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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个人防护设备）

1. 应用最好、最先进的系统和实践。
2. 无论是在安装新游乐设施、维护景点还是在建设新的建筑物时，始终牢记健康，安全和
安保标 准。
3. 无论我们是承包商还是业主，都要始终牢记健康，安全和安保标准。 我们称之为“守
魔法世界”，这也要靠承包公司的努力。 所有为我们工作的人员都对保护客人、同事和
所有动物起到重要作用。

本手册将分发给在我们的任何游乐场/景点作业或即将作业的承包公司及其员工。本手
册并 不试图传授知识或指导承包公司了解其业务范围内的信息或其有法律义务要了解
的信息。
在实施分包时，承包公司有责任确保分包商遵守本手册中规定的要求。 本手册中所述
的规则和程序并不能包涵所有相关内容，请查阅相关健康，安全和安保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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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安全口诀

为了帮助守护魔法世界，大家需要魔法。确切地说是需要魔法口诀。所以我们提
出了六条安全口诀。承包公司及其员工必须确保在作业时遵守这些黄金法则：

对承包公司的控制

所有现场作业/合同均由 Merlin 经理负责，他（她）将帮助确保您遵守本手册中的建议。
Merlin 经理可能是 Merlin 公司的任何管理人员或任命的代理人员，负责对聘用的承包公司
来开 展相关业务活动。
为了有效控制承包公司遵守全部的健康，安全和安保流程，Merlin 经理主要负责：

开动大脑

如果您成功通过资格审查并获得委任，他（她）将在您进入任何景点/场地时或之前，向您
简要地介绍本手册中规定的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本手册中规定的要求。

做每件事之前，提醒自己“安全第一”。

保持警惕

保证客人、同事和动物的安全。

正确行事

遵从所有安全规则、标志和实践。

花一分钟

始终保持自己工作范围内的安全和整洁。

告知我们

报告任何不安全的事项，有疑问就要提出。

流程/反馈环路
承包商
资格审查

承包商
委任

承包商
安全培训

评估/筛选

商业 合同

信息 交流

作业 授权

批准/作业许可

开展 作业

作业前安全会议
/监理

绩效 监控
/审核

审计

阶段

管理 工具

特定景点/场地可能还有其他安全和安保规定，或者对于承包商安全培训和作业许可还有其
他安排，您需要这方面的情况。
他（她）会尽快将与现场操作/活动引起的安全隐患有关的必要信息分享给您（请参阅下文
中的“景点/场地信息”）。
景点/场地信息
Merlin 经理有责任为您及时提供正确的信息，以便在您作业期间保证客人、承包商、员工
和动物的健康和安全。
您可能会发现以下参考文件会非常有用：
• 场地图纸和平面图。
• 风险评估。
• 安全作业规范/安全规程。

帮助大家

分享您关于加强安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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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操作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 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包括火灾报警器测试时间、疏散程序、签到程序、急救信息以及安
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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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承包公司的要求

1) 监理和资质

3) 进场和安全培训

您必须任命有声誉、具备相关资质的监理员来负责安全事务并担任您在现场的代表。个体
承包商可以提名自己任监理员。

所有员工和分包商在景点或场地内参观和作业时，必须要使用正式的“承包商”通行证系统
签名进入和离开。首次参观时，将通过场地安全培训、Merlin 经理口述或场地信息册的形
式向您介绍场地的健康，安全和安保规则。

承包公司必须确保其工作人员在进入我们的景点或场地作业之前已接受过相应培训并达到
了资质要求。承包公司必须接受针对与健康，安全和安保相关的所有作业的充分指导，并
准备安 全作业必需的设备和防护服。

2) 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
您有责任确保已对所有作业活动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或作业危险分析。请注意，我们的很
多景点都比较复杂，作业区域内可能还有其他承包公司。
如有要求，您需要提供风险评估或作业危险分析的副本以及其他相关的安全文件，例如培
训证书。

所有参观者/承包商均需佩戴所提供的标识（如通行证/胸卡等。） 在场地内开车时应特别
小心，还应注意观察限速标志。车辆必须停放在指定场地/区域。
请注意，除了指定区域以外，其他区域禁止吸烟。

