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县文化、广电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

序号 行业类别 防控措施 具体内容

一

公共文化场
馆（县文化
馆、图书馆
、博物馆、
乡镇街道文
化站、村级
文化活动室
、农家书屋

等）         
文体经营场
所（网吧、
歌舞和游艺
娱乐场所、
影院、演出
场所等）

做到“九有”：                                 
一有防控机制，                                            
杜绝管理混乱；                                                          

严格落实防控管理责任。场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是疫
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并与主管部门签订承诺书。

二有岗前排查，          
严防带病上岗；

详细摸排在岗员工信息。安排专门人员全面排查在岗人
员信息，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对来自或途经疫情区域
的员工实行重点追踪。

三有人员培训，          
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人员疫情防控培训。安排专人进行消毒操作规程和
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落实好“龙江健康码”应用工
作，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有物资配备，         
保证有效利用；

保障防护物资配备到位。备齐口罩、消毒剂、洗手液、
速干手消毒剂、体温计等防控物资，并定期检查。

五有防护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

强化公共卫生防护措施。每日开窗通风换气不少于2小
时，经营场所、人员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天至少
消毒两次以上，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频次。服务
前台应备有75％的酒精棉球或其他消毒液等物品，安全
规范管理，免费供群众使用。具体措施参照《关于依法
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附件5：《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

六有宣传提示，           
确保群众知晓；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提示。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入口处
要提醒人员，必要时佩戴口罩。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
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控知
识。在醒目位置设立告示牌公布本地疾控中心电话0455-
5623371。

七有日常监测，          
预防病毒潜伏；

实行全员健康监测制度。指定专人落实每日对所有员工
和入内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并记录台账。出现发热、咳
嗽等疑似对象时，应立即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向上级主
管部门及疾控中心报告，并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作
。

八有流量限制，             
确保人员间距；            

实行日接待量限流措施。公共文体场馆、经营场所日接
待量、瞬间流量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75%，确保人员间
距能达到1.5米以上。



一

公共文化场
馆（县文化
馆、图书馆
、博物馆、
乡镇街道文
化站、村级
文化活动室
、农家书屋

等）         
文体经营场
所（网吧、
歌舞和游艺
娱乐场所、
影院、演出
场所等）

九有员工防护，            
保证正常工作；

督促员工做好安全防护。窗口人员、保洁员、讲解员、
服务员等一线员工与外来人员保持距离不小于1.5米，并
落实有效防护措施。落实员工日常管理“三个不”，即
不扎堆聊天、不相互串岗、不集中就餐。

序号 行业类别 防控措施 具体内容

二 景区

做到“十有”：           
一有防控机制，            
杜绝管理混乱；                          

严格落实防控管理责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是疫情防
控常态化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并与主管部门签订承诺书。

二有岗前排查，          
严防带病上岗；

详细摸排在岗员工信息。安排专门人员全面排查在岗人
员信息，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对来自或途经疫情区域
的员工实行重点追踪。

三有人员培训，          
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人员疫情防控培训。安排专人进行消毒操作规程和
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落实好“龙江健康码”应用工
作，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有物资配备，         
保证有效利用；

保障防护物资配备到位。备齐口罩、消毒剂、洗手液、
速干手消毒剂、体温计等防控物资，并定期检查。

五有防护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

强化公共卫生防护措施。每日开窗通风换气不少于2小
时，经营场所、人员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天至少
消毒两次以上，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频次。服务
前台应备有75％的酒精棉球或其他消毒液等物品，安全
规范管理，免费供群众使用。具体措施参照《关于依法
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附件5：《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

六有宣传提示，          
确保群众知晓；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提示。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入口处
要提醒人员，必要时佩戴口罩。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
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控知
识。在醒目位置设立告示牌公布本地疾控中心电话0455-
5623371。

七有流量限制，             
避免人员聚集；            

实行日接待量限流措施。景区日接待量、瞬间流量不超
过日最大承载量的75%，确保游客或群众间距能达到1.5
米以上。团队游客应妥善安排分时段、间隔性入园，提
倡团队游客不超过30人，避免集中入园，实行分散式游
览，严控人员聚集。

八有管控手段，           
利于追踪管控；

丰富游客追踪管控手段。所有A级旅游景区应实名制购票
和游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各种手段全面掌握游客
或群众基本信息，以便高效追踪管控。



二 景区

九有健康排查，          
保证信息通畅；              

详细摸排游客健康情况。实行入内必检，利用红外线测
温仪或其他温度计对游客或群众测量体温并登记造册。
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对象时，应立即做好各项防护措
施，向上级主管部门及疾控中心报告，并协助开展相关
调查处置工作。

十有员工防护，            
保证正常工作；

督促员工做好安全防护。窗口人员、保洁员、讲解员、
服务员等一线员工与外来人员保持距离不小于1.5米，并
落实有效防护措施。落实员工日常管理“三个不”，即
不扎堆聊天、不相互串岗、不集中就餐。

