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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卑工疾控函 〔2020〕 52号

声末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揮亦疫情防控盤美子

nl友声奈省芳努派遣単位和用工単位笈工

笈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地須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拝亦,省新冠肺炎防盗指拝亦疫情

防控姐各成長単位 :

力切実倣好我省労券派遣単位奉用工単位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根据《国券院虚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躾防咲盗机備|

夫予依法科学精准倣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il■舞》(咲防咲

控机帝1友 〔2020〕 28号 )和 《声末省虚対新冠肺炎麦情分区分

奴防控工作指じ|(式行第二版 )》 (等防疫指力ヽ明屯 〔2020〕 42

号 )要求,結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避晨,我イ11俎 鉄編寺1

了《声末省労券派遣単位利用工単位隻工隻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作指31》。現印友籍体イ11)清参照挽行。



階件:声末省労券派遣単位和用二単位隻工隻声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導|

声末省新冠肺
3年晰

二3'1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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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声察省芳努派遣単位和lll■1単位笈工笈声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引

…、適用蓬圏

本指じ1通用予我省労弁派遣単位及使用被派遣労功者的用

正_単位。

二、患体要求和基本原買J

各派・it単位禾口用二単位要炎理好疫lll防 控和隻工隻声的美

系,以科学、合理、通度、管用力原只1,炎 出重点,分炎施策。

芦格落実各項防控措滝,倣好彙工前澤借,外防輸入,内 防櫨散。

llk至1早友現、早被告,井配合有美机檎微至1早珍断、早隔高、早

治痛。防止隻二隻声后疫情在派遣単位和用工単位内特播,保障

声大人民群余身体健康禾口生命安全。

各派遣単位和用上単位要接照《国券院鹿対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咲防咲控机+1美 子印友企事立単位彙二友声疫llt防

控措施指南的通知》(国 友明屯 〔2020〕 4号 )、 《国券院鹿対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咲防咲控机俸1美 子依法科学精准倣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理知》(咲防咲控机キ1友 〔2020〕 28号 )

和 《声末省虚対新型冠状病轟肺炎疫Fll分 区分須防控工作指 31

(拭行第二版 )》 (専 防麦指亦IIn屯 〔2020〕 42号 )要求,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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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須情汎,接照 “進用工,進久責"原ス1,ヌF隻工前,派遣

員工的疫情防控由派遣単位負責;隻工后由用工単位久責,井参

照本単位員工防控要求避行統一管理,派遣単位lll助 管理,俎鉄

落実隻二夏声4El美 工作。

三、歌責分工

各派遣単位和用工単位要落実疫情防控主体責任,属地立券

主管部演接以責分二落実監管責任,属地工生健康部 1可 久責疫情

防控技本指尋。

四、健康風隆芸1定禄准

高ス隆人員,是指来白友情防控重点地区か高八隆地区的人

員;魂珍病人;疑似病人;正在実施集中隅寓医学規察的元症状

感染者;正在実施集中或居家隔高医学現察的密切接触者;共他

需要納入高八隆人員管理的人員。

中八陰人員,足指来白疫lll中 八隆地区的人員;有友熱,千

咳、気促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員;実施居家現察未満 14天 的治愈

出院碗珍病人;解除医学隔高未満 14天 的元症状感染者;共化

需要幼入中凡隆人員管理的人員。

憔ス隆人員,是指来白疫情低八隆地区的人員;高八隣、中

凩隣人員以外的人員。

五、主要措施

(一 )定立催全疫情防なれ寺1。

各派遣単位澪口用工単位要分男1成 立新冠肺炎防擁工作領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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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単位主要責任人力疫llt防控第一負責人,要成立健康営理

小姐,井 同時浚立健康管理責任人,主激対接属地二生健康部「
1

倣好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友拝単位安全、健康、不保管理人員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用。要俎須鮨1定防控工作方案外部署実施 ,

命1定突友公共工生事件扱告-5~炎理工作成魚萩案。

(二 )倣好夏工前准各工作。

各派遣単位在褒工麦声前要分llL次 丹晨査員知減培り|(包金

所有単位后勤工作人員 )。 対派往用二単位的派遣員工,要督促

用工単位針対不同蘭位派遣員工升晨有針対性的舞沢培り|,井 l17J、

助用二単位共同倣好麦工前防控物姿准各,包括防炒、消毒等用

品,倣好ノ`項工作,筒称“八企一":毎今員工建立一今健康相案,

一‐淑1体温,一戴口撃,一没規察室,一致屯 (友現友熱者致屯医

痛〃L杓 ),‐F―晨一次愛国工生込功,一次健康教育,一強化人文

美杯。

各派遣単位要督促用上単位対本単位麦情防控工作避行妹

合浮借,重 点包括防伊物姿備各、人員培サ|、 規章幸1度 ,浮借合

格后隻二。

(二 )落実スエ分美管理。

各派遣単位要提前対員工模底調査,了 解抵与人員近 14天

内行程,有元至1麦情高友地,有元接触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

対被派遣員二返薦人員数量、汁支1出 行叶同等情苑避行銃汁。風

叶,要督促用工単位参照菫接用二人員倣好被派遣員工上出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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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健康監沢1、 防疫物姿等衛接工作。

