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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医疗卫生服务指南

一、简介

在东亚联合会医务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亚奥理事会关于亚运会

医疗服务及反兴奋剂工作指南》要求，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组建了

医疗卫生部，与主办城市属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努力，负责本届东

亚运动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为各类持证持票人员提供符合相关标准的

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一）各竞赛场（含训练）馆为运动员提供医疗服务；

（二）官方接待酒店提供医疗服务；

（三）非竞赛场馆医疗服务；

（四）建立指定医院网络，为各类持证、持票人员提供急诊、场馆

急救转运和必要的住院服务；

（五）建立传染病监测网络，提供全面的公共卫生保障服务；

（六）制定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七）制定场馆控烟政策，创建“无烟东亚运动会”。

各参赛代表团随队医生完成组委会执业备案后，将被授予临时在华

医疗权限，赛时可为本代表团成员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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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政策

（一）代表团随队医生执业备案

各代表团随队医生必须按照《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团长手册》要求完

成在华执业备案后，才能够在比赛时为代表团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申请

执业注册须提交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医师注册证书（复印件）、提交与其

所在运动队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或运动队聘发的聘书（复印件），还需要

填写《执业注册申请表》。若需要为其他代表团成员提供医疗服务，必

须提供双方代表团医疗服务的有效协议。《执业注册申请表》将于代表

团团长大会期间发放，各奥委会填写后连同医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及《NOC 医疗服务声明》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前

提交至天津组委会。如不按时提交，将不能获得在华进行医疗服务的资格。

天津组委会将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前，对各奥委会提交的《执业注册申

请表》及其他相关文件进行审核确认，并反馈确认函。天津组委会依据

各奥委会提交的《执业注册申请表》和《NOC 医疗服务声明》及其它

相关文件为审核确认后的医务人员办理执业注册手续。

《NOC 医疗服务声明》内容：参赛国 / 地区奥委会代表团团长需

保证参加东亚运动会医师被聘为所在国家 / 地区“第六届东亚运动会随

队医师”，并对其在所在国家（地区）行医资格进行审核认定。

（二）医疗专业人员保险

经在华行医备案的代表团随队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在第六届东亚

运动会期间的行医责任由其本人或其所在代表团承担，天津第六届东亚

运动会组委不承担各代表团医务人员因医疗行为引起的相关责任。天津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提供的保险不涵盖代表团任何医务人员的医疗失

当行为，建议各代表团自行购买相关医疗责任保险。

（三）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出境

各代表团成员可以携带自用或直接用于该代表团的药品入境，携带

入境的药品，按麻醉品或精神药品、血液和生物制品、其他药品分为三类，

填写《药品入境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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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咖啡因、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

药品禁止入境。

运动员自带药品，必须同时携带相关处方或医学诊断证明。

各代表团需要携带医疗器材及其相关物资入境的，必须填写《医疗

器械入境申请表》。

各代表团应遵循《货运与物资通关指南》的要求和流程并按照中国

海关要求办理入境事宜。

《药品入境申报表》和《医疗器械入境申报表》在 2012 年 10 月代

表团团长大会期间发放。各代表团应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将拟携带药品、

医疗器械申请表送达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经审核后第六届东

亚运动会组委会将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向各代表团发放《药品入境确

认函》和《医疗器械入境确认函》，作为海关允许药品和器械入境的凭证。

如果未按时提交药品入境申报材料，将会延误药品入境。

为便于海关核对入境物资，建议各代表团将拟携带入境的药品和医

疗器械单独包装，并出示《药品入境确认函》和《医疗器械入境确认函》，

便于海关核对。

各代表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由各代表团自行保管并仅限于本代表团

或协议代表团使用。药品在使用前必须保持其外包装完整，并应有明确

标识。

未用完的药品和未消耗的器材在运动会结束的一个月内复运出境，

海关将查验《药品入境确认函》和《医疗器械入境确认函》予以放行。

（四）代表团驻地医疗空间

组委会为各代表团设置相应办公用房，代表团医疗空间设在本国代

表团办公用房内。医疗室基本设置：办公桌、办公椅、检查床、按摩床、

检查灯、电冰箱、可移动屏风、可封闭药柜、医疗推车、冰桶、垃圾桶

等物品。经在华执业备案的随队医生可以在本代表团医疗室为本代表团

或协议代表团提供医疗服务。但注射、伤口处理、手术等操作除外。



4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五）随队医生药房服务及处方权

经过在华执业备案的代表团医生可在各代表团团部酒店医疗室，为

本代表团或协议代表团提供诊疗服务，并具有在各代表团团部酒店医疗

室药房取药的处方权（仅限于使用各代表团团部酒店医疗室专用处方）。

药物指南中标明的运动员“禁止使用”的药品须遵循特殊用药程序。

（六）运动员用药豁免

运动员非经相应治疗用药豁免程序批准，不得使用第六届东亚运动

会公布的“禁止使用”药物。因患相关疾病获得治疗用药获得豁免审批

的运动员，应主动出具审批文件，方可使用指定药物，未经治疗用药豁

免审批的只有在没有合适代替药品而必须使用“禁用物质”的紧急医疗

情况下，医疗团队或随队医师方可使用无法替代的相应“禁用药品”，

并由经治医生负责及时填写 TUE 申请表格，按程序向东亚医务委员会

报告，以使运动员获得急救治疗用药豁免。

（七）医疗费用政策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期间，各参赛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成员、东亚运动

