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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办法 
 （2018 年 7 月 12 日泰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 号公布   自 2018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游泳场所卫生管理，预防控制疾病传播和健

康危害事故的发生，保护游泳者的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游泳场所卫生监督管理，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游泳场所，是指对公众开放的室内外人工游泳

池（场、馆）和综合性水上乐园。 

第三条  市和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游泳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卫生监督机构承担具体监

督职责。 

第四条  游泳场所应当自觉履行相关卫生管理要求，诚实守

信，规范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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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游泳场所卫生信

用管理。 

第五条  游泳场所卫生监督管理经费应当纳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  建筑与设施要求 

第六条  游泳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

范。 

游泳场所应当设置游泳池及更衣室、淋浴室、公共卫生间、

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控制室和库房等辅助场所，并按照游泳者

更衣、强制淋浴、浸脚消毒、游泳的顺序合理布局。 

第七条  游泳场所设置强制淋浴和浸脚消毒设施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淋浴室通往游泳池通道上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

池长不小于 2 米，宽度与走道相同，深度不低于 20 厘米，浸脚

消毒池设有给排水设施； 

（二）淋浴室与浸脚消毒池之间设置强制淋浴，强制淋浴通

道长度不小于 2 米，强制淋浴喷水装置为顶喷和侧喷形式，且不

少于 3排，每排间距不大于 0.8米，喷头下地面应当有排水设施，

并有措施避免强制淋浴排水进入浸脚消毒池；  

（三）常年开放的游泳场所，浸脚消毒池和强制淋浴设置冷

热水补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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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游泳场所应当设置池水循环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

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池水循环周期不超过 4 小时； 

（二）投加系统能自动控制； 

（三）计量装置的计量准确； 

（四）消毒剂、净水剂等不同化学药品加药设备的投加系统

分开设置，化学药品的投加系统与池水循环水泵的运行和停止设

联锁装置； 

（五）池水消毒剂投入口位置设在游泳池池水净化过滤装置

出水口与游泳池给水口之间； 

（六）设置连续供水系统，并安装补水计量专用水表； 

（七）儿童戏水池不得与成人游泳池连通，并有独立的池水

循环净化消毒设备及连续供水系统。水上游乐设施的循环净化系

统与游泳池的分开设置； 

（八）其他相关标准和卫生规范规定的要求。 

第九条  游泳场所的更衣室、公共卫生间等辅助场所及设施

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更衣室通道宽敞、保持空气流通。更衣柜按照一客一

用的要求设置，数量不得超过按人均池水水面 2.5 平米计算的最

多接待泳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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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泳场所淋浴室的区域内配备相应的水冲式公共卫生

间，并按照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设置男、女卫生间便池数量； 

（三）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控制室的位置靠近游泳池周边，

控制室内安装机械通风装置，并根据消毒方式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 

（四）消毒剂存放场所通风、干燥、避光，消毒剂置于有盖

容器中密闭保存，不得放置在走道、休息室和池水循环净化消毒

设备控制室内； 

（五）其他相关标准和卫生规范规定的场所和设施要求。 

第十条  游泳场所应当按照下列要求配备通风换气、照明、

供水、病媒生物防控、清洗消毒以及水质检测等卫生设施： 

（一）室内游泳池及淋浴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空气调节和

机械通风换气设备； 

（二）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应当大于 200 勒克斯，开

放夜场的应当配备足够的应急照明设施； 

（三）淋浴用水及游泳池的原水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供水设施确保水量供应； 

（四）按照卫生规范要求配备预防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和废

弃物存放设施； 

（五）提供游泳者茶具、拖鞋、毛巾等公共用品用具的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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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按照规定设置清洗消毒间和相应的清洗、消毒和保洁设施，

消毒间面积和消毒设施的设置满足每日接待量的要求； 

（六）配备检测余氯、PH 值、池水温度等直读的检测设备，

并保持计量准确； 

（七）其他相关标准和规范规定的卫生设施要求。 

第三章 日常卫生管理 

第十一条  游泳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经营者是

该场所卫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游泳场所的卫生安全负全面责

任。 

游泳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卫生

管理员具体负责游泳场所的卫生工作，并明确专人负责池水循环

净化消毒及水质检测工作。 

第十二条  游泳场所应当建立卫生管理档案，并由专人管理，

各类档案记录应当分类并建有目录。卫生管理档案主要包括下列

内容： 

（一）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 

（二）培训考核、日常检查、池水循环净化消毒等卫生管理

制度； 

（三）人员岗位职责、卫生管理员及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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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泳场所危害健康事件应急预案； 

