遇到航展相关的疫情突发情况要按照

各单位、各部门的应急处置预案快速处置，落实人员管控、区域

管控等措施。

（五）组织培训和演练。组织各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培训和专

题演练，确保各场所各岗位工作人员全员培训到位，通过演练提

高疫情防控处置能力。

（六）规范报告。凡是遇到与航展相关的疫情突发情况要及

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或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航展相关疫情信息发

布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发布。

附件：1.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

2.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核酸检测保障方案

3.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核酸检测应急筛查工作预案

4.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开幕式）

5.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论坛）

6.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展馆）

7.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接待酒

店）

8.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交通）

9.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临时观

_Toc516166185
_Toc1864530823
_Toc1864530823
_Toc42102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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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点）

10.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名单管

理及闭环管理）

11.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健康监

测及处置）

12.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涉疫风

险人员处置）

13.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场所消

毒）

14.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专业日特

殊人员入场审批流程）

15.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温馨提示

16.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组成员单位通讯录

17.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分工

18.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区域分布图

19.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现场平面图

_Toc421029393
_Toc1573928755
_Toc1573928755
_Toc206299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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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

为高效处置航展期间发生在展馆、接待酒店等的各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制定本应急处置预案。

一、出现新冠可疑阳性个案

（一）发现

1.第一种情形：嘉宾、观众、参展商和工作人员主动向驻点

医务人员报告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2.第二种情形：驻点医务人员通过健康监测发现礼宾、观众、

参展商和工作人员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3.第三种情形：在核酸检测中发现的初筛阳性个案。

（二）报告

1.驻点医务人员向“120”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和市卫生健

康局应急科报告。

2.发现初筛阳性个案的检测机构向市疾控中心和市卫生健

康局应急科报告。

3.市卫生健康局向上级、航展执委会及有关部门报告。

（三）处置

1.病例发现的第一、第二种情形，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安排

救护车转运到金湾中心医院发热门诊排查，需做新冠病毒核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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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排查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疾病。经排查，核酸检测阴性、并

留观治疗好转后，不再继续参加航展。经排查核酸检测阳性的，

由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通知中大五院派出负压救护车转接回本

院诊治。

2.病例发现的第三种情形（初筛阳性个案），市卫生健康局

医政科通知中大五院派出负压救护车转接回本院诊治。

3.接到初筛阳性个案报告后，市疾控中心立即会同公安部门

开展联合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迅速甄别密切接触者、

次密接。

4.市疾控中心迅速对原检测样本进行复核，同时重新采集样

本进行检测。

5.各区按照疾控和公安部门推送的名单，迅速将密接、次密

接实行集中隔离，并迅速采样检测。

6.疾控部门对阳性个案涉及的场所和环境进行终末消毒。

（四）风险评估

疾控部门迅速开展疫情风险评估。航展执委会迅速召集卫

健、公安、疾控、交通等部门进行研判。

如果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则中止航展继续举办，并

按照下一种情形处置。

如果复核结果为阴性，则解除之前对密接和次密接的管控措

施，经评估研判后，由航展执委会决定是否继续举办。

二、出现新冠阳性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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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快速启动响应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设立现场指挥部，成立工作组，快

速统筹调度流调、集中隔离转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资源。

（二）快速报告病情

市卫生健康局、市疾控中心在接到核酸初筛阳性检测个案报

告后，立即分别向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电话报告。经复采

复检确认阳性并明确诊断后，医疗机构进行网络直报，市卫生健

康局向市委市政府及省卫生健康委书面报告。

（三）快速流调溯源

疾控、公安按照“三同时”立即开展联合流调，对感染者发

现点、居住点、工作点、活动停留点开展调查，判定密接者和次

密接者并迅速转送到集中隔离场所隔离医学观察。对物体和环境

表面同时采样。

（四）快速实施管控

科学划分高、中、低风险区域，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控措施，

做好生活保障、环境消杀、核酸检测等工作。

（五）快速实施高风险人群管控

对感染者发病前 2天至被隔离管理时，与感染者同时段出现

在重点场所的人员，赋黄码，居家健康监测 7天，非必要不外出，

不聚集不聚餐，实施核酸检测 7天 4检。与其同时空及周围 250

米范围内，停留半小时以上的人员，赋黄码，3天两检。

（六）快速隔离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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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迅速启动隔离转运专班和储备集中隔离场所，根据疾控

和公安推送的密接和次密接名单，按照先密接、后次密接的顺序，

落实分批分类转运。流调溯源组要将密接、次密接全部录入“省

流调系统”，并对接至“一码通”系统，完成快速隔离转运。其

中密接要在 8小时内完成转运，落实“应隔尽隔”。

（七）快速开展核酸筛查

按照高、中、低风险区域，逐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确保风

险人群 24 小时内完成采样和检测。对前一轮核酸筛查情况进行

评估，决定是否扩大核酸检测范围或是否开展第二轮核酸筛查。

（八）快速组织救治

属地医疗机构对筛查发现阳性感染者复采标本后，迅速用负

压救护车送中大五院诊治。中大五院要建立专家联合会诊机制，

对危重病例建立“一人一档一案”综合救治方案，实行“一天一

会诊、一病例一方案、一重症一团队”精准救治，并做好 48 小

时内腾空病区的准备。

（九）快速精准发布

发现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后，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公布病例基本信息、活动轨迹。24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及

时向航展观众及相关人员通报情况，争取社会各届的理解和支

持，并配合政策防疫措施，妥善做好善后处理。

三、通报协查密接者

（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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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疾控中心接到其他地市发来的密切接触者协查函。

2.市疾控中心迅速会同公安、航展公司等部门开展搜查，确

定为与本次航展相关的人员，包括：礼宾、观众、参展商和工作

人员等。

（二）报告

1.市疾控中心向市卫生健康局报告。

2.市卫生健康局向上级、航展执委会及有关部门报告。

（三）处置（与报告同步进行）

1.市疾控中心、公安部门迅速通知密切接触者做好个人防

护，就近找一个人少、通风的地方等待，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2.市疾控中心通知现场疾控人员或安排辖区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前往密切接触者所在地，开展快速核酸采样检测，将密切接

触者用专车送往附近集中隔离场所医学观察。

3.疾控、公安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流调，判定次密接者，

通知疾控工作人员将次密接者用专车送往附近集中隔离场所医

学观察，开展快速核酸采样检测。

（四）风险评估

疾控部门迅速开展疫情风险评估。航展执委会迅速召集卫

健、公安、疾控、交通等部门进行研判，确定下一步航展举办方

式（暂停、线上）、疫情处置措施以及善后处理等。

四、出现群体性腹泻

（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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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宾、观众、参展商和工作人员向驻点医务人员报告出现腹

泻等消化道症状，医务人员统计发现同一时间段发病人数超过 5

人以上。

（二）报告

1.航展现场医务人员第一时间向现场指挥组报告，现场指挥

组向航展现场的食品安全组（或市场监管部门）、市卫生健康局

报告。

2.酒店驻点医务人员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健康局报告。

3.市卫生健康局向上级、航展执委会及有关部门报告。

（三）处置

1.症状较轻者，驻点医务人员予以对症处理。

2.症状较重者，安排救护车将患者接到医院进一步诊治。

3.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测，排查诺如病毒等

肠道传染性疾病，及时开展应急处置，并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

市卫生健康局报告。

五、突发其他疾病

（一）发现

1.礼宾、观众、参展商和工作人员出现其他急症，向驻点医

务人员报告。

2.工作人员发现礼宾、观众、参展商出现突发心跳呼吸骤停。

（二）报告

1.第一目击者通知场馆医疗卫生组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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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讲机向现场指挥组报告。

2.酒店驻点医务人员拨打“120”报警。

3.现场指挥组、市 120 向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报告。

4.市卫生健康局向上级、航展执委会及有关部门报告。

（三）处置

1.对心跳呼吸骤停者，驻点医务人员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

实施心肺复苏术（有条件的先使用自动除颤仪 AED 进行除颤）。

心肺复苏一直持续到 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再和院前急救人员

一起将患者转移到救护车上，边抢救边送往最近的具备抢救条件

的医院。展区发生的送往金湾中心医院。

2.对其他急症患者，驻点医务人员迅速咨询病情，进行必要

的体格检查，予以对症处理。再由 120 救护车转送到附近的医院

进一步诊治，各医院要开辟急救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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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核酸检测保障方案

为落实《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

求，确保分类管控核酸检测措施有效落实，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核酸检测的“排雷”作用，加强重点区域重点人群