4) 作业授权
开始作业之前，必须获得 Merlin 经理的作业授权。只有在所有必要的健康，安全和安保问
题都得到妥善解决并提供了符合要求的文档之后才会授权许可开始作业。在此之前，不得
开始任何作业。

必须将此流程中辨识出的重要风险以及确定的相关控制措施及时告知所有员工（包括分包
商）并全面实施落实。此外，还应与其他可能受影响的人分享这些重要风险。
在设计、建设、翻修或改造任何构筑物时，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建筑法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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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业许可

7) 限制区域

在我们的场地内进行的高风险活动必须要事先申请 作业许可。

事先未经 Merlin 经理或负责相关区域的其他经理的批准，承包公司的员工不得进入任何限
制进入的区域。

您将复制确保在开始作业前完成必要的作业许可流程以及与 Merlin 经理保持联络，以便能
够安全地完成拟定的作业。
需要作业许可的活动一般包括：
• 游乐设施区域内的作业。

未经 Merlin 经理的授权，禁止干扰我们设备的控制以及我们产品的操作。
在游乐设施区域实行严格的上锁程序，无论有问题的游乐设施是否在运行。这些程序的详
细信息将作为安全培训/作业许可流程的一部分告知给所有承包商。

• 危险动物笼舍/水池内的作业。

8) 防火

• 密闭空间内的作业。

使用电线、电气配件和电气设备时的疏忽或误用可能会导致火灾。这可能包括电路过热、
接线不当、接线板超负荷、使用未经授权的电器设备以及安装了额定值错误的保险丝。为
了帮助预防火灾：

• 屋顶作业（存在掉落的危险；无边缘围护）。
• 升降机上的作业。
• 火灾报警器和防火系统的某些作业。
• 涉及起重机和/或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的操作。
• 与石棉相关的操作。
• 动火作业，例如焊接、明火、铜焊、屋顶铺沥青、金属切割/磨削
（产生火花）。
•

开挖作业以及任何 5 cm 以下的开挖作业（除了标准的景观美化作业以外）。

• 涉及高压电的作业。
•

涉及发电机和/或 UPS 系统的作业。

• 拆卸存在危险或高压物质的管道（例如内含蒸汽、燃油、气体、压缩空气、溶剂或酸液
的管道）。

• 应定期检查电气设备。
• 必须及时报告并修复接线故障或安装故障。
• 离开之前，必须确保已熄灭场地内的所有引火源并关闭所有电气设备（如果适用）。
毫无疑问，每一次都要如此。
所有动火作业（例如焊接、明火、铜焊、屋顶铺沥青、产生火花的金属切割/磨削）都必须
通过使用动火作业许可（查看以上文中的“作业许可”部分）来实施控制。
吸烟仍是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必须要将烟头完全熄并丢弃到安全的位置。我们实行禁止
吸烟的政策。
有些材料非常易燃和着火。包装材料、油漆、易燃液体或气溶胶应保存所需的最少量，并
安全地存放在远离引火源的地方。必须始终保持良好的存储整洁标准。
处理高度易燃材料时应特别小心，例如胶水、溶剂、化学品以及气瓶。如有可能，应尽量
将这些材料存放在单独的区域。

• 拆除作业。
Merlin 经理需要有正式的作业许可，并对列表上的一些作业活动/作业区域提出建议。

6) 指定作业区域
转移到景点/场地内的新作业区域之前，需要向
Merlin 经理报告，他（她）将需要确认在新区域
内 开始作业是否安全、方便。
应采取适当措施（搭建临时围挡、设立栏杆、
拉起危险警示带等）来保护作业区域，防止
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特别是在有公众区域
内进行作业时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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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您有责任确保按照制造商的指南对所有工具和设备进行维护，使其保持安全工作状态。如
果 Merlin 经理发现有工具或设备不适合使用或处于不符合要求的状态，必须立即将其清
除 出现场
检查
承包公司使用的所有工具和设备必须按照制造商的指南和所有相关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必
须保留相应的记录。Merlin Manager 有权随时：
• 检查承包公司使用的工具、装置或设备。
• 查看与这些工具、装置或设备有关的所有相关测试和检查记录。