序号 行业类别 防控措施 具体内容

三 旅行社

做到“十有”：                                 
一有防控机制，                                            
杜绝管理混乱；                                                          

严格落实防控管理责任。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是疫情防
控常态化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并与主管部门签订承诺书。

二有岗前排查，          
严防带病上岗；

详细摸排在岗员工信息。安排专门人员全面排查在岗人
员信息，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对来自或途经疫情区域
的员工实行重点追踪。

三有人员培训，          
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人员疫情防控培训。安排专人进行消毒操作规程和
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落实好“龙江健康码”应用工
作，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有物资配备，         
保证有效利用；

保障防护物资配备到位。备齐口罩、消毒剂、洗手液、
速干手消毒剂、体温计等防控物资，并定期检查。

五有防护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

强化公共卫生防护措施。每日开窗通风换气不少于2小
时，经营场所、人员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天至少
消毒两次以上，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频次。服务
前台应备有75％的酒精棉球或其他消毒液等物品，安全
规范管理，免费供群众使用。具体措施参照《关于依法
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附件5：《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

六有宣传提示，             
确保群众知晓；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提示。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入口处
要提醒人员，必要时佩戴口罩。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
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控知
识。在醒目位置设立告示牌公布本地疾控中心电话0455-
5623371。

七有日常监测，          
预防病毒潜伏；

实行全员健康监测制度。指定专人落实每日对所有员工
和入内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并记录台账。出现发热、咳
嗽等疑似对象时，应立即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向上级主
管部门及疾控中心报告，并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作
。



三 旅行社

八有流量限制，             
确保人员间距；            

实行日接待量限流措施。经营场所日接待量、瞬间流量
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75%，确保人员间距能达到1.5米
以上。

九有防控意识；          
及时预警治疗。

加强导游卫生防控意识。导游带领团队期间，要提醒游
客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带团结束后，
应做好相关日志登记，保留好团队所有游客的详细信
息，对个人自用物品进行消毒等。如发现团队中游客有
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向属地疾控部门报告。

十有员工防护，            
保证正常工作；

督促员工做好安全防护。窗口人员、保洁员、讲解员、
服务员等一线员工与外来人员保持距离不小于1.5米，并
落实有效防护措施。落实员工日常管理“三个不”，即
不扎堆聊天、不相互串岗、不集中就餐。

序号 行业类别 防控措施 具体内容

四
群众文化活

动

做到“十有”：          
一有准入关口，          
违法严厉惩处；

落实准入和处罚办法。演出活动活动必须具备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核发的同意举办演出活动批准文件；演出场
所经营单位必须具备《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批
准文件。对未经批准擅自举办活动的团体和个人，按照
规定上限处罚，同时对原取得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批准文件予以吊销、撤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二有防控机制，             
杜绝管理混乱；

严格落实防控管理责任。举办活动的团体、场所的法定
代表人、经营者是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工作第一责任
人，负责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与主管部门签订承诺书。

三有人员排查，          
严防带病参演；

详细摸排演职人员信息。举办活动前要安排专门人员全
面排查演职人员、场所人员信息并进行体温监测，并建
立台账。对来自或途经疫情区域的人员实行重点追踪，
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对象时，应立即做好各项防护措
施，向上级主管部门及疾控中心报告，并协助开展相关

四有人员培训，          
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人员疫情防控培训。安排专人进行消毒操作规程和
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落实好“龙江健康码”应用工
作，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五有物资配备，         
保证有效利用；

保障防护物资配备到位。备齐口罩、消毒剂、洗手液、
速干手消毒剂、体温计等防控物资，并定期检查。

六有防护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

强化公共卫生防护措施。室外场所活动人员应自觉维护
公共卫生，室内场所每日开窗通风换气不少于2小时。演
出及活动区域、人员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区域每天至少
消毒两次以上，并根据客流量适当增加消毒频次。服务
前台应备有75％的酒精棉球或其他消毒液等物品，安全
规范管理，免费供群众使用。具体措施参照《关于依法
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附件5：《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

七有日常监测，          
预防病毒潜伏；

实行全员健康监测制度。指定专人落实每日对所有员工
和入内人员进行体温监测（每日两次），并记录台账。
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对象时，应立即做好各项防护措
施，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及防疫部门报告，协助专业机构
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作。



四
群众文化活

动

八有宣传提示，           
确保群众知晓；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提示。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入口处
要提醒人员，必要时佩戴口罩。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
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冠肺炎及其他传染病防控知
识。在醒目位置设立告示牌公布本地疾控中心电话0455-

九有流量限制，             
确保人员间距；            

实行日接待量限流措施。活动场所日接待量、瞬间流量
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75%，确保人员间距能达到1.5米

十有员工防护，            
保证正常工作；

督促员工做好安全防护。窗口人员、保洁员、讲解员、
服务员等一线员工与外来人员保持距离不小于1.5米，并
落实有效防护措施。落实员工日常管理“三个不”，即
不扎堆聊天、不相互串岗、不集中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