核酸检测筛查，为群众提供高效便利核酸检测服务，保障航展顺

利开展。

二、主要工作

（一）航展社会便民免费核酸检测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航展结束，各区在现有社会便民免费采

样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布点密度，优先选址在体育中心、体育

馆、商业广场等场所以及来往航展场馆接驳大巴上下客点等区

域，制作明显醒目标识，指引社会群众及参展观展人员免费接受

核酸检测服务。辖区社会便民免费核酸采样点地址、服务时间等

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各区负责）

（二）交通站场和公路路口服务点落地免费核酸检测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航展结束继续落实经“两站一场一港口”

来（返）珠人员开展落地核酸检测，同时在公路路口服务点对中

高风险地区来（返）珠人员实行落地核酸检测。市交通运输局指

导各区在交通站场和公路路口服务点规范设置现场采样点，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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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安人员、设施设备、物资等保障，做好核酸采样信息登记

审核、人员引导、秩序维护等工作。各区组织医疗机构提供现场

采样服务，根据客流量实际配备足够的采样人员和检测能力。（市

交通运输局、各区负责）

（三）核心区域定期全员核酸检测

2022 年 11 月 1 日、3 日、5 日、7 日对珠海机场附近核心管

控区域（东至金海东路和海滩路交界处，西至眼浪山隧道口近机

场方向，南至海边，北至海澄村后面的山体，约 1.1 万人）居民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金湾区负责）

（四）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期间，对金湾区三灶镇、红旗镇、

斗门区白藤街道、横琴粤澳深合区（共约 41 万人）开展每天 1

轮全员核酸检测；对曾发生疫情的重点社区（村）开展 1 轮滚动

式全员核酸检测。（各区负责）

（五）重点行业人员加密核酸检测频率

落实各行业主管部门责任，11 月 1 日起至航展结束期间，

对医疗机构所有人员（含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住院患者及其陪护）

以及近期省内疫情相关邮政快递、建筑工地从业人员落实每天一

检；对人员流动性大、接触面广的餐饮（含集中供餐单位）、酒

店、交通、物流、产业园区、农贸市场、校外培训机构等行业从

业人员落实两天一检；学校教职工、学生按照每天 30%比例开展

滚动式核酸检测。（各主管部门负责）



- 26 -

（六）指定接待酒店核酸检测

2022 年 10 月 24 日起至航展结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组织各指定接待酒店落实全体工作人员每日核酸检测工作，由市

卫生健康局会同各区组织辖区公立医院为酒店工作人员以及入

住指定接待酒店的领导嘉宾提供上门核酸检测服务。（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各区负责）

（七）航展馆内核酸检测

航展馆内选择空旷区域规范设置 4 个核酸采样点，由金湾区

指导航展公司负责组织实施管理，为航展馆内参展群众及航展工

作人员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务。（金湾区、航展公司负责）

三、应急准备

充分做好航展馆内发现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时核酸筛查的应

对准备，市卫生健康局指导金湾区制定航展馆内人员全员核酸检

测工作预案，按照公众日 6 万人（参展观众 4 万人，工作人员、

参展商 2 万人）估算，储备 2 台移动核酸检测车、机动核酸采样

人员 600 人、机动核酸检测机构（市第三人民医院、金湾思达实

验室、横琴铂华实验室）6 万管，必要时由市卫生健康局统筹调

度全市核酸采样检测资源支援，确保应急状态下采样人员 1 小时

内抵达航展馆开展工作。航展公司要对航展馆进行网格划分，

1-4 号门空旷区域预留核酸采样区域和通道，提前做好核酸采样

点布点设置所需的帐篷、桌椅等物资准备，做好信息登记、秩序

维护、人员指引等人员准备，做好应急状态下馆内全域按网格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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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的必需生活物资保障准备，必要时由金湾区属地协助保

障。（金湾区、航展公司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分工。坚持条块结合、部门联动，落实属地

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各单位要按照工作部署要求和职责分

工，认真落实落细核酸检测保障工作，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核酸

检测“排雷”作用有效发挥。

（二）提高采送检效率。统一使用“粤核酸 4”葵花码的“大

规模核酸筛查”模块登记信息。各采样点设置主体单位要加强采

样辅助人员配备，做好信息登记人员培训，指引群众真实、规范、

完整登记个人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缺失导致群众无法获得检测结

果，或发现阳性结果后无法溯源的情况。采取口咽拭子采样方式、

1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样本每 1 小时转运 1 次，采样后 4-6 小

时内要完成核酸检测结果报告并上传至省平台。

（三）维护采样秩序。各采样点要落实查验粤康码、行程码

和测体温工作，督促提醒受检人员严格落实一米线、全程佩戴口

罩等管控要求，有序排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完成扫

码、登记、采样等工作流程。24 小时内曾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不得进行核酸检测。

（四）落实资金保障。航展社会便民免费核酸检测由各区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产生费用由各区先行垫付，事后根据市

级支出情况由市给予 50%的补助。交通站场落地核酸检测产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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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市财政保障，由各区按照实际工作量向市财政申请划拨资

金。指定接待酒店核酸检测产生费用由市财政保障，由市卫生健

康局按照实际工作量向市财政申请划拨资金。核心区域、重点区

域全员核酸检测由各区负责。航展馆内人员核酸检测费用由航展

公司负责。

（五）加强信息报送。各区要安排专人负责核酸检测信息报

送工作，每日 8 时收集前 1 天 0-24 时人员核酸采样检测数据，

报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联系人：杨锦洲，13326630216）

（六）及时阳性报告。各核酸检测实验室发现阳性标本要立

即报告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联系人：杨锦洲，13326630216）、

市疾控中心（值班电话：13392982088），2 小时内将原样本送

市疾控中心复核，并通报医院防保科，在市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完

成初筛阳性网络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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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核酸检测
应急筛查工作预案

一、工作目标

充分做好航展期间核酸检测能力资源准备，确保航展馆内一

旦发现新冠病毒阳性个案，立即启动应急状态，高效有序组织实

施全员核酸筛查，保障参观展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工作准备

（一）划分网格，明确职责

根据航展馆区域分布及人流情况，将航展馆划分为 20 个网

格，每个网格由航展公司明确 1 名网格长统筹负责，加强安保和

志愿者等人员配备，保障应急状态下网格内人员的后勤物资、情

绪安抚、生理需要等工作。

（二）采样检测准备

按照公众日航展馆内 6 万人的全员核酸筛查量测算，做好采

样、送样、检测等各项准备。

1.采样准备。按照每个采样通道配置 1 名采样人员、每名采

样人员每小时采样 100 人，的标准测算，采样工作 3 小时内完成，

设置核酸采样通道 200 个（航展馆 1 号门、4 号门各设立 100 个），

航展公司负责在航展馆 1 号门、4 号门空旷区域预留位置，规范

设置采样点，提前做好核酸采样点布点设置所需的帐篷、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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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标识等物资准备；配备信息登记人员 250 人、志愿者等指引

人员 100 名，提前做好人员引导、信息登记、秩序维护等采样辅

助工作培训。市卫生健康局储备核酸采样人员 300 人（金湾区

150 人，遵医五院 50 人，市第三人民医院 50 人，市妇幼保健院

20 人，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0 人），采样人员实行名单化管理，

医疗机构做好采样人员接送车辆和采样物资准备，确保接到指令

后 1 小时内集结出发。

2.检测准备。按照 10 和 1 混采检测方式，预计检测量 6000

管，个别重点人群使用单采单检。储备机动核酸检测机构 3 家、

储备检测能力 6 万管，其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3 万管，金湾思达

实验室、云康达安实验室分别 1.5 万管）。储备移动检测车 2 辆，

由中大五院和侨立中医院负责配备检测人员和检测设备，做好车

辆随时出发支援准备。送样工作由检测机构负责，每家检测机构

配备 2 组转运人员和车辆。

三、组织实施

（一）全域静态管理

航展馆内发现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时，立即按照既定的网格划

分，实行全域静态管理，人员原地等待采样安排。各网格长及安

保、志愿者等人员立即到位，拉警戒线防止人员流动，做好现场

人员安抚、指引、保障等工作；公安部门安排警力协助维护现场

秩序；卫健部门安排医务人员保障医疗服务。

（二）开展核酸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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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公司立即调集采样后勤物资、保安和志愿者队伍迅速到