10) 电气安全
您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安全地执行电工作业。特别是：

9) 工具和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设备）
提供/使用
您必须提供作业所需的全部工具、设备、防护服以及安全设备。我们的景点/场地一般不会
向您租赁设备，除非 Merlin 经理明确批准。
所有便携式电器作业工具都应通过 110v 变压器（或当地等效电压）操作或使用电池供
电。如果无法实现，必须在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的直接监督下使用 240v（或当地等效电
压）便携式电器作业工具，而且必须配备合适的漏电保护器能安全切断电源的装置。所有
便携式电器作业工具均应定期进行测试，并贴有有效的测试标签。
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可以使用我们的专用接入设备。
•

事先获得 Merlin 经理以及拥有该设备的相关业务部门的批准。

• 承包公司完成了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确保设备适用于要开展的作业。
• 使用此类设备的资格证明。
• 设备可用且适用。
您必须根据作业或环境的要求，以正确的方式充分利用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防护
服、防护手套、安全帽、护耳器、安全眼镜、安全鞋、呼吸防护设备、防坠落保护设备
等）。

• 必须执行所有适用法规和最佳实践。
• 任何执行电工作业的人员都必须具备充分的资质 或者在专业人员的监督下作业。
• 必须完成适当的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
• 确保提供已通过文档记录的作业安全系统并在需要时进行维护。
• 必须根据用途、使用位置以及预期使用条件来合理地选择所有电气设备。
• 电气设备必须以安全的方式、按照预期用途使用或操作，并通过合理维护来确保其处
于安全状态。
• 必须为所有要对其作业或在其附近作业的电气设备提供充分安全的作业空间、适用接
入工具以及良好的照明。
• 必须尽量避免对带电导线作业或在其附近作业，必须采用适当的安全隔离措施。
• 根据其预期用途、使用位置或预期使用条件，电气设备必须具有适当的强度、容量和
结构，以符合相关安全/技术标准。
• 必须根据当地的法律要求/标准提供相关的作业后文档（如简单电工作业证书、电气安
装证书、定期检查/测试报告等）。

您还需要为员工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并负责对这些用品进行适当的维护和检查。
公共区域内的工具或设备应有人看管，并有适当的安全措施。完成作业后，要带走所有工
具。不得将任何工具遗留在游乐设施上或高处。
如果在高处或存在可能砸到人的可预见风险的地方使用工具，则必须使用工具系绳或采取
其他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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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带电作业
除了由接受过相关培训、具备相应资质并获得授权的人员使用认可设备进行的测试以外，
不允许使用工具进行带电作业。如果需要进行此类作业，必须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作业危
险 分析和操作规程来实施控制。必须在经过授权且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此 类作业。

12) 起重设备
必须按照适用的起重作业设备法规的要求使用起重设备。如果 Merlin 经理要求，应为您带
入景点/场地内的所有起重设备提供相关检查证明的副本。

13) 起重操作
必须按照适用的起重作业设备法规的要求进行起重操作。特别是，起重操作必须由具备相
应资质的人员进行计划、监督和执行。

14) 脚手架
承包公司将负责确保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搭建作业用脚手架，确保其适用并定期进行
检 查。必须在整个项目期内在现场保留所有相关检查记录的副本并提供给 Merlin 经
理检 查。
未完工的脚手架以及尚未接受所需定期检查的脚手架必须贴上“禁止使用”的
告 示。在经历大风或任何其他可能影响脚手架结构安全的事件之后，只能
由 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改造脚手架，在重新投入使用之前，必须重新进行
检 查。