（五）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用品用具清

洗消毒等操作规程； 

（六）人员培训、健康检查、池水循环净化消毒、水质检测、

公共用品用具更换清洗消毒、补水量、水质处理剂采购验收、设

施维护等工作记录以及水质、用品用具、空气检测报告等； 

（七）水质处理剂产品索证、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使用说

明书等有关资料及证明； 

（八）其他有关卫生管理资料。 

第十三条  游泳场所从业人员应当熟悉和掌握有关卫生法

律法规、基本卫生知识和卫生操作技能。游泳场所应当定期组织

从业人员培训和考核，卫生管理员、水质净化消毒、水质检测等

岗位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上岗。 

第十四条  游泳场所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

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患有痢疾、伤寒、

甲型肝炎、戊型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

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

直接为游泳者服务的工作。 

游泳场所应当每日对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发现

有发热、呕吐、腹泻、咳嗽、皮肤伤口或者感染等有碍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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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症的人员，应当立即暂停其对游泳者服务，待查明原因并治

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第十五条  游泳场所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补水、强制淋浴、

浸脚消毒、通风换气、照明、供水、病媒生物防控以及公共用品

用具清洗消毒等设施设备应当齐备完好，保证正常使用，不得擅

自停止使用或拆除。 

游泳场所应当建立并执行定期检查和维修制度，设施设备发

生故障时及时维修，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并做好相应记录。 

第十六条  游泳场所开放期间应当池水清澈、无漂浮物，水

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水质净化消毒处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按照设备参数要求对池水进行净化消毒处理，并记录

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情况。循环净化过滤设备每日应当进行反

冲洗，反冲洗水排入下水道； 

（二）开放期间每日根据游泳人数补充新水，总游泳人次

100 人次以下的，按照不少于池水总量的百分之十补充新水；总

游泳人次 100 人次以上的，按照每日每人次不少于 30 升补充新

水，并记录补水量及补水专用水表读数； 

（三）消毒剂置于专用投加设备内自动投加，开放期间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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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氯消毒剂直接投入游泳池内； 

（四）开放期间浸脚消毒池内消毒液的有效深度应当不低于

15 厘米，浸脚消毒池池水余氯含量为 5—10 毫克/升，并每 4 小

时更换一次； 

（五）游泳池采用臭氧、紫外线或者其他消毒方法消毒时，

还应当辅以氯消毒。使用臭氧的，在对外开放期间应当停止使用

臭氧消毒，并确保池水水面上 20 厘米空气中臭氧含量不高于 0.2

毫克/立方米，池水中臭氧浓度不超过 0.05 毫克/升； 

（六）其他相关标准和规范规定的水质净化消毒要求。 

第十七条  游泳场所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卫生检测，不具

备检测条件的，可以委托检测；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规范

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 

（一）每天开放前及开放期间室内游泳场所每两小时、室外

游泳场所每小时对游泳池池水余氯、PH 值、水温、浸脚消毒池余

氯等指标进行检测，并如实记录检测结果； 

（二）开放期间每月对游泳池池水游离性余氯、浑浊度、PH

值、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进行检测，并出具检验

报告； 

（三）季节性开放游泳池在开放前对池水 PH 值、浑浊度、

游离性余氯、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指标，以及浸脚消毒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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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馆空气、水面照度等进行检测，检测指标全部合格方可对外开

放； 

（四）每年对游泳馆空气、水面照度、公共用品用具以及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至少检测一次。 

游泳场所应当在醒目位置如实公示卫生检测结果。 

第十八条  游泳场所使用的水质处理剂和公共用品用具应

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游泳池水净化消毒用水质处理剂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标签标识齐全、规范，有中文说明； 

（二）水质处理剂向证照齐全的厂家或者经营单位购买。采

购产品时对包装标识和产品性状等进行验收，并索取水质处理剂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 

（三）提供游泳者使用的茶具、拖鞋、毛巾等公共用品用具

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 

（四）公共用品用具一客一换，并按照卫生规范要求进行清

洗、消毒和保洁； 

（五）游泳场所禁止出租游泳衣裤； 

（六）其他用于游泳池及游泳者的物品确保卫生安全并符合

相应标准要求。 

第十九条  室内游泳场所的室温、相对湿度、风速及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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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和空气细菌总数等空气质量指标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