位，做好采样点规范设置工作；市卫生健康局立即调集采样队伍

到位；公安部门安排警力协助维护采样点秩序；金湾区做好采样

点消杀和医疗废物转运处置工作。按照网格与采样点的距离，遵

循先近后远的原则，以网格为单位由网格长及工作人员依顺序指

引第 1-13 号网格人员到 1 号门采样点采样、第 14-20 号网格内

人员到 4 号门采样点采样，参观展人员完成采样后离开航展馆。

（三）加快送样频率

严格执行“一小时一送样”的时限要求，使用符合生物安全

的样本转运箱进行转运，确保样本转运过程中处于低温环境。转

运车辆承担转运任务期间，不得用于其他用途。送样人员应做好

转运时的生物安全防护，送样时样本严禁倒置。

（四）提升检测效率

各检测机构应指定专人做好样本接收和登记工作，对相关样

本优先检测，严格检测质量控制，确保核酸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各核酸检测实验室发现阳性标本要立即报告市卫生健康局医政

科（联系人：杨锦洲，13326630216）、市疾控中心（值班电话：

13392982088），2 小时内将原样本送市疾控中心复核，并通报

医院防保科，在市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完成初筛阳性网络直报。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分工。航展公司要落实应急状态下航展馆全

员核酸筛查主体责任，落实金湾区属地责任和公安、卫健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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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责任，各单位要按照工作部署要求和职责分工，加强沟

通协调，确保核酸检测“排雷”作用有效发挥。

（二）提高采送检效率。统一使用“粤核酸 4”葵花码的“大

规模核酸筛查”模块登记信息。各采样点设置主体单位要加强采

样辅助人员配备，做好信息登记人员培训，指引群众真实、规范、

完整登记个人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缺失导致群众无法获得检测结

果，或发现阳性结果后无法溯源的情况。采取口咽拭子采样方式、

10 合 1 混采检测技术，样本每 1 小时转运 1 次，采样后 4-6 小

时内要完成核酸检测结果报告并上传至省平台。

（三）维护采样秩序。各采样点工作人员要督促提醒受检人

员严格落实一米线、全程佩戴口罩等管控要求，有序排队，听从

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完成扫码、登记、采样等工作流程。24

小时内曾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不得进行核酸检测。

附件：1.航展馆网格划分图

2.航展馆核酸采样检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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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航展馆网格划分图

注：1/13号网格内人员依顺序到 1号门采样点采样，14/20号网格内人员依顺序到 4号门采样点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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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航展馆核酸采样检测一览表
目标

人数

（人）

采样

台数

（张）

信息登

记员

（人）

秩序

维护

人员

（人）

采样机构 送样机构 检测机构 移动检测车

机构名称
人

数
联系人 机构名称 联系人

检测

机构
联系人 机构 联系人

60000 200 250 100

遵医五院 50
张煌辉

13727070898

市第三人

民医院

吴文渊

13902877510

市第三人

民医院

吴文渊

13902877510
中大五院

魏斌

13005785857

市第三人

民医院
50

吴文渊

13902877510

市妇幼保

健院
20

余辉华

13825626108

市中西医

结医院
30

陈松

13902862189

金湾区 150
程小虎

18575626988

金湾思达
周桂丽

13539558888
金湾思达

周桂丽

13539558888

侨立中医院
周俊卫

13926976848
云康达安

张博

13544908334
金湾思达

张博

1354490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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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开幕式）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开幕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导航展公司等相关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开幕式坚持“提级管理”，切实做好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防控“提级管理”，遵循“六必”

原则（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必测、消毒必做、

突发必处）。

三、开幕式安排

（一）时间

2022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30-11:50。

（二）地点

珠海国际航展中心 4号馆南面的警戒线隔离区域。

（三）出席开幕式人员



- 36 -

各级领导、参展商代表、记者等共 4540 人。其中主席台重

要嘉宾 340 人（A 区副部级以上嘉宾 120 人，B 区国外嘉宾 100

人，C区厅级以上嘉宾 120 人），嘉宾区约 4000 人。

（四）入场时间

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在 7:00 前到位。入场时间从 8:00 开始，

媒体记者和台下就座嘉宾在 9:10 前入场就座，主席台 A、B、C

区嘉宾在 9:15 前入场就座，主席台 A区第一排领导在 9:25 前入

场就座。

四、职责分工

（一）珠海市卫生健康局：指导航展开幕式的疫情防控工作，

并统筹开展开幕式前场地环境监测工作。

（二）航展公司：在疾控部门指导下，负责场地合理布置、

清洁消毒、入场查验及场内管理、防疫物资准备等工作。

（三）金湾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对场地清洁消毒等予以指导。

安排医务人员负责现场保障。

五、主要措施

（一）开幕式场地布置、防疫物资准备等

航展公司于11月6日前完成场地布置及防疫物资准备工作。

1.测温通道布置

在开幕式入口设置体温检测通道，对航展当天参加开幕式所

有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设置人群分流路障，避免人群聚集。合理

设置临时观察室等，供检测异常人员短时休息调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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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场布置

开幕式会场门口放置免洗速干手消毒剂，提供备用口罩。会

场内座位摆放应保持 1米以上安全距离。确保警戒线隔离区域屏

障有效，无关人员不能入内。

3.废弃口罩专用回收箱

在会场出入口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开幕

式结束后进行消毒、清运处理。

4.开幕式防疫物资准备

为开幕式人员配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并

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配备一次性手套、水银体温计、手持

式体温检测仪等。配备数量充足的免洗速干手消毒剂、含氯消毒

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

（二）会场环境监测和清洁消毒

1.11月 6-7日市疾控中心根据重大活动保障应急监测要求，

在消毒前后对会场通道、区域、桌椅、话筒等进行采样，并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2.11 月 7 日金湾区疾控中心根据防控要求指导航展公司对

会场通道、区域、桌椅、话筒等进行一次预防性清洁消毒，明确

张贴完成标识，如使用室内场地（备用方案）则消毒后要进行通

风。消毒完成后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开幕式场地。

（三）人员入场流程及场内管理

1.入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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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健康检查岗（体温检测通道）

航展公司安排人员负责测量体温；检查是否规范佩戴口罩；

查验相关证明，包括：当日症状申报、“粤康码”等健康通行码

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全部符合要求

方可进入会场。

严格按入场时间要求引导不同人员分类分批排队入场，保持

安全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金湾区卫生健康局安排医务人员负责突发健康异常人员的

甄别及处置。

②安全检查岗

航展公司安排工作人员负责人员/物品安全检查及入场证件

检查，再次审核是否规范佩戴口罩。

③入场就坐

航展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按参会嘉宾类别引领至划定区域会

场座位就坐。

④特殊情况处理

如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或健康码非绿码等，医务人员立

即将其安置临时观察室，按相关应急预案处理和报告。

2.场内管理

①会场内仅提供瓶装水，场内严禁提供食品。

②进入会场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米以上安全距离。

③会场内避免人员聚集及随意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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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开幕式散场后，迅速撤销警戒线隔离区域屏障，避免人员

在出口处拥挤聚集。

六、突发事件处置

根据突发事件情形，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处置和报告。



- 40 -

附件 5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论坛）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论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

航展公司等相关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航展论坛坚持“提级管理”，切实做

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防控“提级管理”，遵循“六必”

原则（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必测、消毒必做、

突发必处）。

三、职责分工

（一）航展公司：要落实主体责任，按照本方案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做好相关人员、物资和设备等准备。

（二）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航展论坛疫情防控工作，

统筹开展论坛相关的疫情处置工作。

（三）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航展论坛及分论坛的安

排，负责每个论坛的疫情防控技术指导，必要时安排人员提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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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保障。

四、主要措施

（一）论坛场地布置、清洁消毒

1.科学规划论坛场地布置

尽量选择通风良好的地点举办活动，并按防控要求合理规划

活动场地分区（测温区、会场区、应急医疗服务区、临时隔离观

察室等）。各分区要有醒目的指引标识，会场内监控全覆盖。

2.测温通道布置

在论坛入口设置体温检测通道（检测点），对当天参加论坛

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检测。设置人群分流路障。同时,设置体温异

常者临时观察室等，供检测异常人员短时休息调整使用。

3.废弃口罩专用回收箱场布置

在会场出入口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每半

天进行消毒、清运处理。清洁人员处置过程做好个人防护。

4.会场布置

确保会场警戒线隔离区域屏障有效，无关人员不能入内。论

坛会场门口放置免洗速干手消毒剂，提供足量的备用口罩。会场

座位摆放应保持 1米以上安全距离。

5.会场的通风、消毒

会前一天在辖区疾控部门指导下，根据防控要求对举办会场

室内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对所有会场、通道、区域、桌

椅等地面、墙面和物表进行清洁消毒（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



- 42 -

250mg/L-500mg/L），明确张贴完成标识，至少一次彻底的卫生大

扫除和至少一次预防性消毒，消毒后要进行通风。消毒完成后无

关人员不得进入开幕式场地。

（二）论坛防疫物资准备

1.口罩

为论坛所有人员配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并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