15) 高空作业
应使用物理屏障、脚手架、梯子、防坠落制动器/防坠落限位设备（例如安全带和安全绳）
或其 他安全作业方法来防止从高空坠落。
任何在易塌陷的屋顶上或附近作业的人员必须确保安全地开展作业，包括在适当的时候使
用物理屏障、安全进入方式以及防坠落制动器/防坠落限位设备。
只有在可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梯子。在使用梯子时，梯子必须处于良好状态，而
且应充分固定以防移动。
开始高空作业之前，应咨询 Merlin 经理并检查是否有任何架空设施或设备（如电缆、游
乐 设施）。如果存在坠落风险或者未提供边缘围护，在开始作业之前，可能需要获得签发
的 作业许可。

16) 开挖和钻地作业
在开始任何开挖/沟渠挖掘或任何实际钻地的作业
（如搭建搭帐篷用的地锚、帐篷桩以及人工/机械挖掘作业等）之前，先咨询 Merlin 经理
并检查是否有任何地下设施（例如电力电缆和通信电缆、排水沟、管道工程、供气和供水
管道）。在开始作业之前，必须要获得签发的作业许可；在作业期间应遵守相关要求。

17) 电气、电缆及管道设施
对此类设施进行作业之前，应获得 Merlin 经理的书面批准。
如果要对这些设施实施破拆作业，还必须得到 Merlin 经理的批准，包括隔离、修复或调
试。
您将全面负责提供和安装任何连接件，并在完工后，按照要求拆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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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危险材料和物质
危险物质和/或流程的使用必须遵循相关的化学品安全法规。如果您要将危险材料或物质带
入我们的任何景点/场地，需要提供相关的化学品评估记录和化学品安全说明书。
公共区域内使用的危险材料或物质必须有人看管，并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 在适当情况
下，与 Merlin 经理商议存放方式。

19) 石棉
如果相关，Merlin 经理将为您提供场地内含石棉材料所在位置及状态的信息。
如果适用，仅允许经过许可/认可的承包公司处理石棉材料。我们的任何场地内都不允许带
入含有石棉的材料。
对含石棉材料进行的作业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和作业许可程序进行。必须向 Merlin 经理
提供详细的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证明承包方具备相应资质并提供相关防护设备

20) 压缩气瓶
如果作业涉及到压缩气瓶，包括用于氧乙炔焊接和切割的气瓶，必须要将气瓶固定在竖直
位置。氧气瓶和燃气瓶必须要相隔至少 4 米存放，而且要远离可能引起破裂或燃烧的接触
点。这些气瓶必须正确地贴上清晰的标签，标示其中的气体和相关危险。气瓶必须要妥善
存放，使用后应立即移出现场。

21) 栅栏和围墙/隔离网
必须在任何孔洞、基坑、露天坑洞、抬高的地板、建筑施工区域或其他危险作业区域附近
架设适当的栅栏并张贴安全标志，如果适用，配备适当的夜间照明灯。这一点对于短期作
业尤为重要。当您离开时，需要确保开挖区域被充分覆盖/围护；而且您还需要复制提供栅
栏、告示、照明灯，除非事先与 Merlin 经理另有协议。

22) 告示/安全标志
场地内的 Merlin 安全标志和告示都是有合理原因的。请务必遵从！您将负责提供和张贴自
己的适用安全标志，以防客人、Merlin 员工和您自己的员工受伤。这些告示的张贴位置必
须征得 Merlin 经理的同意。

23) 起重机和吊车
在起重机和吊车上进行的作业或涉及起重机和吊车的作业必须要获得 Merlin 经理的批准后
才能进行——必须要先完成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 确保起重机或吊车有能力吊起负载
以及周围的环境适合使用起重机或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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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噪音和振动/灰尘/烟气/烟雾
必须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来控制并尽量减少作业引起的物理因子或有害因素。相关活动的
风险
评估/作业危险分析应包括如何预防或控制作业人员暴露在这些有害因素和环境中的影响以
及如何避免通过空调系统进行通风。
请特别注意对附近游乐设施区域或技术设备区域、烟感报警器或火灾报警器可能产生的影
响（可能需要进行隔离或使用罩子盖住探测器）。只有在征得 Merlin 经理正式许可的情况
下才能完全或部分隔离火灾报警/烟感探测系统。
在 IT 和电信设备附近进行的作业可能导致业务服务中断。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必须
要提前通知 Merlin 经理。

