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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旅游景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侨城旅游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姚军、王晓雯、倪征、王刚、谢扬、张树民、李毅、何风云、王秋霞、李

登黎、黄可、刘晓峰、张昱竹。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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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0年初，全国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此次事件对整个旅游行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也对旅游景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过程中的运营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指引全国旅游景区更好地应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运营

与防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不仅可应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来全国旅游景区可继续应用并不断完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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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运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旅游景区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监测与预警，应对该事件

发生后的景区关闭与恢复开放程序，以及恢复开放后运营工作涉及的内部防控管理、公共空间防控、

游览组织以及异常情况处置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全国旅游景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运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766-2017 旅游业基础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676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 attraction；places of interests；scenic spot
以满足旅游者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包括参观游览、审美体验、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 ，并具

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该管理区应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明确

的地域范围。

[来源：GB/T 16766-2017，定义 9.1]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来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定义 2]

3.3

重大传染病疫情 epidemic situation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是指某种传染病在短时间内发生、波及范围广泛，出现大量的病人或死亡病例，其发病率远远

超过常年的发病率水平的情况。

[来源：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名词术语 8.1 ]

4 信息监测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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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监测与预警工作，发现相关的信息后应做好对信息的跟踪、

收集、评估等工作，并与所在地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络，做好景区可能闭园的准备。

5 运营管理

5.1 景区关闭

5.1.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景区应依据所在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和疫情风险等级情况决定是

否闭园，若所在地政府发布相关闭园通知，应及时关闭景区。

5.1.2 应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领导，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配合所在地政府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5.1.3 专项工作组应制定专项工作应急预案，建立信息监测、报送与发布制度，建立应急响应与处

置工作机制，落实防控责任到景区具体职能部门。

5.1.4 应做好员工办公管理工作，宜采取弹性办公的方式减少员工出行和聚集。

5.1.5 应妥善处理游客票务退改相关事宜，做好对游客的解释工作。

5.1.6 应做好员工健康安全防护工作，为员工提供充足的防控物资保障，加强员工个人防护培训。

5.1.7 应做好闭园期间动物饲养、植物养护和设施设备维护工作。

5.1.8 应做好闭园期间的舆情监测工作，围绕舆情动态做好景区品牌形象管理。

5.2 景区恢复开放

5.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级降低后，景区可启动恢复开放的工作程序，景区恢复开放应取得

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同意，符合所在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

5.2.2 应依据国家及所在地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管理要求，按照分级分区的原则，结合

景区实际，制定景区恢复开放工作预案。

5.2.3 景区恢复开放前应完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防控的全员培训，开展应急演练，确保景区员

工掌握防控工作各项要求，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5.2.4 应保障应急设施、设备等物资支持，做好景区员工防护及景区公共设施设备管理。

5.2.5 应做好恢复开放的信息发布，应通过官方网站、第三方平台、游客服务中心、提示牌、广播、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及时发布景区恢复开放应急管理措施、游览项目及区域开放情况。

5.2.6 应分区域分项目逐步恢复开放，合理设定景区日承载量，国家如有相关规定应从其规定。

5.2.7 应优化设置游览线路，加强游客秩序管理，应对游客易聚集区域（景区入口、核心游览区域、

交通接驳点、游客休息区域等）制定针对性的引流措施，避免游客扎堆、拥挤。

5.2.8 应做好相关应急防护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游客增强防护意识、掌握应对要点、配合

景区防控工作。

5.3 员工防护管理

5.3.1 应做好员工健康监测和管理，建立员工身体健康档案，动态监测员工身体情况，应做好员工

心理疏导。

5.3.2 员工如出现不适症状者应立即实行居家隔离观察，并向本单位有关部门逐级汇报，同时向所

在社区、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必要时应及时就医。

5.3.3 应做好员工宿舍的防控管理，应做好宿舍区域的清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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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应倡导员工减少不必要外出，正确佩戴口罩及其他防护用品。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规

律作息等健康生活方式。

5.4 办公区域管理

5.4.1 应为全体上岗员工配备口罩，为安检、检票等与游客高频接触的岗位员工配备必要的防护物

品和消毒用品。

5.4.2 应合理安排轮岗排班，合理安排员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应取消不必要的会议，必须召开的