2.体温检测仪、消毒剂等

配备一次性手套、水银体温计、手持式及智能体温检测仪等。

配备充足的免洗速干手消毒剂、含氯消毒剂或其他有效消毒剂。

（三）论坛人员管理

1.人员名单化管理

主办方提前对参会嘉宾、记者、工作人员、会场服务人员等

进行摸底调查，对人员名单化管理。

2.控制参会人员规模和密度

主办方要做好流量管控方案，根据场地规模控制参会人数，

参会人员原则上控制在场所最大容纳人数的 70%以内。

（四）人员入场流程及场内管理

1.入场流程

①健康检查岗（体温检测通道）

测量体温；检查是否规范佩戴口罩；查验相关证明，包括：

当日症状申报、“健康码”绿码、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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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方可进入会场。按人员不同分类分批排队入场，避免人

员聚集。

②安全检查岗

人员、物品安全检查及证件检查，审核是否规范佩戴口罩。

③入场就坐

工作人员按人员类别引领至划定区域会场座位就坐。

④特殊情况处理

如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或健康码非绿码等，工作人员立

即将其安置进入现场临时观察室，按相关预案处理和报告。

2.场内管理

①会场内仅提供瓶装水，场内严禁提供食品。

②进入会场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米以上安全距离。

③会场内避免人员聚集及随意走动。

④论坛结束要引导参会人员分批有序离场，避免人员拥挤聚

集。

五、突发事件处置

根据突发事件情形，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处置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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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展馆）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展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

航展公司等相关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坚持“提级指挥、科学研判、精准施

策、快速处置、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原则，切实做好航展展

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一）坚持提级防控。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强化人员、场所、环境、哨点的疫情监测，按照不同的人

群实行分类管理。

（二）压实主体责任。航展公司作为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责

任主体，要坚持把疫情防控摆在首位，按照本方案组织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

（三）遵循“六必”原则。从布展阶段开始，到开展、撤展

全过程中，所有展会人员，包括施工人员、承办方工作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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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和观展人员等遵从“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

必测、消毒必做、突发必处”。

三、职责分工

（一）主办方职责（珠海市政府）

负责协调和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指导督

促承办方、搭建商及参展商等落实疫情方案工作要求。

（二）承办方职责（航展公司）

1.制定工作人员健康摸排方案，实施健康告知。对所有搭建

商、参展商、布展工作人员/参展人员健康摸排，对上述人员实

施健康告知。告知内容包括：①航展前 7天做好自我健康状况监

测，无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方可来航展现场；②进入

展馆前，现场扫码；③健康码为红码和黄码者不得参加航展活动；

④进馆人员须全程佩戴口罩，并配合测量体温。

2.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优化设置人员和物流通道，实施“人

车分流”和“人员分类”管控措施，并完善相应的标识系统。

3.健康监测：承办方、搭建商、参展商各自安排专人对其所

有参与航展期间工作人员进行每日健康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姓

名、联系电话、体温等信息。健康检测表由承办方汇总后报主办

方审查，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报疫情防控指挥领导组，承办方同

时备份留存。

4.组织并培训相应工作人员实施体温检测、门禁管理、安全

检查、秩序维护、巡查等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实施疫情防控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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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作。

5.按防控防疫要求合理规划展位布局和功能区设置，保持通

风效果，合理制定人员动线及流量进出管控方案。

6.负责备用口罩、消毒用品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的保障和发

放工作。

7.指定专人组织实施体温检测、门禁管理、安全检查、秩序

维护、巡视等疫情防控工作。督促落实各相关单位疫情防控职责，

做好相关防疫信息、要求等事项的传达工作。

8.负责场馆活动期间的场地消杀工作。

9.做好航展期间人流管控工作预案，通过门禁系统实时监督

展会现场人数，当馆内人员达到最大承载量的 70%，暂停参观人

员进入，并通过摆放告示，广播呼吁的形式提醒和告知馆外等候

人员待下批入场。

10.设置临时观察室。一旦发现进出人员体温异常、咳嗽等

症状，将禁止入场，就近临时隔离、应急处置，上报属地防疫部

门。

11.负责与搭建商、参展商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

12.会同安保服务公司在会展举办前开展全面的安全检查、

制定应急处置方案、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值守

及时开展应急处置。

（三）搭建商及参展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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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审核本展位参与活动人员（工作人员、施工人员）健

康信息，并按要求向承办方如实申报。做好本展位工作人员配合

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

2.做好本展位的日常消杀和人员防护工作。

3.做好展品防护，配合场馆对公共区域的日常消杀工作。

4.建立信息台账：参展商需建立参展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展

位和展品的消毒记录、人员记录等工作台账，加强日常管理。

5.航展结束后参展方需对航展期间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随

访 7天，并将随访情况汇总后报主办方。

四、主要措施

（一）加强通道管理

1.展区人员进出管理

（1）展区设置固定人员通道。本届航展展区设立人员出入

通道，检票口应设置一段缓冲带和降温设施，设置若干红外线测

温门，开展体温检测，设置人群分流路障，提供口罩和免洗手消

毒液等。人员通道检查岗附近均设立现场临时隔离点。

（2）人员进馆流程：“健康检查岗”（手持体温枪测温、

口罩）→“安全检查岗”（人员/物品安全检查、口罩、健康码

审核、第二道测温安检门无感体温筛查，体温正常方可进入场

馆）。如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安置进入

现场临时隔离点，并上报属地防疫部门。

（3）施工人员统一测温门后从固定通道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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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人员均须凭证、测温进场。

2.展区货运通道

进场前，对驾驶员进行现场健康码验证、测温合格后放行。

车辆凭证驶入，单向通行，无关人员和车辆禁止通行。

3.展馆人员进出管理

（1）每个展馆进出口设置红外线测温仪，自动检测体温。

（2）每个展馆设置临时观察室，发现体温≥37.3℃人员及

时引导到临时观察室并作进一步处置。

（二）加强观展人员管理

1.戴口罩。所有展馆内人员要正确佩戴口罩。航展公司设置

监督员如志愿者现场巡查，发现未佩戴口罩者应为其提供口罩并

督促其正确佩戴。

2.保持安全距离。划定安全距离地标线，沿观众入馆通道设

置地贴标识（标识内容：请保持安全距离），提示观众保持安全

距离，不拥挤，不聚集。展馆内通过广播循环进行语音提示，注

意保持安全距离，航展现场志愿者及时引导、提醒观众分散式参

观。

3.控制观展人员数量。利用门禁验证系统和人员巡查随时监

控场馆内人流情况，展馆内瞬时人流不超过场馆有效使用面积最

大承载量的 70%，每个展馆设置馆长督促落实。当馆内人员数量

达到在馆人数限值，暂停参观人员进入，并通过摆放告示、广播

呼吁的形式提醒和告知馆外等候人员待下批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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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场馆环境管理

1.保证充足新风：空调新风系统全天运行，保证展馆内足够

新风，按最大新风量运行。

2.消毒安排：航展前在金湾区疾控中心指导下，需对展馆和

展馆空调系统进行一次彻底清洗消毒。航展期间公共区域（通道、

洗手间、垃圾点、功能用房等）及公共设施（空调、消防设备、

电力设施等）每日消毒。

3.消毒方式：保持馆内通风透气，采用含氯消毒剂（有效

氯浓度 250mg/L-500mg/L）

（1）公共区域地面、墙面：采取常量喷洒方式，喷药量

为喷洒至地面、墙面充分湿润，标准为 100-300 毫升/平方米，

每天闭管后消毒作业 1次；

（2）设备设施采取擦拭方式，对于高频接触使用物品表

面（如操作按钮、把手、水龙头、工作台面、卫生洁具等）增

加消毒频次，消毒作业每日不少于 2次；

（3）空调系统由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每天闭馆后

消毒作业 1次。

（4）若出现人员呕吐时，应立即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加足

量含氯消毒剂（84 消毒剂）对呕吐物进行覆盖消毒，清除呕吐

物后，再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物体表面的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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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醒告知：航展期间，承办方与各参展单位进行沟通，