25) 内务整理
作业区域内应始终保持清洁，整洁，没有不需要的障碍物和工具。所有通道、道路和逃生
路线必须要保持整洁、无危险。
除非另有协议，否则必须要定期将所有废弃物清理出现场并按照相关法规、以环保的方式
处理。您必须将废弃物品堆放在经过 Merlin 经理同意的地方。

26) 车间和设施维护
承包商一般不得使用我们的车间或进行设施维护，除非事先得到 Merlin 经理、设施所有
者/管理者的批准，此外还要考虑到这些区域的可用性和适用性。

27) 存放区域
Merlin 经理将在您进场之前告诉您可以在哪里可以搭建临时的工作间或其他临时存放设施
的地方。

28) 福利设施
如果事先得到 Merlin 经理批准，可以使用景点/场地内的福利设施（例如食堂、休息室）
，但不能穿着不干净的工作服（包括鞋子）进入任何福利设施区域。

29) 纪律
您要对员工（包括分包商）的纪律和行为负责。一旦发现有人存在不当行为或危险行为，
将要求其离开作业场地。

30) 不安全的工作实践/条件
您必须要始终以负责任的、安全的方式执行操作。如果您被发现涉及了不安全的工作行为
或处于不安全的工作情况，可能会被要求停止作业。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重大危险或即将
发生的危险，任何Merlin 员工可以要求您停止作业。我们还保留将承包公司和/或其员工
请出景点/场地的权利，如有必要，还可能会终止与承包公司的合同。此类行动还会影响
Merlin 日后与该承包公司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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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酒和毒品
不得将酒或毒品/非法药物带入我们的任何场地。任何被 Merlin 以合理方式认定受酒精或
毒品/非法药物影响的人员可能被阻止进出作业场地，并将报告其上级经理。此类行动还会
影响 Merlin 日后与该承包公司的合作. Merlin 保留按照当地法律要求/限制进行毒品和/或酒
精检测的权利。

32) 环境保护
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环境责任，并要求承包公司需要遵循当地相关法律要求。必须要进行
适当的管理控制噪音、灰尘和异味等环境公害，必须控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未经Merlin 经
理的批准，不得向排水/污水系统进行排放。我们鼓励您尽可能地减少、分类和回收废弃物
并遵守所有相关法律要求。妥善堆放废弃物并定期将其清理出作业场地。必须将废弃物品
堆放在经过 Merlin 经理同意的地方。

17

33) 现场车辆
承包公司的所有车辆必须处于良好状态、适合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要求（例如保险、定期
检测/认证等）并由经过相应培训/取得证照的人员操作。
请务必遵守场地内的限速要求并系好安全带（如果配备）。在场地内驾驶车辆时，不得使
用手机，除非使用了适当的免提设备。
只有在得到 Merlin 经理批准的情况下才可在公共步行区域（例如主题公园）内驾驶车辆。
这将取决于时间、位置以及其他场地限制条件。如有需要，Merlin 经理还将为您提供停车
方面的说明指导和停车证。

34) 安保
安保措施因场地而异，所有人都需要遵守。
对于承包商装置、设备或个人物品的损坏/丢失，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丢失了任何物
品，请立即向 Merlin 经理报告。
为了保证客人、同事和动物的安全，我们保留随时搜查承包公司车辆和承包人的权利。

35) 小心动物
我们的很多水族馆、动物园和野生动物景点内都有动物，其中有些动物可能非常危险（例
如狮子、有毒水生物和爬行动物等）。
未经 Merlin 经理或现场指定人员的授权，不得进入动物笼舍/水池。对于所有危险动物笼
舍执行严格的进出安全程序，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有些动物（包括水生野生动物）对环境极其敏感。请避免在有动物的区域内制造大量噪
音、灰尘等，不要让灰尘或化学污染物进入水族馆的水池和其他水道。

36) 安全信息
应在合理的时限内以当地语言向 Merlin 经理提交现场已完工作业的相关资料，例如竣工图
纸、已安装设施的示意图、设备安全/测试证书、装置/设备操作和维护手册等。