会议应缩短时间、控制规模。宜采用网络办公和在线会议减少人员聚集。

5.4.3 员工进入办公区域前应洗手、消毒，个人办公距离宜保持合理间距，多人同时办公及接待外

来人员时应正确佩戴口罩。

5.4.4 应加强办公场所管理和通风换气，并按时进行消毒，保持环境卫生。食堂、电梯、卫生间、

洗手池等公共区域及相关物品，应加强消毒管理。电梯按钮、门把手等频繁接触部位应适当增加消

毒频次。

5.4.5 应加强进出人员登记管理，减少非本单位人员进入。应暂时停用指纹考勤机，改用其他方式

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

5.4.6 员工食堂应设置洗手设施，配备消毒用品，做好炊具餐具消毒。

5.5 公共卫生管理

5.5.1 应做好景区内各区域的消毒、通风工作,并建立消毒、通风的记录和检查台账。

5.5.2 应强化景区停车场防控和消毒管理，车辆应实行分区停放。

5.5.3 应保证公共卫生间通风良好，卫生设施完善，确保消毒消杀到位。

5.5.4 游客中心、景区购物及餐饮等场所应加强通风换气，减少人员聚集，保证消毒频次，并放置

已消毒告示。

5.5.5 应规范垃圾收集处理，加强垃圾箱清洁、消毒。在公共区域设置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桶）。

5.6 设施设备管理

5.6.1 为游客提供的拐杖、轮椅、雨伞、语音导游设备等物品，应做到“一客一消毒”。

5.6.2 景区内游客使用的娱乐设施设备表面，应做到“一客一消毒”，并做好已消毒信息提示。

5.6.3 游船、电瓶车、代步车等内部交通工具每趟（次）必须消毒。

5.6.4 应做好空调使用和消毒管理。宜暂停使用中央空调，采用自然通风。

5.6.5 应加强景区范围内施工项目现场管理，落实防控主体责任，签订防控责任书，有序恢复商铺

经营及项目建设。

6 游客管理

6.1 游客游前服务

6.1.1 宜实行门票预约、预售和实名制购票游览，为游客提供多种渠道的门票预订服务。

6.1.2 景区预约入园宜实行分时段的预约制度，引导游客分时段、错峰入园。

6.1.3 景区入口醒目位置应设立告示牌，提醒游客遵守防疫防控要求，公布所在地政府疾病控制中

心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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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游客入园管理

6.2.1 景区入口应明确告示游客佩戴口罩入园，实行入园必检，确保对全部入园游客测量体温，查

验或登记与疫情防控要求相关的游客个人信息。

6.2.2 应谢绝不配合防控工作的游客入园。

6.2.3 应设置由专人负责的临时隔离区，并配备垃圾箱，实行“专箱专用”。

6.2.4 景区售票窗口、入口等位置，应醒目设置因疫情防控要求暂不开放项目的提示信息。

6.3 游客游园管理

6.3.1 恢复开放的景区项目应从严控制客流量，游乐设备单次运载人数应不超过理论值上限的40%，

采取隔位就坐方式确保合理游客间距。

6.3.2 应确保排队区域游客合理间距，宜达到 1.5 米以上，宜推行虚拟排队、网络排队。

6.3.3 如需使用内部交通工具（接驳车、缆车、电瓶车、游船等），应确保乘客隔位就坐，做到“一

客一消毒”。

6.3.4 售票窗口服务人员、保洁员、讲解员等对客服务员工应正确佩戴和摘脱口罩，宜使用无线耳

机、扩声器等电子设备讲解，并与游客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

6.3.5 应加强支付措施管理，宜采用无感支付和无接触支付方式。

6.3.6 应做好景区内餐饮卫生及服务管理，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和防疫相关要求，避免人员聚集。

6.3.7 应加大景区巡查力度，对游客随意摘除口罩、随地吐痰等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不文明旅游

等行为及时劝诫。

7 异常情况处置

7.1 应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突发情况处置的应急机制和联动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防控。

7.2 应按照专项预案做好异常情况的应对处置，做好应急救援和相关管理人员培训，应加强与所在

地卫生防疫和文化旅游等疫情防控相关部门联动，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

7.3 发现疑似感染者后应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并报告所在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应配合医疗卫生防

疫部门对发现的传染病确诊病人、疑似病人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等措施，做好密切

接触人群的信息采集和轨迹追踪，根据情况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并做好舆论引

导。

7.4 应及时做好疑似感染者、确诊病人所接触区域的消毒处理，消毒时应用可防御感染的防护服、

口罩、橡胶手套、护目镜、橡胶鞋等物品进行个人防护，并配合所在地政府做好后续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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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应做好相关应急防护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帮助游客增强防护意识、掌握应对要点、配合景区防控工作。

	5.3　员工防护管理
	5.3.1　应做好员工健康监测和管理，建立员工身体健康档案，动态监测员工身体情况，应做好员工心理疏导。
	5.3.2　员工如出现不适症状者应立即实行居家隔离观察，并向本单位有关部门逐级汇报，同时向所在社区、所在地政府有
	5.3.3　应做好员工宿舍的防控管理，应做好宿舍区域的清洁工作。
	5.3.4　应倡导员工减少不必要外出，正确佩戴口罩及其他防护用品。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等健康生活方式