会联合会理事会成员、各代表团成员、技术官员、NOC 贵宾、嘉宾在

天津市以及天津组委会安排的工作、活动时发生突发急性病、受伤和意

外事件，天津组委会将提供免费救护、抢救、药物治疗等服务。上述其

他人员的免费医疗服务期为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始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

止。参加代表团注册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或其授权代表的免费医疗服务

期，从其到达之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止。

在上述期限外的医疗服务费用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不予承担，

建议各国 / 地区奥委会以购买医疗保险方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八）接种疫苗

来自黄热病疫区的人员，在入境时，必须向检验检疫机关出示有效

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

中国境内外未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入境人员免于填报《出入境



5

检疫健康申明卡》。但有发热、呕吐、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

患有严重精神病、传染性肺结核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

其他传染病的入境人员需主动口头旅检通道检疫官员申报并接受检验检

疫。

中国境内外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出入

境人员检验检疫强制措施的公告，入境人员必须逐一如实填报《出入境

检疫健康申明卡》，并由检验检疫专用通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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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馆医疗服务

（一）竞赛场馆

1. 运动员医疗站

运动员医疗站为有权限进入该区域的持证人员（含志愿者、工作人

员等）提供现场和医疗转运服务。急性重症患者经现场处理后，现场医

生认为有必要时，由救护车送往东亚运动会指定医院做进一步的诊疗。

运动员医疗站在比赛前 1 小时至运动员全部离开比赛场地期间提供

服务。

2. 观众医疗站

观众医疗站为场馆内亚洲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媒体工作人员、志

愿者和观众等持证持票人员提供现场医疗和急救转运服务。患者经经现

场处理后，现场医生认为有必要时，由救护车送往东亚运动会指定医院

做进一步的诊疗。

观众医疗站在比赛前 1 小时至比赛结束后半小时期间提供服务。

3. 临时医疗点

临时医疗点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同观众医疗站相同。

（二）训练场馆

指定训练场馆内均设有运动员医疗站，提供现场医疗和救护车转运

服务。在规定的训练时间半小时至训练结束后 1 小时提供服务。

（三）官方接待酒店

官方接待酒店设医务室，为持证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医务室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6 日开放，每日 08:00-22:00 开诊，提供急诊和救

护车转运服务。

（四）非竞赛场馆

1. 开幕式与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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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开、闭幕式医疗服务团队将在贵宾区、观众区、

媒体区、运动员集结区、观众综合服务区、舞台及演员候场区等区域为

贵宾、运动员、注册媒体、观众、工作人员等持证持票人员提供现场医

疗服务，必要时由救护车转运伤患者到指定医院诊疗救治。

  2. 机场和火车站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北京火车站和天津火车站

是本届东亚运动会的抵离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和救护车

转运服务。 

 3. 主媒体中心（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电视中心）

主新闻中心、注册迎送中心等非竞赛场馆内提供现场医疗服务，运

行期间为持证人员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和救护车转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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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点医院网络

根据场馆分布需求，本届东亚运动会共有 9 家医院作为指定医院。

指定医院是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医疗保障的重要支撑。

（一）指定医院设东亚运动会服务专区，遵循运动员药物指南要求，

为各类指定人群提供门急诊、专家会诊及必要的住院医疗服务。

（二）指定医院为各场馆派驻医疗团队，在场馆内为急性伤症患者

提供现场医疗和急救应急处理，必要时转送指定医院进一步诊疗救治。

场馆医疗团队和指定医院将密切配合，实现救护工作的直接对接，确保

伤患者能迅速抵达指定医院，时间均可控制在 30 分钟之内。

任何自行前往指定医院要求诊疗的人员，需要出具身份注册卡，否

则不能享有指定医院相关服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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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别鉴定

根据亚奥理事会医疗委员会要求，组委会将指定配备有适当的设施

和专业知识的场所协助任何与性别相关的争议。必要时，经东亚运动会

联合会医务委员会主席授权，委托指定机构进行性别紊乱的鉴定，技术

鉴定过程应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进行，鉴定结果直接报东亚运动会联合

会医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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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医疗信息收集