37) 密闭空间
不得在有危险气体/烟气、缺氧/富氧的密闭空间内作业，除非已获得许可并遵守相关法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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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部署

38) 紧急疏散

39) 急救

我们的各个场地有特定的规则、限制进入区域和应急部署，Merlin 经理将会向您说明。 一
般而言，在发生火灾时，应这样做：

承包公司需要按照法律要求提供急救设施/资源，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 Merlin 场地/景点
内的医疗设施。

1. 如果看到明火或烟，应发出警报并关上门。
2. 利用最近的火灾逃生通道立即离开建筑物/区域。离开之前记得要保证作业区域/设备的
安全并关好身后的门。
3. 不要惊慌，也不要再回去拿东西或跑错方向。不要使用电梯。
4. 只有有火阻挡了您的逃生路线而且火势较小，并且您接受过灭火器使用方面的培训时才
能去灭火。记住：您的安全比灭火重要得多，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40) 事故/事件报告
如果在景点/场地内作业时发生事故，无论是否造成受伤，无论受伤程度如何，都必须尽快
向 Merlin 经理报告。
必须填写事故/事件报告表并提交给 Merlin 经理。
您需自行负责按照法律要求向相关外部执法机构 报告相应事件。

5. 到达安全区域后，要确保已拨打火警电话。联系安保人员检查是否已拨打火警电话或者
自己拨打。
6. 前往指定的点名集合点，等待警报解除。 未接到指示之前，不得再进入建筑物。
必须向您的工作人员说明以下信息：
• 我们的火灾报警器、测试日期/时间、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紧急集合点和疏散路线。
• 任何其他疏散安排（例如照顾有特殊需求的人）。
• 必须要保持应急服务车辆通道的畅通。 您需自行负责向所有分包商传达此信息并要求
他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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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表

41) Merlin 经理

42) 承包公司

确保向承包公司和所有为其工作的人员简要地介绍景点/场地的健康，安全和安保要求
以及本 手册中规定的要求。

确保所有人员都已了解 Merlin 的现场健康与安全要求以
及本手册中规定的要求。

确保向承包公司通报了所有的作业危险。

确保已为您要执行的作业进行了适当的风险评估/作业危
险分析。

开始作业前，获得承包公司的风险评估/作业危险分析的副本。检查适用性/适和性。
确保向承包公司的所有员工简要地介绍景点/场地的健康与安全信息，包括场地的一些
规则和程序、火灾报警器信息、限制进入的区域以及紧急疏散安排。
如果适用，确保相关人员随身携带安全通行证（佩戴在显眼位置）。
准备就绪后，批准承包公司开始作业。
在适当情况下，确保在开始作业前获得必要的作业许可。
在适当情况下，确保在开始作业前获得必要的作业许可。
监控承包公司作业期间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表现以及所展现出来的标准。向承包公司通
报任何不符合规定、不安全的行为或情况
确保在 MIDAS 上报告所有事件并相应地展开调查。

在适当情况下，任命一名现场主管并在开工前进行作业前
安全会议/安全简述。
确保所有人员都已签到并接受了健康与安全培训。
必须在得到 Merlin 经理的授权后再开始作业。
确保已对相关作业发放作业许可。
确保已按要求提供安全标志和屏障。
确保逃生路线和出口处没有障碍物并确保防火门保持关闭。
确保所有灭火器均放置在易取到的地方。
确保所有通道内均没有障碍物。
确保安全地管理所有接线插座和外接电源。
确保有可用的化学品评估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确保工具和材料均存放在指定区域。
确保所有装置、设备和车辆均处于良好状态。
确保作业活动不会造成安全隐患，例如：
- 高空作业（存在坠落风险）。
- 危险有害物质。
- 临时用电作业。
确保火灾报警器/探测系统完好无损。
确保客人和 Merlin 员工的安全。
确保已避免产生不符合要求的噪音、烟雾或灰尘。
确保提供并穿戴所有必需的个人防护设备或防护服。
如果已完成作业，确保作业区域的安全和整洁。
向 Merlin 经理报告所有事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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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场地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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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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