	5.4　办公区域管理
	5.4.1　应为全体上岗员工配备口罩，为安检、检票等与游客高频接触的岗位员工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和消毒用品。
	5.4.2　应合理安排轮岗排班，合理安排员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应取消不必要的会议，必须召开的会议应缩短时间、控制
	5.4.3　员工进入办公区域前应洗手、消毒，个人办公距离宜保持合理间距，多人同时办公及接待外来人员时应正确佩戴口
	5.4.4　应加强办公场所管理和通风换气，并按时进行消毒，保持环境卫生。食堂、电梯、卫生间、洗手池等公共区域及相
	5.4.5　应加强进出人员登记管理，减少非本单位人员进入。应暂时停用指纹考勤机，改用其他方式对进出人员进行登记。
	5.4.6　员工食堂应设置洗手设施，配备消毒用品，做好炊具餐具消毒。

	5.5　公共卫生管理
	5.5.1　应做好景区内各区域的消毒、通风工作,并建立消毒、通风的记录和检查台账。
	5.5.2　应强化景区停车场防控和消毒管理，车辆应实行分区停放。
	5.5.3　应保证公共卫生间通风良好，卫生设施完善，确保消毒消杀到位。
	5.5.4　游客中心、景区购物及餐饮等场所应加强通风换气，减少人员聚集，保证消毒频次，并放置已消毒告示。
	5.5.5　应规范垃圾收集处理，加强垃圾箱清洁、消毒。在公共区域设置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桶）。

	5.6　设施设备管理
	5.6.1　为游客提供的拐杖、轮椅、雨伞、语音导游设备等物品，应做到“一客一消毒”。
	5.6.2　景区内游客使用的娱乐设施设备表面，应做到“一客一消毒”，并做好已消毒信息提示。
	5.6.3　游船、电瓶车、代步车等内部交通工具每趟（次）必须消毒。
	5.6.4　应做好空调使用和消毒管理。宜暂停使用中央空调，采用自然通风。
	5.6.5　应加强景区范围内施工项目现场管理，落实防控主体责任，签订防控责任书，有序恢复商铺经营及项目建设。


	6　游客管理
	6.1　游客游前服务
	6.1.1　宜实行门票预约、预售和实名制购票游览，为游客提供多种渠道的门票预订服务。
	6.1.2　景区预约入园宜实行分时段的预约制度，引导游客分时段、错峰入园。
	6.1.3　景区入口醒目位置应设立告示牌，提醒游客遵守防疫防控要求，公布所在地政府疾病控制中心电话。

	6.2　游客入园管理
	6.2.1　景区入口应明确告示游客佩戴口罩入园，实行入园必检，确保对全部入园游客测量体温，查验或登记与疫情防控要
	6.2.2　应谢绝不配合防控工作的游客入园。
	6.2.3　应设置由专人负责的临时隔离区，并配备垃圾箱，实行“专箱专用”。
	6.2.4　景区售票窗口、入口等位置，应醒目设置因疫情防控要求暂不开放项目的提示信息。

	6.3　游客游园管理
	6.3.1　恢复开放的景区项目应从严控制客流量，游乐设备单次运载人数应不超过理论值上限的40%，采取隔位就坐方式
	6.3.2　应确保排队区域游客合理间距，宜达到1.5米以上，宜推行虚拟排队、网络排队。
	6.3.3　如需使用内部交通工具（接驳车、缆车、电瓶车、游船等），应确保乘客隔位就坐，做到“一客一消毒”。
	6.3.4　售票窗口服务人员、保洁员、讲解员等对客服务员工应正确佩戴和摘脱口罩，宜使用无线耳机、扩声器等电子设备
	6.3.5　应加强支付措施管理，宜采用无感支付和无接触支付方式。
	6.3.6　应做好景区内餐饮卫生及服务管理，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和防疫相关要求，避免人员聚集。
	6.3.7　应加大景区巡查力度，对游客随意摘除口罩、随地吐痰等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不文明旅游等行为及时劝诫。 


	7　异常情况处置 
	7.1　应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突发情况处置的应急机制和联动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防控。
	7.2　应按照专项预案做好异常情况的应对处置，做好应急救援和相关管理人员培训，应加强与所在地卫生防疫和文化旅
	7.3　发现疑似感染者后应立即采取隔离措施，并报告所在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应配合医疗卫生防疫部门对发现的传染
	7.4　应及时做好疑似感染者、确诊病人所接触区域的消毒处理，消毒时应用可防御感染的防护服、口罩、橡胶手套、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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