求。 

游泳场所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当符合《公共场所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的要求。 

游泳场所应当环境整洁、卫生、舒适、明亮、通风。每日对

泳池外沿、池边走道、淋浴室等处进行清扫、擦洗或者冲洗，发

现有污染的，及时进行消毒处理。更衣柜每日进行清洁和消毒。

公共卫生间和垃圾桶及时清洗消毒，保持清洁卫生。 

游泳场所禁止吸烟，应当设置醒目的禁烟警语和标志，发现

有吸烟的及时劝阻。 

第二十条  游泳场所应当执行下列游泳者管理规定： 

（一）实行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游泳者如实填写健康承诺，

对游泳禁忌症患者和酗酒者，游泳场所工作人员应当劝阻、制止

其入水游泳； 

（二）在场所入口处按照游泳场所卫生规范要求设置固定、

醒目的禁泳警示标志； 

（三）记录每日游泳人次数，并按照人均池水面积不低于 2.5

平方米的标准控制入场游泳人数； 

（四）加强对游泳者行为的管理，开展督浴、巡视，发现有

在泳池或周边进食、便溺、吐痰等影响水质卫生行为的，应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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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止； 

（五）其他为确保游泳场所卫生安全的游泳者管理要求。 

第四章  卫生应急管理 

第二十一条  游泳场所应当制定游泳场所危害健康事件的

应急预案，定期检查各项卫生制度、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消除

危害公众健康隐患。 

游泳场所危害健康事件，包括游泳场所内水质污染导致的传

染性疾病流行，室内空气不符合卫生标准导致的虚脱休克，公共

用品用具或者卫生设施受到污染所致的传染性疾病、皮肤病，以

及意外事故导致的消毒剂或其他化学药品中毒等危害公众健康

的事件。 

第二十二条  发生危害健康事件时，游泳场所应当立即停止

开放，及时抢救受害者脱离现场，迅速送病人到附近医疗机构救

治，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事件的继发。并及时向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游泳场所应当立即暂停对

外开放，加强池水净化消毒处理，经检测合格后方能对外开放： 

（一）游泳池水质菌落总数或者总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不

符合卫生标准要求的； 

（二）池水循环或者消毒设备停止运行超过 4 小时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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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离性余氯浓度大于 3.0 毫克/升，或者造成 5 例以上

游泳者皮肤瘙痒或红肿的； 

（四）池水尿素浓度超过 10.0 毫克/升的； 

（五）池水受到人畜粪便、有毒物品、动物尸体或者其他可

能影响人体健康物品污染的。 

第二十四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游泳场所危害健

康事件卫生监督应急工作预案。接到游泳场所危害健康事件报告

后及时启动预案，并协同有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至九条、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游泳场所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游泳者更衣、强制淋浴、浸脚消毒、游泳的顺

序布局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强制淋浴或者浸脚消毒设施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池水循环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的； 

（四）未按照规定设置更衣室、公共卫生间等辅助场所和设

施的； 

（五）未按照规定设置通风换气、照明、供水等卫生设施的； 

（六）池水循环净化消毒、补水、强制淋浴等设施设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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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使用，或擅自停止使用、拆除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对游泳场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卫生

管理员，或者未明确专人负责水质净化消毒和水质检测工作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禁泳警示标志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至（四）

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第二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对游泳场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

款： 

（一）未按照规定在开放期间补充新水的； 

（二）开放期间直接将氯消毒剂投入游泳池内的； 

（三）浸脚消毒池池水余氯含量不合格，或者未按规定对浸

脚消毒池换水的； 

（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卫生检测的； 

（五）未按照规定公示卫生检测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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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按照规定索取水质处理剂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消毒

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的； 

（七）未按照规定对公共用品用具进行更换、清洗、消毒和

保洁的； 

（八）出租游泳衣裤的； 

（九）未执行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安排未取得

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游泳者服务工作的，由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游泳场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至

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游泳场所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游泳场所开放期间水质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 

（二）室内游泳场所开放期间空气质量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的； 

（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不符合卫生标准而投入使用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对游泳场所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依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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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卫生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生游泳场所健康危害事件的； 

（二）游泳场所对发生的危害健康事件未采取处置措施，导

致危害扩大，或者隐瞒、缓报、谎报的； 

（三）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暂停开放的。 

第三十一条  游泳场所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行政处

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