根据东亚运动会理事会医务委员会和赛会运行指挥部要求，各场馆

医疗站及官方接待酒店医疗室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填写医疗信息表格，并

送医疗指挥中心信息处汇总后，报赛会运行指挥部医疗卫生组和东亚运

动会理事会医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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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卫生保障

天津东亚运动会期间，将在所有竞赛和非竞赛场馆提供全面、综合

的公共卫生保障服务。天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和天津市政府组建

公共卫生专业队伍与场馆卫生保障团队共同对食品、饮用水、室内空气

和病媒生物等进行监督监测，确保食品和饮用水安全，控制传染病在场

馆内流行。

赛时禁止参赛的所有人员自带食品或厨师在本届东亚运动会饭店内

加工、制作食品。

（一）症状监测

公共卫生保障人员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做

好发热、腹泻、结膜红肿、黄疸和皮疹 5 项症状的监测工作。各参赛团

队人员出现 5 项症状之一的，应及时向场馆医疗站医生或指定医院报告。

公共卫生保障人员根据监测情况进一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相应的处理

工作。

（二）传染病疫情处理

本届东亚运动会期间，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将根据 WHO 和中

国卫生部公布的疫情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

境出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入出境人员卫生检疫查验规程》等法律

法规对法定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或转运。

1. 机场、火车站、码头等口岸，发现患有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时，

检验检疫部门将立刻通知东亚运动会赛事运行指挥部医疗卫生组，同时

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隔离治疗或转运。

2. 官方接待酒店医疗室、场馆医疗站、指定医院等医疗机构发现甲

类和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立即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医学检查和采取下列措施：

①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治疗期限根据医学结

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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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③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

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④对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者，将由公安

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⑤发现甲类和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病人

的污染场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将立即进行严格的卫

生处理。

3. 官方接待酒店医疗室、场馆医疗站、定点医院等医疗机构发现乙

类和按乙类管理的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

和控制传播措施。运动员患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时，由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根据病情提出其是否需要医学观察或隔离治疗的建议，并报亚奥理事

会医疗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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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场馆控烟政策

天津组委会承诺积极创建“无烟东亚会”并制定了相应的控烟政策

和工作指引，规定在下列区域禁止吸烟，禁止销售烟草制品禁止进行任

何形式的烟草赞助及促销：

（一）指定医院的室内区域；

（二）东亚运动会比赛场馆室内区域（指定的室外吸烟区除外）；

（三）官方接待酒店和所有办公、会议等工作场所及餐厅、通道、

电梯、卫生间及休闲娱乐场所等室内区域；

（四）非竞赛场馆和媒体中心、制证中心、注册中心、抵离服务中

心室内区域；

（五）任何东亚运动会车辆。

官方接待酒店将按规定设置无烟区域。

附件：1. 定点医院名单

         2. 场馆医疗处方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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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药物指南

1. 抗微生物药物和抗寄生虫药

（1）抗菌药物

（2）抗病毒药

（3）抗寄生虫药

2. 呼吸系统用药

（1）祛痰药

（2）平喘药

3. 循环系统用药

（1）抗高血压药

（2）抗心绞痛药

（3）抗心力衰竭药

（4）抗心律失常药

（5）用于休克的血管活性药

4. 消化系统用药

（1）治疗消化性溃疡病药物

（2）止泻药和泻药

（3）胃肠解痉药

（4）促胃肠动力药及止吐药

（5）助消化药

5. 神经系统用药

（1）抗癫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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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狂躁药

（3）抗帕金森药

（4）抗焦虑药

（5）抗抑郁药

（6）镇静催眠药

（7）呼吸兴奋剂

（8）抗偏头疼药

（9）肌松药

6. 泌尿系统用药

（1）利尿剂

（2）脱水药

7. 血液系统用药

（1）止血药

（2）抗凝药

（3）抗血小板药

（4）血浆及血浆代用品

8. 解热镇痛抗炎药和抗痛风药

（1）解热镇痛抗炎药

（2）抗痛风药

9. 抗组胺药

10. 内分泌系统用药

（1）肾上腺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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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胰岛素及口服降糖药

（3）性激素与相关药物

（4）甲状腺疾病用药

11. 局麻药与镇痛药

（1）局麻药

（2）镇痛药

12. 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用药

13. 生物 制品

14. 眼科用药

（1）抗感染药

（2）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3）降眼压药

（4）散瞳药

（5）其他

15. 耳鼻喉科用药

（1）鼻科用药

（2）耳科用药

（3）咽喉部用药

16. 口腔科用药

（1）阵痛局麻药

（2）消毒防腐药

17. 外科用药和皮肤科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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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毒防腐药

（2）抗感染药

（3）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4）其他

18. 其他药物

参照：1. 关于药品受控状态的特别说明

2. 药物索引

3.2013 年禁用清单  

4.《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