展位须妥善清理、包装、覆盖好展位物品，避免因消毒溶剂造

成的物品损伤。

（四）加强展位现场管理

1.展位物资配备。参展商必须配备足够的防疫物资，含口罩、

快速手洗消毒剂等物品。

2.进馆后个人防护。所有参展工作人员进入场馆需全程正确

佩戴口罩。进食或饮水需到餐饮专区。自觉保持人与人之间合理

间距，不扎堆，不聚集。展位安排专人负责对本展位工作人员、

观展人员佩戴口罩情况、人员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和引导，发现口

罩脱摘和人员聚集及时进行提醒和引导。

3.消毒工作。参展商严格落实本展位预防性消毒和日常消杀

工作并做好消毒工作记录。配合承办方做好公共区域预防性消毒

及日常消杀工作。

4.工作巡查。参展商安排专人对本展区内的工作人员和观展

人员口罩佩戴情况，区域内人员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发现不符合

防控工作要求的，及时整改。

5.洽谈区管理。参展商应确保洽谈区通风，客户与销售人员

交流时双方必须佩戴口罩。洽谈主宾双方应保持安全距离。

6.展示展销区管理。严禁参展商开展人群聚集性展示展销活

动，如开展促销活动，应确保展位人群保持安全距离，且在现场

拉好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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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垃圾管理

1.垃圾站：承办方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

除常规消杀外，场馆垃圾站采取分时段开放的半封闭式管理。

大型施工建筑垃圾，带污染性的油漆桶、胶渍桶等由施工单位

及时运离场馆。其他垃圾按场馆垃圾站开放时间丢入垃圾站

内，由场馆物业部门及时安排清理，并进行防疫消杀后封闭。

2.垃圾桶分类摆放：承办方要在展厅内分别设置“废弃口

罩垃圾桶”“一般垃圾桶”两类垃圾桶并作好标识，根据实际

需求可适当增加摆放数量。洗手间门口、各出口通道增加“废

弃口罩垃圾桶”的摆放。保洁人员须及时关注垃圾桶使用情况，

及时消毒、打包清理、更换洁净垃圾袋、进行垃圾桶喷洒消毒

后投入使用。加强对其它垃圾盛装容器清洁，做到“时产时清”。

3.防疫垃圾处理：承办方须特別关注口罩、手套等防疫废

弃物品回收，避免二次感染。设置专门“废弃口罩垃圾桶”并

标识清晰，每日安排专人定期收集并集中消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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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操作人员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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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保障措施

（一）加强宣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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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线下公告航展开放具体时间、活动计划、观展须知、

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等内容，确保所有进馆人员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

2.承办方在场馆入口、过道、洗手间、餐饮区、展台、洽

谈区、主要通道、馆外醒目位置，张贴提示牌、地贴等进行引

导提示。航展期间，通过循环广播和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进行防

疫宣传和提示。

3.开展前，承办方、搭建商和主办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沟

通，内容包括健康申报和健康监测、展会出入通道、进馆流程、

用餐安排、垃圾处理和闭馆后的工作安排。

4.开展前，由承办方组织对参展商、搭建商等单位相关负

责人开展疫情防控相应培训，并由相应单位对自己单位员工开

展培训，主办方负责监督。

（二）加强监督检查

1.主办方。现场组织工作人员实施秩序维护、巡视疫情防

控工作落实情况。督促整改问题的落实到位，组织对展位进行

安全检测并提交相应报告，组织实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

2.承办方。落实组委会对航展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

措施；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安全保障和疫情疫情防控工作；对接

安保服务公司完成各项安保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用广播、信息

发布系统等多种渠道进行安全提醒及防疫相关知识宣传；监督

落实展会现场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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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展商。安排专人对本展区内的工作人员和观展人员口

罩佩戴情况，区域内人员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发现不符合防控

工作要求的，及时整改。

（三）加强防疫物资配备

1.承办方为观展人员中未配戴口罩的人员提供口罩，为现

场工作人员备好充分、足量的个人防护用品，为各检测点提供

防疫设备设施等物资。

2.承办方根据公共区域面积和消毒方案备足消毒药械和

用具，具体包括：常量喷雾器、量杯、小喷壶、抹布、带盖的

桶、含氯消毒剂（“84”消毒液）、含醇快速手消毒剂、现场

消毒记录表等。

3.搭建商、参展商为本单位/展位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措施，准备充分、足量的防疫物资。

六、突发事件处置

根据突发事件情形，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

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处置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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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接待酒店）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接待

酒店等相关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航展坚持“提级管理”，切实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防止疫情输入及预防反弹，保障嘉宾

及工作人员健康安全。

二、总体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防控“提级管理”，遵循“六必”

原则（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必测、消毒必做、

突发必处）。

三、职责分工

（一）接待酒店：要落实主体责任，按照本方案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做好相关人员、物资和设备等准备。

（二）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商务局、各区：负责组织

开展主管的接待酒店疫情防控工作。

（三）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负责指导接待酒店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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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开展接待酒店相关的疫情处置工作。

四、主要措施

（一）通风换气要求。接待酒店负责人需充分了解场所空调

通风系统的通风类型、供风范围和新风口取风情况等，开启空调

前，需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并按以下要求开启空调。

1.空调如为局部空调（分体空调、窗式空调、移动空调等），

空调开启同时适当开窗、开门，补充新风。窗式空调开启换气功

能。每天应定时暂停使用空调，直接开窗通风，早、中、晚至少

各一次且每次不少于 1小时。

2.空调如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即新风和回风都是集中处理

传送的，应按最大新风量方式运行，在达到适宜温度时，尽量减

少回风量。

3.空调运行和清洗消毒要求，按照相关规范指引执行。

（二）环境核酸采样检测。开展两次环境（包括会场、住宿、

餐厅及室内等公共区域）核酸采样检测，第一次为消毒前，第二

次为消毒后闭环前。如发现阳性个案则按本土疫情应急处置方案

进行环境采样检测。

（三）会议场所消毒。及时组织场所消毒检测，按需配备疫

情防控物资和设备。具体操作按照《会议场所消毒指引》实施，

并建立消毒台账。

（四）二次供水处理。应对二次供水水池开展一次全面的清

洗消毒，并开展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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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疫物资及人员保障。

1.各接待酒店贮备足量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免洗手消毒

液，并储备一定数量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和 N95 防护口罩、手

套、消毒剂等应急防控物资。

2.每间客房需配备个人防疫物品，含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消毒湿巾等。

3.应制定《接待酒店保障人员轮换应急预案》，一旦出现人

员异常情况时，各岗位有足够轮换人员，必要时成建制撤换。

（六）场所蚊媒灭杀。组织开展外环境场所蚊媒灭杀，降低

蚊媒密度。

五、突发事件处置

根据突发事件情形，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处置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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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交通）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相关

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和其

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航展坚持“提级管理”，切实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防控“提级管理”，遵循“六必”

原则（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必测、消毒必做、

突发必处）。

三、主要措施

（一）航展专用停车场

1.不能进入专用停车场的情形

（1）入场前 7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

其中副省级城市、直辖市按镇街划分）或重点关注地区（经珠海

市疾控中心研判确定，具体可查询“珠海疾控”公众号）旅居史

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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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人员。

（3）入场前 7天内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及密切接触者接触过或共同暴露过。

（4）入场前 7天内有下列症状之一未就诊排除新冠肺炎的。

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

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5）入境人员未按相关要求完成集中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

等措施。

（6）无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进入航展专用停车场的要求

（1）入场须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卡和 24 小时核酸阴

性证明、戴口罩。

（2）为提升入场速度，请确认健康码上的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显示正常，不能正常显示检测报告的，建议预留充足时间尽早

进行核酸检测。

3.按防控要求合理规划活动场地分区（过渡区、测温区、医

疗点、临时观察点等）。各分区要有醒目的指引标识，监控全覆

盖。

4.在入口设置通道、人群分流路障，对所有乘车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查看防疫申请回执。同时,设置临时观察点，供检测异