根据提前模底情死対返二人員邊行八隆浮借,井逃行分炎管

理 :

1.対予来白疫情特男1芦 重的湖北省釣人員,需通扱属地工生

健康部11,咲系社 EXl或 単位指定的集中隅寓点邊行集中隅書 14

大。

2.其他高八隆地区的人員可実行集中或居家隔高医学現察

14人 ,相 美机杓利社 EXl久 責対高八隆人員邊行芦格管控。

3.対予来自疫情中風隣地区的人員白抵卑汗始避行居家隔

高医学現察 14大。中八総人員皮当芦格落実居家隔高医学規察

要求,自 党接受社区管理。

4.対予憔風隆人員,体温栓淑1正 常可出行わ隻工。

(四 )没立1侮 時医学塊恭′長わ単独隔萬肌恭同。

各派遣単位窄用二単位根機員工数量和場所等実豚情兆可

没畳一定数量的皓叶医学現察点
～

単独隅高規察同。怖叶医学規

察点月子初淑1体温≧37.3℃ 員工的体温隻澳1和待送員工停留,単

独隔高規察同月千不需要在医院隔高的具有友熟等症状人員的

鶴高規察 .

原ス1上 :規案点要没在相対独立、通八良好的房同 (可オ1用

単位現有医券室),需 配各 1-2銘 工作人員,負 責体温栓瀕1利友

熟人員的管理,需配各笙外沢1温供、水銀温度汁、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軍或医用外科口軍、消毒湿中、医用手套、速千手消毒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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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氣消毒斉1等 物品,有必要的配各木命1或鉄告1椅子,不 宜醜量不

易消毒的布庚材料沙友,不 能使用杢渭系統。

1海 叶医学現察点的工作人員需芽戴工作服 (白 大衣 )、 医用

タト科口単、医用手套。

(五 )芦格兵工健康豊澳1為益うι。

近工后,各派遣単位和用工単位要倣好員工毎日健康監瀕|～

登t已 。女口出現友熱 (≧37.3°C)、 千咳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指

定十人毎天,E`こ 員工健康状況,向 当地疾控机杓技を,接要求指

辱1疑似患者至1当 地友熱11珍或定点医院作邊一歩栓査或釆取其

他権虚措施。各単位要浚立可疑症状報告屯滅,員 工出現友熱、

呼吸道症状叶)要及時向本単位如実報告。

(大 )派遣羊位か月工単位/AN共 区成疫情防権和管理。

1.祭集活動管理。原ス1上控キ1会洪叛次わ規模,尽量猪短会

藪畷
‐
同。掟侶来月視顔、亀活等銭上会決。必須集中召升的会袂 ,

参会人員需微好今人防紗。根据《声末省鹿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分区分須防控工作指31(拭行第二版 )》 (卑 防疫指亦tlH屯

〔2020〕 42号 )要求っ高八隆防控区内的派遣単位利用工単位

暫停大型集中会決、培ツ|、 展覧晨示、文化妖示等榮集性活勁;

員工不得俎鉄、参考禁集活功。中八隆防控区内的机美、企事立

単位限寺1大型集中会洪、培サ|、 展覧展示、文化鉄示等衆集性活

功;員 工戒少衆集活動。

2。 就餐要求。提供餐鉄服券的 (合単位食堂 )要根握疫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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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貌防控要求邊行管理。所在暴 (市 、区)力 高凡隆地区的暫

