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 《南京市文旅重点场所冬春季

疫情防控要点》的通知

江北新区宣传和统战部、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各相关文旅单位 :

为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冬春季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专题会系列要求,进一步科学精准做好旅游景区、文

博场馆、星级饭店等文旅公共场所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我局

依据《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X苏文旅传[2021]2号 )及《关于进一步把牢
“十

个关口”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宁 防指[2021]1号 ),

制定了《南京市文旅重点场所冬春季疫情防控要点》,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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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文旅重点场所冬春季疫情防控要点

-、 旅游景区疫情防控要点

1.严 格客流管理。严格实施旅游景区“
限量、预约、错峰

”

开放,按照“
能约尽约

”
原则,全面推行网上预约,落实日承载

量、瞬时承载量都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75%的 要求。除为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保留免预约、实名登记入园方式外,原 则上不提

供线下售票。春节期间,每 2小 时应公布景区实时在园人数和

舒适度指数。

2.严格人员管理。压实景区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做好入

园人员戴口罩、体温监测、健康码和行程卡查验。至少预留一

个为老年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服务的
“
无健康码

”
实名登记入园

绿色通道,做好人工服务引导。设置一米线标识,落实
“
一米线

”

管理要求。遇有发热人员,应及时安置于临时隔离区,并第一

时间通知疾控部门处置。

3.合理规划流线。景区核心参观点、室内场馆等区域应当合

理巧妙规划参观游览流线,实行单向、分批、限流通行等措施 ,

并设置明显引导标识 ,′ 防止人员交叉汇集。

4.防止人员聚集。在旅游景区出入口、重要游览点、室内场

馆、餐饮场所、乘车点和换乘点等,加强人员和设备部署,组

织对游客保持一米线和佩戴口罩情况动态巡查。遇有人员聚集

应及时劝导疏散,严防瞬间客流集聚。

5.注 重员工防护。景区员工必须正确佩戴口罩和手套,加强

其他防护措施,确保员工安全。保证景区疫情防控物资配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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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建立员工健康检测制度,实行
“
一日一进一测

”,做好检测

记录。

6.做好科学消毒。景区公共场所及设施(如 游客中心、游客

休憩设施、电梯、触摸屏、旅游厕所、景区交通运输车辆等)坚

持每 日定时消毒,重 点区域和场所每 日消毒不少于三次。游客

经常接触的物品用具,要适当加大消毒频次,至少每两小时一

次。重点部位做好消毒记录公示。

7.加 强卫生管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垃圾分类处理 ,

防疫用品类垃圾应定点投放,日 产 日清。节日或活动期间,要

明确专人流动保洁,做到及时清运。做好景区室内场所通风换

气,空 气系统关闭回风,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各进行清洗、消毒

或更换。

8.加 强宣传引导。在景区入口醒目位置设置防疫指引须知等

宣传标语,通过电子屏、广播、语音提示、公告提示等方式,加

强对入园人员进行卫生防疫、安全游览提示,做好疫情防控宣

传 ,倡 导文明旅游。加强培训和应急演练,保证员工熟悉责任

分工、个人防护、异常情况处置等工作要求,应急处置做到有

条不紊。

二、博物馆疫情防控要点

⒈压实防控责任。认真研判形势,继续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坚持落实落细落小,馆长为博物馆疫情防控工

作第一责任人,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制 定应急预案。按照“
一馆一案

”
原则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必须制定《XXX博物馆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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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预案开展经常性培训及演练,确保有效实施。

3.落实客流管理。实行预约、总量控制、分时分流等限流措

施。实行实名制参观 ,日 接待量、瞬时最大承载量控制在 日最

大承载量的 75%以 内。

4.实行参观预约。按照“
能约尽约

”
原则,实行博物馆参观预

约常态化,除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保留免预约、实名登记入馆

方式外,原 则上不提供线下售票。

5.严格人员管控。落实入馆人员戴口罩、体温检测和健康

码、行程卡查验以及
“
一米线

”
管理要求,做好人员信息登记工

作。遇有发热人员,及 时安置于临时隔离区,并第一时间通知

疾控部门处置。

6.合理规划流线。加强人员和设备部署 ,严格控制瞬间客流 ,

保证合理间距,防止人员聚集。在售 (取 )票 点形成进出流线、

排队通道;出 入口分开设置,在入口处设置排队等候通道;在

馆内设置参观流线,观众单向通行;提醒观众间距达到 1米 以

上,鼓励使用语音讲解和数字导览。现场增加值守人员,进行

不间断疏导。

7.及 时清洁消毒。公共场所及设施(如展厅、观众服务中心

(台
)、 电梯、触摸屏等)要 明确专人流动保洁,坚持每 日定时

消毒。观众经常接触的物品用具,要加大消毒频次,消毒情况

及时公示。

8.突 出卫生管理。加强场馆通风换气,采取规范有效的空气

消毒措施,保证场馆空气质量。做好垃圾分类处理,防疫用品

类垃圾定点投放,日 产 日清。公共卫生间保持良好通风,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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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洗手液、一次性擦手纸,确保供水正常和烘干机正常使用。