常人员短时休息调整使用。

5.入口放置免洗速干手消毒剂，提供足量的备用口罩，地面



- 59 -

张贴 1米安全距离线。

6.根据防控要求对通道、区域、桌椅和物表进行清洁消毒（含

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 250mg/L-500mg/L），明确张贴完成标识，

至少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和至少一次预防性消毒。

（二）接送车辆

1.上车前人员要扫场所码。

2.接送过程中人员保持一米以上间距，全程规范佩戴一次性

医用外科口罩，车上人员隔位就座，车上应配备一次性医用外科

口罩、免洗消毒液等个人防护和消毒等物资。

3.对车辆内部物体表面（如车身内壁、司机方向盘、车内扶

手、座椅等）进行预防性消毒，每天不少于 2次，采用 1%-3%过

氧化氢消毒液或含有效氯（溴）250-500mg/L 的消毒液进行喷洒

或擦拭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也可采用有效的消毒湿巾

进行擦拭。消毒后打开车窗、门，充分通风换气。

4.设置临时留观区域。接送车辆预留最后一排为临时留观

座。

四、突发事件情形处置

1.发现黄码人员。工作人员立即向辖区卫生健康局报告并实

行分类管控处置措施，辖区卫生健康局向航展现场疫情防控指挥

组报告，并安排救护车转运至辖区医疗机构黄码专区进行核酸检

测，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可自行返回居住场所，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并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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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现红码人员。工作人员立即向辖区卫生健康局报告并实

行分类管控处置措施，辖区卫生健康局向航展现场疫情防控指挥

组报告，并安排负压救护车转运到辖区指定的隔离酒店，进行排

查并分类处置。

3.发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向市紧

急医疗救援中心和向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科报告。市紧急医疗救援

中心安排救护车转运到金湾中心医院发热门诊排查并做核酸检

测。经排查，核酸检测阴性的人员留观治疗，不再继续参加航展；

经排查，核酸检测阳性的，由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通知中大五院

派出负压救护车转接回本院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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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临时观察点）

为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相关

单位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按规范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和其

他急性传染病的防控保障措施，制订本指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航展坚持“提级管理”，切实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

二、总体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常态化防控“提级管理”，遵循“六必”

原则（身份必问、口罩必戴、信息必录、体温必测、消毒必做、

突发必处）。

三、主要措施

（一）场所设置和设备配备要求

1.临时观察点选择独立房间，具备良好通风条件，满足日常

消毒措施的落实。

2.临时观察点内配齐清洁消毒必须用品，如肥皂或洗手液、

流动水和消毒用品放置带盖式垃圾桶，桶内均套上医疗垃圾包装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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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1.临时观察点按照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九版）要求，对临时观察点工作人员实行健康管理，妥善安排好

工作人员分组和人员轮流值班表，保障临时观察点场所内所需的

防护物资。

2.工作人员应做好健康监测和定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严格

落实每天体温测量、扫码和定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3.临时观察点使用过的个人防护用品严禁进入生活区，使用

后按医疗垃圾进行处理，可复用的防护用品应及时消毒。

（三）规范做好清洁消毒

1.遵循科学消毒原则，加强环境和物体表面的预防性消毒，

做好垃圾、污水的收集和消毒处理。

2.隔离人员结束医学观察后，终末消毒 3%过氧化氢消毒剂

先空气后物表开展消毒工作。化学消毒使用浓度、消毒方式应按

《消毒技术规范》执行。

3.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结束观察或转出临时观察点后，应及时

按有效氯 2000mg/L 含氯消毒剂对临时观察点观察室进行终末消

毒。

（四）规范处置场所垃圾

1.临时观察点产生的所有垃圾，均参照医疗垃圾进行处理。

2.临时观察点工作人员按工作区域做好防护措施，按指定路

线收集、运输医疗垃圾，工作结束后及时规范去除防护用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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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手卫生。

四、突发事件处置

根据突发事件情形，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新冠肺炎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处置和报告。



- 64 -

附件 10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名单管理及闭环管理）

为切实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航展期间

对相关人员规范有序开展名单管理和闭环管理，把好参展人员入

口关和监测关，特制定本指引。

一、名单管理、闭环管理原则和要求

按照“谁派出（邀请）、谁监测、谁负责”原则，各主办单

位、主管单位和邀请单位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对入场

人员（公众日观众除外）实行全名单管理，提前 7天开展健康监

测和行程旅居史排查。接待酒店落实航展服务期间工作人员的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在接待期间工作人员队伍应尽量固定。

二、人员名单管理

各主办单位、主管单位、邀请单位和航展公司要提前掌握各

类入场人员（公众日观众除外）名单，实行名单化管理，掌握人

员健康监测情况及行程轨迹情况，首次进入航展中心或接待酒店

时要严格核查行程卡，集中居住或两点一线管理期间要每天核查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同时要压实个人责任，个人防疫措施要

求落实到位。

三、人员闭环管理

各类人员（观众除外）按照相应指引，严格落实闭环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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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要求，自觉接受管理和监督，及时报告健康状况，做好个人

防护，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闭环管理期间集中居住、“两点一线”。

航展期间确需脱环的，须按有关规定履行书面审批手续，并按要

求落实相应的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后方可归队。

四、交通闭环管理

属地政府及交通运输部门提前对司乘人员开展健康监测、流

行病学史筛查，持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岗，对交通工具

按要求严格消毒。

五、住地闭环管理

（一）各接待酒店要结合实际设置保障航展的专用场所，包

括专用停车场、专用出入口、专用过道、专用电梯、专用楼层、

专用餐厅和专用会议室，尽可能设置专用自由活动区域，确保专

区专用。各接待酒店应加强对保障人员的轨迹管理。

（二）接待酒店食品供应严格落实“专人负责、专项检验、

专库存放、专车运输”食品供应闭环管理要求，不采购境内中高

风险地区、境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不提供冷饮、冷食。对货源

组织、生产加工、食品检测、安全防冻等各环节实行闭环管理。

六、航展中心闭环管理

（一）加强个人防护，每天自查健康码情况，发现红、黄码

应立即报告。在展馆、餐厅等公共区域按照指示牌活动，均须佩

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保持合理社交距离，减少聚集。废弃口

罩集中丢入专门回收箱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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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错峰错时就餐，取餐时应当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

口罩，不扎堆；用餐时减少交谈、不打电话，不串桌；用餐结束

后有序离开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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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健康监测及处置）

为切实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航展期间

健康监测以及处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特制定本指引。

一、健康监测

（一）在航展中心入口处发现体温≥37.3℃者，不得进入，

工作人员向现场值守的疫情防控组报告。

（二）在专用停车场入口处发现体温≥37.3℃者，不得进入，

工作人员立即向驻点防疫人员报告。

（三）在乘坐交通工具时自觉发热的，由车上工作人员协助

测量体温，如体温≥37.3℃，司机须开车返回专用停车场，工作

人员立即向驻点防疫人员报告。

（四）在接待酒店或集中居住酒店的人员自觉发热的，应自

行测量体温，如体温≥37.3℃，立即向驻点医疗保障人员报告。

（五）在航展中心内自觉发热的，应由工作人员按专业路线

引导至就近的临时观察点，如体温≥37.3℃，立即向现场值守的

疫情防控组报告。

（六）在航展中心内发现存在发热、皮疹、乏力、咳嗽、咳

痰、咽痛、腹泻、呕吐、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者，应由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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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按专业路线引导至就近的临时观察点，立即向现场值守的疫情

防控组报告。

二、处置措施

（一）人员出现体温监测异常或咳嗽等可疑症状的，现场疫

情防控人员应引导其到临时观察点做好登记。

（二）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安排救护车转运到金湾中心医院

发热门诊排查，需做新冠核酸检测。经排查，核酸检测阴性、并

留观治疗好转后，不再继续参加航展。

（三）根据病史、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作出初步诊断。

1.经排查核酸检测阳性的，由现场负压救护车转接至中大五

院诊治。并立即向航展疫情防控组报告，按《第十四届中国航展

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处理。

2.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现场医疗点医务人员判断为其他急性

传染病或疑似急性传染病的，送定点医院处置。

3.排除急性传染病的，根据现场医疗点医务人员意见处置。

无需送定点医院的，就地诊治，待发热等急性症状消失 24 小时

后方可参展。

（四）对发现传染病需要开展会场及住宿场所环境消毒的，

按《场所消毒指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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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涉疫风险人员处置）

为切实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特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航展场馆和接驳点、专线车乘车点（包括航展