停堂食,釆用打包送餐至1人的赤法;所在芸 (市 、区)力 中ス隆

地区按照《片末省餐鉄服券立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引》升晨堂食

服券,分 liL就餐,控牛1同 時就餐人数,就餐仮菓和座位増加距高。

員工食堂鹿当没量洗手没施和配各消毒用品,供就餐人員洗手消

毒.倣好炊具餐具消毒工作,不具各消毒条件的要使用一次性餐

具,米取分餐、錯峰用餐等機施,戒少人員禁集,用 餐叶避免面

対面就坐,不 ―b~他人交淡。

3。 宿金管理.員 工宿金虚当芦控入住人数,浚畳可升虐奮声 ,

定叶通凩,対通凩不物的宿金虚当安装祥八崩等机械通凩浚各。

盗洗室配浚洗手池和消毒用晶,定叶清浩。

(七 )派遣単位わ用二単位公共場所内的工生姜ネ。

1.il■ス換気.仇先打汗奮声,采用自然通ス。有条件的可以

升虐羽卜八崩等抽気装置以か張室内空気流功。使用集中空瀾通八

系統叶,虚 当保IIE集 中杢瀾通八系筑込特正常。鹿美岡回凡,使

用企新凩透行,挽保室内有足彰的新凩量。虚当保江用式屯梯的

羽卜気廟、地下率岸li■八系筑込特正常。

2。 杢瀾透行。釆用仝新八方式近行井美潟杢潤か湿功能,晩

保新八血接取白室外、避民口清浩、出八口通場。定期対杢濶避

民口、出入口消毒釆用有残氣 500 mg/L的 滴毒液擦拭;か強対

凩机壼管的凝結水盤、今却水的清浩消毒;空瀾適八系筑的清洗

消毒接照 《公共場所集中杢瀾通ス系統清洗消毒規苑》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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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泣坂牧集炎理.分炎牧集,及叶清速.普愛泣坂放入黒色

塑料袋,口 軍等防ゲ用品位坂接照生活泣坂分炎炎理.泣坂筒及

泣坂点周囲元散落,泣汲存放点各炎泣波及叶清込,泣坂元超叶

超量堆放。清浩消毒。泣坂特込率紳泣坂筒保持清浩,可定期用

有妓氣 500mg/L的 合気消毒赤1噴洒或擦拭消毒;泣坂点培壁、

地面泣保持清浩,可定期用有数気 500mg/L的合氣消毒液噴洒。

4.自 動扶梯、順式亀梯。建袂尽量邊免乗坐層式亀梯,乗

坐時鹿当侃戴口軍.層 式屯梯的地面、叡1壁 虚当保持清浩,毎 日

消毒 2次。IIL梯接伍、自功扶梯扶手等径常接触部位毎日消毒鹿

当不少千 3次。

5.地下率岸.地下卒岸的地面虚当保持清浩。停率取十接鍵

等人員姪常接触部位毎日消毒虚当不少千 3次。

6.会袂室、亦/Ak室 、多功能斤。保持亦公区不境清浩,建洪

毎日理八 3次 ,毎次 20-30分仲。工作人員虚当侃戴口軍,交淡

叶保持 1米 以上距aJ~。 戒少升会叛次紳会洪時く,会袂期目温度

道宜叶虚当升密或升11。 建決釆用図箸祝叛会波等方式。

7.工生回。か張空気流通。碗保洗手盆、地漏等水封隅高妓

呆。毎日随針姓行工生清浩,保持地面、培壁清渚,洗手池元汚

垢,便池元炎便汚物秋累。使用有数気 500 mg/L的 合気消毒斉1

対公共合面、洗手池、「1把手利工生浩具等物体表面i4_行 擦拭 ,

30分仲后用清水擦拭千浄。

(ノ＼)指♀スエ倣好企人防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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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宣借教育。各派遣単位利用上単位泣当対員工逃行疫

情防控教育,速員工掌握正碗侃戴口軍、清浩消毒等防横知沢,

増強白我防伊意沢。在戸区窄生活区並著位置K難工生防友宣特

海扱桂困等宣特品。

2.か張今人防や。在避入戸区咸施工現場后鹿当仝程侃戴符

合要求的口撃。接触粉杢的工作場所泣当仇先逸用 KN95/N95

及以上可更換痣棉式半面_7_、 企画軍,定期消毒,更換濾恙,使

用辻程中鹿当有数防止因噴寡、水幕、湿式作立淋湿濾芯両降低

防伊性能。接触化学毒物的労功者,除配各与以上病危書因索相

遺虚的防毒面具(合痣毒金 )タト,透虚当根据工作場所人員情兆 ,

範配具有防顆粒功能的濾棉。在宿金、食堂、藻堂、地面値義室、

か公室、休息室等区域可据地 EXl分 区分須情汎,女口需可侃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軍或医用外科口単。