坐、便池、洗手台、把手等清洁后用消毒水消毒,地漏每天用

消毒水冲洗。

9.加强员工防护。必须正确佩戴口罩和手套,加强其他防护

措施,确保员工安全。实行
“
一日一进一测

”
制度。出现发热、

咳嗽等不适症状的员工不能上岗。

10.加大宣传引导。通过电子屏、公告提示等多种方式,做好

疫情防控宣传,提醒观众 自觉执行博物馆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

做好 自身健康防护,加强卫生防疫、安全参观提示,倡导文明

参观。

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
)、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疫情防控要点

⒈加强群文活动风险防控

全市冬春季节及元旦春节等重点节假 日时段严控大型群众

文化活动,鼓励和支持活动线上举办。确需举办的活动,要强化

主体责任,报所属地区疫情防控领导机构批准,压 缩规模、控制人

数,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制 定活动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

置预案,做好应急演练,确保活动举办期间疫情防控安全。

2.加 强防疫宣传。在场馆各入口处及活动现场醒目位置通过

海报、提示牌、电子显示屏、广播等方式,加强疫情防控知识

科普宣传,倡 导良好卫生习惯,增 强健康防护意识。

3.加 强通风消毒。加强场馆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定期对空调送风口等设各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每 日定时做

好公共区域 (舞 台、排练厅、展厅等 )、 高频接触点位 (阅 览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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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借还书架、电子触摸屏等 )的 清洁消毒,并在相关区域更

新公示消毒情况。

4.加 强卫生管理。设置“
废弃口罩垃圾桶

”
,安排专人每 日及

时收集、集中消毒,并按有毒有害垃圾进行处置。加强垃圾密

闭化、分类化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做到 日产 日清。垃圾桶

内外保持清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5.加 强应急管理。场馆外合理位置设置应急隔离点,场馆如

出现疑似疫情,应 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做好现场管理,避免

恐慌,在专业机构指导下采取相应疫情防控处置措施配合相关

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管理并暂时关闭场所。

6.严格预约限流。加强人员进出管理,控制进馆人数总量 ,

实行实名预约,凭 有效证件登记入馆,确保进馆人员可控可溯。

日接待量、瞬时最大承载量控制在场馆 日最大承载量的 75%以

内。

7.加强人员管控。场馆入口处设置排队间距“
一米线

”
,进馆

人员须落实健康码和行程卡查验、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措施 ,

对健康码、行程卡、体温异常,来 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按疫

情防控方案要求处理。

8.加 强巡视引导。安排工作人员馆内巡视,对进馆人员做好

线路指引,有效控制人流和人员活动间距。重点对场馆内的剧

场、音乐厅、多功能厅等文化活动空间进行巡视,要求观众全

程佩戴口罩间隔就座,举办活动期间温度适宜时应当开窗或开

门保持通风。

9.加强员工防护。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做好 日常健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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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实行
“
一日一进一测

”
制度。工作人员每 日上岗须戴口罩 ,

入场须进行体温检测。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的员工应及

时就医不能上岗。

四、星级饭店疫情防控要点

1.严格人员管理。落实星级饭店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做

好进入人员佩戴口罩、体温检测、健康码和行程卡查验。为老

人、儿童、视障听障残疾人等提供无“
健康码

”
通道。前台应设

置“
一米线”,提醒客人保持安全距离。

2.加 强就餐管理。提醒顾客非就餐时佩戴口罩,就餐时保持

距离,积极推广分餐制,推荐使用公筷公勺,提倡非接触式点

餐、结账。鼓励预约就餐,鼓励提供定制化年夜饭外卖服务和

团餐预订配送服务。

3.严格清洁消毒。收银台、电梯、公共卫生间等公用设备设

施和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要定时清洁消毒。重复使用的

餐 (饮 )具、客房用品要严格消毒。

4.及 时通风换气。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风加强室内空

气流通。如使用集中空调,运行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关

闭回风。无新风系统的空调运行时应适当开窗留缝。定期对管

道、滤网等设备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5.强 化卫生管理。保持大厅、电梯口、收银台和公共卫生间