会场外围停车场、机场高速路口停车场）等查验发现的红黄码人

员处置。

二、报告

（一）在航展场馆入口查验发现红黄码人员后，立即向现场

疫情防控指挥组报告，指挥组通知金湾区卫生健康局，实行分类

管控处置措施。

（二）在接驳点、专线车乘车点等查验发现红黄码人员后，

立即向辖区卫生健康局报告并实行分类管控处置措施，辖区卫生

健康局向航展疫情防控现场指挥中心报告。

三、分类处置

（一）健康码红码人员：由负压救护车转运到辖区指定的隔

离酒店，进行排查、核酸和抗原筛查并分类处置。

（二）健康码黄码人员：由救护车转运至辖区医疗机构黄码

专区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可自行返回居住场所，避

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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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场所消毒）

为切实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规范有序

开展航展中心、论坛、展馆、餐厅、接待酒店、停车场等公共区

域的消毒工作，特制定本指引。

一、消毒原则

消毒主要以预防性消毒为主。日常主要加强通风换气和清洁

卫生，同时对接触较多的公用物品和部位进行预防性消毒。必要

时对地面、墙壁等进行预防性消毒。对二次水池开展一次全面的

清洗消毒，并开展水质监测。

二、预防性消毒措施

（一）空调系统。室内空调通风系统应按《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WS696-2020）进行清洁、消毒和管理。

（二）室内空气。应采取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室内场

所应尽量打开窗户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通风条件不良的建

筑，宜采用排风扇等加强通风换气。有必要时，在无人情况下进

行空气消毒。消毒前关闭门窗，用 3%-6%过氧化氢消毒液或 0.2%

过氧乙酸自上而下、从里到外进行气溶胶喷雾消毒，喷雾完毕关

门作用 1 小时后开窗通风。消毒期间禁止人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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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厨房餐厅。在使用前进行全面消毒并封存管理，航展

期间定期进行消毒。按照安全距离要求，用隔板将就餐位隔开。

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和消毒工作，不采购进口冷链食品，严格落实

食品供应闭环管理要求，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四）环境卫生及消毒。保持室内外环境清洁；垃圾桶要加

盖、密闭，及时清运；航展前及每天航展结束后，应进行清洁消

毒，室内高频接触物体表面（如台面、座椅扶手、门把手、水龙

头、开关等）和地板可用 0.2％过氧乙酸溶液或含 500mg/L 有效

氯的消毒剂溶液擦拭或拖拭，作用 30min 后，再用清水擦拭或拖

拭干净。

（五）用具等需进行消毒。茶具可选择物理消毒，煮沸

15-30min，或按说明书使用高温消毒箱（柜）消毒；也可用含

250mg/L-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浸泡 30min 后，再用清水漂洗

干净。

（六）电梯消毒。自动扶梯扶手、厢式电梯的地面及侧壁应

当保持清洁，每日消毒 4 次，可用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擦

拭扶手、轿厢内壁及地面，作用 30min 后，再用清水擦净。按键

部位可用 75%乙醇擦拭。厢式电梯内安装免洗手消毒或速干手消

毒液，触摸电梯按键可以用于手卫生。

（七）地下车库的地面应当保持清洁。停车取卡按键等人员

经常接触部位可用 75%乙醇擦拭，每日消毒应当不少于 3 次。

（八）卫生间物品表面消毒用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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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台面、洗手池、门把手和卫生洁具等物体表面进行擦拭，30

分钟后用清水擦拭干净。

（九）垃圾桶和垃圾转运工具保持清洁，可定期用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喷洒或擦拭消毒；垃圾点（桶）墙壁、地面应保

持清洁，可定期用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喷洒。特别对收集

废弃口罩的垃圾桶，收集打包前用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喷

洒至湿润，作用 30 分钟后再打包。

三、随时消毒

出现人员呕吐时，及时疏散人群并进行区域封闭。被呕吐物

或排泄物污染的物体表面或地面用应急呕吐包覆盖包裹，或用干

毛巾覆盖后喷洒含 100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至湿润，作用

30min 后，将覆盖了消毒干巾的污物移除到垃圾袋，扎紧袋口，

放入垃圾桶。呕吐物周围 2 米用含 1000～2000mg/L 有效氯的消

毒剂进行 2 遍的擦拭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擦拭干净。

四、终末消毒

发现新冠肺炎疑似阳性个案时，应及时将其转运到定点医

院。对疑似阳性个案曾接触过的地方实施终末消毒。消毒范围和

消毒方法应在疾控机构指导下，按照《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进行实施。

五、常见消毒剂配制使用及注意事项

（一）含 500mg/L 有效氯的消毒剂配制方法：

1.84 消毒液（有效氯含量 5%）：按消毒液：水为 1:99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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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

2.消毒粉（有效氯含量 12%，20 克/包）：1 包消毒粉加 4.8

升水；

3.含氯泡腾片（有效氯含量 500mg/片）：1 片溶于 1 升水。

4.注意事项：含氯消毒剂有皮肤黏膜刺激性，配置和使用时

应佩戴口罩和手套。

（二）75%乙醇消毒液：直接使用。使用时应远离火源，避

免着火，不能大面积喷洒，只能小范围局部喷洒或擦拭。

（三）其他消毒剂按产品标签标识以杀灭肠道致病菌的浓度

进行配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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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专业日特殊人员入场审批流程）

为切实做好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7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所在区（县、市）或重点

关注地区（根据市疾控中心风险研判确定）旅居史人员原则上不

能参加专业日航展，确因工作需要须参展的，实行严格审批备案

制，特制定本指引。

一、申请资格

（一）已落实远程健康管理：抵珠前 7天每天开展健康申报；

抵珠前完成 3天 2检。

（二）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珠，抵珠后立即进行

落地核酸检测，并实行 3天 3检。

（三）申请单位要实行名单化管理。

申请单位出具申请人符合以上资格的承诺书。

二、成立审批小组

组 长：黄 芸 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苏全丽 市航展局局长

沈向东 市卫生健康局四级调研员

张雪宝 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

梁志威 市航展公司安全信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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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单位至少提前 24 小时向航展公司提出申请，并

提交申请人员名单、行程卡、核酸检测记录、承诺书。

（二）航展公司每天收集汇总申请后，当天 15：00 提交审

批小组审核。

（三）审批小组审核后，于当天 17：00 前将结果通知航展

公司，并由航展公司反馈至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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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温馨提示

尊敬的各位嘉宾、观众：

欢迎参加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为做好本届航展疫情防控工

作，请您按照有关指引，做好以下防疫措施：

一、观展前。观展前 7天在粤康码上健康申报，每日晨起后、

晚睡前两次自测体温，并观察身体状况，发现异常及时排查诊治。

外地来珠人员抵珠前三天完成 3天 2检，抵珠后要进行落地核酸

检测，并在“健康珠海”微信小程序中“信息申报”主动完成个

人信息申报。珠海本地人员入场前需完成 3天 2检。

二、入场要求。入场须戴口罩、测温、扫场所码、查验行程

卡和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人员，若无法显示“粤康码”的，持

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走人工通道。为提升入场速度，请确认健

康码上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显示正常，不能正常显示检测报告

的，建议预留充足时间尽早进行核酸检测。

三、观展期间。开幕式举办期间在指定区域就坐或活动。进

入室内场馆、餐厅等要扫场所码。规范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或手消毒，文明用餐，如有异常情况要配

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和涉疫排查。

航展期间，如有医疗服务需求，请随时联系现场工作人员！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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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组成员单位通讯录
姓名 职务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张瑞珊 成员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2128682 13823018908

苏全丽 成员 市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航展局局长 2319939 13697767094

夏印兵 成员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航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0756-3369189 13798977708

钟海波 成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事务局

筹备组副组长
8841335 13902536603

周勇 成员
香洲区卫健局党委委员、

香洲区疾控中心主任
8818606 18675636121

祝庆盟 成员 金湾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7263399 13727055123

李以川 成员 斗门区卫健局副局长 —— 13926964044

薛飞 成员 高新区区管委会副主任 —— 13928055366

江云 成员 鹤洲新区社会事业局临时负责人 8687820 13928097966

赵庆平 成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办主任 2229809 13360610881

李志勇 成员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2218163 13809808163

魏光 成员 市委外办副主任 2125109 18125068273

陈永东 成员 市委台港澳办副局长 2287780 13570623666

马朝 成员 市接待办党组成员、接待一处处长 —— 13702310550

周咏文 成员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2522226 13702328848

杨正林 成员 市商务局副局长 2137606 13703001768

翟名 成员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2113818 18926995599

刘伟 成员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2155366 13928016633

张杰 成员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

食品药品安全总监
2622867 18666129820

陆薇 成员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 2538666 13702310606

张景明 成员 拱北海关副处长 8737983 19925990219

何才根 成员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检查处副处长 8166603 13570600219

阮峰 成员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 18675616838

鲁玲玲 成员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 2517900 13924712343

刘卓番 成员 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3238299 13392528999

陈旭翔 成员 中国移动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 —— 13703000600

莫建荣 成员 中国联通珠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 1867599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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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力 成员 城轨珠海站副站长 02061379661 18589296561

林方晓 联络员 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科科长 —— 13823080200

李元胜 联络员 市委军民融合办航展科科长 2319182 13326667448

郭树杰 联络员 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8649546 13570609333

谢益彬 联络员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航展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0756-3229161 13823002995

李立华 联络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职员 8826602 15521243097

丘晓思 联络员 香洲区卫健局疾控室负责人、副主任 2516701 15875675530

邓子睿 联络员 金湾区卫健局四级主任科员 7262831 13425072180

陈杏云 联络员 斗门区疾控中心副主任 —— 13672694331

谢龙魁 联络员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卫健科科长 —— 13326657123

郭宁 联络员 鹤洲新区社会事业局卫健组负责人 8687401 13543000700

陈伊琼 联络员 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2255306 13672759312

郑岚 联络员 市委网信办网安中心副主任 2218105 13926954133

李慧 联络员 市委外办海安科科长 2125405 13928058816

梁江 联络员 市委台港澳办科长 2287671 13825669279

要海帆 联络员 市接待办秘书处副处长 —— 13926958715

卢青 联络员 市交通运输局疫情防控办专职副主任 2632322 18826932026

徐斯源 联络员 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 2226863 13527259699

刘世杰 联络员 市商务局工勤 —— 13539582401

王震 联络员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科长 2602926 13703000601

杨华 联络员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级主任科员 2661939 13697719384

杨立鹏 联络员 市应急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 —— 13823021121

廖丹东 联络员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与

市场管理科副科长
2622717 13926991165

蔡智浩 联络员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科长 2121006 18138680868

江莉 联络员 拱北海关科长 8737827 15088020009

陈千仞 联络员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三级警长 8166639 13828223914

倪锡河 联络员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副主任 —— 15876667586

林彩霞 联络员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急救科科员 2517995 18928079148

刘琦 联络员 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3238567 13392522211

杨凌 联络员 中国移动珠海分公司业务主任 —— 13928092009

王智芬 联络员 中国联通珠海市分公司员工 3908201 15602860201

熊园 联络员 城轨珠海站主任安全员 02061379661 1372378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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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分工
序号 负责部门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1
航展开幕式各参与

单位、邀请单位、

承办单位、接待单

位以及相关部门

按照《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开幕式参加人员信息登记表》收集、汇总参加人员（含

参加开幕式的嘉宾、记者、工作人员、飞行表演队员、邀请人员、参展商、现场

服务人员、指定接待酒店工作人员、航展专用车辆司机等）的名单和相关信息，

审核疫苗接种和近 7天内行程信息，实行人员名单造册管理，加盖单位公章后，

于 11 月 5 日前报航展公司，由航展公司报市卫生健康局备案。

11 月 5 日前

2 提醒入场人员提早做核酸，持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场。 11 月 4 日前

3
邀请单位或主管

单位

落实布展工作人员、接待酒店工作人员展区工作人员、普通记者、参展商、飞行

表演队员、开幕式嘉宾及记者“一人一档”健康监测和“两点一线”管理。
持续

4
市公安局

审核并提供本单位参加开幕式人员名单信息。 11 月 1 日前

5 对航展现场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实行管控。 11 月 8 日-11 月 13 日

6

市卫生健康局

根据名单核查参加航展开幕式人员疫苗接种情况。11 月 6 日前完成核查工作，对

经核查不符合航展开幕式参加人员条件的，及时通报报送单位处理。
11 月 6 日前

7 印发航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应急预案和工作指引。 11 月 1 日前

8 组织市疾控中心开展疫情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提出防控措施建议。 持续

9 统筹设置核酸采样点，组织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持续

10 建立航展交通接驳点、专线车辆乘车点的发热等异常人员的转运机制。 10 月 30 日前

11 组织开展全市爱国卫生运动。 11 月 8 日前

组织疫情防控培训和专题演练。 11 月 8 日前

12 牵头开展疫情应急处置，组织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做好医疗救援准备。 11 月 13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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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疾控中心

会同金湾区疾控中心开展一次航展展馆、新闻中心空气和环境监测。 11 月 2 日前

14
指导航展公司对开幕式会场（暂定新闻中心多功能厅）进行彻底的消毒和通风换

气。
11 月 8 日前

15 每天开展航展疫情风险专题评估。 10 月 24 日-11 月 13 日

16 制定各类防疫指引。 11 月 1 日前

17 开展全市重点机构、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疫情监测。 持续

18 指导航展公司、接待酒店等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举办工作人员疫情防控知识培训。 持续

19 市委宣传部
组织新闻媒体报道航展相关疫情信息，及时向公众发出核酸检测要求、健康风险

和出行风险提示。
持续

20 市委网信办 开展航展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舆情监测与处置。 持续

21 市委外办 统筹协调疫情防控涉外工作，协调处理疫情防控的涉外事务。 持续

22 市委台港澳办 统筹协调疫情防控的涉港澳台工作，协调处理疫情防控的涉港澳台事务。 持续

23
市委军民融合办

（市航展局）
统筹协调航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持续

24 市接待办 协调保健对象的核酸检测和医疗保健工作，审核并提供参加开幕式人员名单信息。 11 月 7 日前

25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协调三大运营商发送航展疫情防控短信提示。 持续

26 市财政局 落实航展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相关经费保障。 11 月 15 日前

27

市交通运输局

统筹做好全市交通运输领域（不含陆路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

28
统筹各区落实航展专线车辆乘车人员测体温、查验核酸检测结果、查验健康码和

行程卡。
11 月 8 日-11 月 13 日

29 协助做好现场发热等异常人员的转运衔接工作。 11 月 8 日-11 月 13 日

30 审核并提供本单位开幕式参加人员以及航展专用车辆司机名单信息。 11 月 1 日前

31 市商务局 统筹做好全市餐饮服务场所和商场超市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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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协调相关单位进出口岸限定区域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协调相关单位配合海关开展

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

33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

统筹做好全市文化旅游场所（歌舞和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剧院

等演出场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场所、A级旅游景区、国家或省级旅游度假

区）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

34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
审核并提供指定接待酒店（星级酒店）工作人员名单信息。 11 月 1 日前

35 市应急管理局 统筹做好集中隔离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 持续

36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组织落实涉疫相关食品溯源，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涉疫食品应急处置工作。 持续

37 规范农贸市场经营管理，开展市场内环境卫生整治。 持续

38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

理局

负责根据航展疫情防控需求做好疫情数据共享支撑工作。 持续

39 指导和协助相关部门处理粤康码异常信息。 持续

40 协调有关部门推进航展数字化防疫工作。 持续

41 拱北海关 负责口岸卫生检疫工作。 持续

42 三大运营商 按要求发送航展疫情防控短信提示。 持续

43
珠港机场管理有限

公司
做好机场疫情防控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在 VIP 通道设置核酸采样点。 持续

44 城轨珠海站 做好城轨站疫情防控工作，根据需要配合相关部门设置核酸采样点。 持续

45

珠海航空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航展

公司）

负责督促参展商、承办单位、搭建商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加参展人员名

单信息。
11 月 1 日前

46
在疾控部门指导下在展区设置医疗点和临时观察点，在室内场馆入口处设置自动

测温仪。
11 月 1 日前

47
持票、证人员提前 24 小时在线提交防疫申请，测温、审核通过后从快速通道扫脸

入场。
11 月 8 日-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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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审核并提供开幕式参加人员名单信息。 11 月 1 日前

49 落实航展现场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办公场所和配套物资准备。 10 月 20 日前

50

各区（功能区）

负责设置辖区核酸采样点和核酸检测工作。 10 月 20 日前

51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接待酒店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必要时派出防疫组、医疗

组入驻酒店。
持续

52 做好集中隔离场所的管理和储备。 持续

53 金湾区
负责核心区域疫情防控工作，按时间节点开展核酸检测，做好区域内人员和交通

管控工作。
持续

54 各成员单位
将航展疫情防控工作指引通过各种形式提前向嘉宾、观众记者、参展商、工作人

员等告知。
11 月 1 日前

55
接待酒店

在客房里放置航展防疫温馨提示。
持续

56 做好嘉宾、记者、工作人员等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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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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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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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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