等公共区域环境整洁,配备洗手液、消毒剂。做好垃圾分类处

理,及时清理垃圾。

6.确 保食品安全。强化进口和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物品特别是

冷链食品及其包装的预防消毒和规范处置,加强食品存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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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加工等环节管理,在清洗加工冷冻冷藏食品前,严格做好

内外包装消毒,并做到生熟分开。

7.做好员工管控。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保持清洁卫生 ,

严格洗手消毒,全程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开展员工日常健

康监测工作,督促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强调出现发热等症状

后的自我隔离和报告。接触冷链食品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核

酸检测。

8.加 大宣传引导。通过电子屏、公告提示等多种方式,做好

疫情防控宣传,提醒顾客 自觉执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做好 自

身健康防护。

五、剧院等演出场所疫情防控要点

1.落实防控责任。剧院等演出场所应有防控应急处置预案 ,

有防控制度和责任人,有 防护物资设各 (口 罩、洗手液、消毒

剂等 )。

2.落实限量管理。剧院等演出场所观众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剧院座位数的 75%;含有多个剧场的综合性演出场所,不 同剧

场之间应当实行错时错峰或者通过不同路径出入场。提醒观众

保持安全距离。在收银台、等待区等设置
“
一米线

”,推荐非接

触式扫码支付。

3.做好消毒清洁。每天定时对公共设施设各及高频接触的物

体表面 (如走廊、扶梯、座椅、洗手间及手经常触摸的地方等 )

进行清洁消毒,并做好记录;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 时清理垃

圾。

4.保持良好通风。首选 自然通风,如使用集中空调,开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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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设各是否正常,新风口和排风 口是否保持一定距离;运行

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

洗、消毒或更换。

5.加 强观众管理。落实预约消费,所有观众实名制购票,在

入口处设专人对进入人员开展体温检测、
“
健康码

”
和行程卡查

验。正确佩戴口罩、验码合格、测温正常后方可入场观演。加

强个人防护措施,从到达剧院直至演出散场,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观众拒绝佩戴口罩或体温异常的,应 当拒绝其进入。

6.加强演员管理。演出主办方应与参演单位和个人签订安全

协议或健康承诺书,提前做好对演职人员 (含行政、后勤等工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7.做好员工健康管理。落实员工健康监测、测量体温、佩戴

口罩等措施,如 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

8.落实报告制度。发现疑似病例的,演 出场所及演出主办方

应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报告。

9.加强防控宣传。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

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疫情防控要点

1.落实场所主体责任。有防控应急处置预案,有防控制度和

责任人,有防护物资设备 (口 罩、洗手液、消毒剂等 )。

2.做好消毒清洁。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要定期消

毒,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

3.做到
“
一客一用一消

”
。上网服务设各及附属设施 (鼠标、

键盘、耳机、开机键等 )应 当使用一次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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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 保有效通风换气。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5.落实接纳人数控制。接纳消费者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核定

人数的 75%。

6.加 强消费者管理。应在入口处设专人对进入人员开展体温

检测、
“
健康码

”
和行程卡查验。严格落实佩戴口罩及实名登记

制度。

7.保持安全距离。在收银台、等待区等设置“
一米线

”,推荐

非接触式扫码支付,提醒消费者保持安全距离。

8.做好员工健康管理。落实员工健康监测、测量体温、佩戴

口罩等措施,如 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

七、娱乐场所疫情防控要点

1.落实场所主体责任。有防控制度和责任人,配备口罩、洗

手液、消毒剂等防护物资。

2.严格落实接纳人数控制。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

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75%,每个包间接纳消费者人数也不得超

过核定人数的 75%;游艺娱乐场所接纳消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核

定人数的 75%。

3.做好预约登记检测等措施。落实预约消费、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卡查验、实名登记、人流控制等

制度;如发现消费者体温异常的,建议及时就医。

4.做好清洁消毒工作。对经常使用的茶杯、茶具等公共用

品用具和公共设施定期消毒;公共卫生间应确保设施完好,定

期消毒,配各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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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到
“
一客一用一消

”
。麦克风使用完毕后及时更换筒套 ,

并做好清洁消毒;歌舞娱乐场所的点歌按钮、屏幕及附属设施 ,

游艺娱乐场所的按键、摇杆、代币及附属设施应当使用一次消

毒一次。

6.确 保有效通风换气。首选 自然通风,如使用集中空调 ,

开启前检查设备是否正常,新风口和排风口是否保持一定距离 ;

运行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

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7.保持安全距离。推荐非接触式扫码支付,提醒消费者保

持安全距离。

8.做好员工健康管理。落实员工健康监测、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等措施,如 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

9.加 强防控宣传。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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