3.保持糞好二生瑠慣。か張手部工生,九其是在侃戴不口摘除

口軍/面兵、更換濾棉后,鹿 当及叶洗手。現場没有洗手浚施叶,

可使用免洗消毒月品邊行消毒。打噴史或咳嗽叶要用妖中、手須、

衣袖等速悩,侶 尋合理膳食、通量込功、規律作息等健康生活方

式。

4。 か張班后活動管理.体息期日,員 二要減少不必要外出,

逹免去人群榮集九其是空気流

"ll差

的場所,不得衆集野,大 、打

牌等,降低衆集感染八隆。

六、出現疫情后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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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工彙声期目女口出現感染病例,鹿接照IEX府部 1可 要求及時有

数的升展相美防控措施。相美要求可参考《声木省亜_生健康委美

哺L印 友声末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麦情防控鹿急預案 (拭

行 )的通舛》《労外派遣単位利用工単位新冠肺炎友情泣急預案》

執」イ子。

(― )出 現散友病ク1。 員工返工出現散友病例后,用 工単位

邊入特男1防 伊隣段,虚提高監沢1防盗力度,配合疾控机檎倣好密

‐L/J接 触者的捜紫与笹理,井倣好冬末消毒,在 当地工生健康部日

的指尋下落実各項防控措施。根据疫情芦菫程度,暫 叶美1翔 工作

場所。

(二 )14人 内由現 2夕1及以上衆集ll■ 痛夕|。 鹿由度情防控

を家澤借后釆取IEl鹿管控措施。

附件11.労券派遣単位窄用上単位新冠肺炎疫情鹿急預案

2。 今人防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萩防控寺1指

`|3.萩防新冠肺炎黍―諄特播公A指 31

4.公共場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預防控寺1指 31

5。 片末省餐鉄服券並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31

6。 新冠肺炎流行期同力ヽ公場所紳公共場所空潤適八

系筑込行管理指ひ|

7.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同公共屯梯 (扶梯 )清浩

消毒工作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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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居家窄公共場所工生潤預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生清浩消毒指31(第 一版 )

(附件 2至 8清登承省工生健康委官方FMl堵 下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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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芳劣派遣単位和lll■1単位新冠肺炎

疫1育防控鹿急預案

一、唐劫工作机制

出現碗珍病例、疑似病allゎ元症状感染者叶,要濠功工作机

作1,建立鹿急炎置を班,明晩皮急丈豊責任人,立 猥F向 区域鹿急

央置小須報告,秋板配合病例髪透、消毒、隔高、后勤保障等疫

情炎蓋工作。

二、実施度急措施

(一 )教友病例。

1,友 現可疑病例 (有流行病学史不口出現友熱等呼吸道症状 )

瞬・,鹿 立豪F31尋病例至1轄 叶医学現察点或単独隅高魂察同邊行留

魂,咲系単位所在社区 (村居 )的社区工生服券中心 (多 鎮工生

院 )等 医痛机檎初歩排査/r‐ ,送籍区定点医院珍治,碗珍后立Hロ

報告当地疾控机納。

2.配合疾控机納升晨密切接触者流行病学調査,対所有接触

辻病例或元症状感染者的人員蛯行濃査。接照最新版新冠肺炎防

控方案或右美最新文件要求i14_行 審切接触者居家或集中隔高医

学現察。隅高期同一ユ出現友熱、千咳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時要

及叶送定点医院梓査、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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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密切接触者外,々 病例曽接触道仁不符合密切接触者非1定

原ス1的人員,非1定 カー般接触者。対一般接触者要倣好登泥,井

避行健康メt隣告知,嘱其一二出現友熱、千咳等疑似新冠肺炎症

状調
^要及叶を知健康管理員,井主功告知近期活耕史,微好体温

栓淑1,侃戴願軍。

//「 有配杏疾控机杓汗晨流行病学調査的人員)庄倣好今人防

炒,侃戴医用外科口軍等。

3.在疾控1/t櫓 的指尋下,接国家和省的消毒指UI,倣好病例

所在宿金 (公寓 )、 相美活功EXI域 、屯梯 (扶梯)的 清浩、随叶

消毒不口冬末滴毒工作。

倣好其他 EXl域 的保浩和滴毒防疫工作;か張場所的通八換気

和空潤等/Ak共没施及公共用共的消毒,毎 日対か公室、食堂、宿

合、会洪室、厠所等公共場所及泣坂桶/堵邊行消毒;各工作場

所窄食堂入口要配各合酒精成分的手消毒液,厠所配各洗手液 ,

指等和督促員工倣好手工生。

4.接 照工生健康部目的建洪,根器疫情防控需要席劫封閥式

警理,因地俸1宣采取宿金 (公寓 )、 楼株封犠等措施,芦格限4‐
ll

人員選出,芦格控tll外来人員、準4西逃入。通叶遺当調整工作安

梓,羹要lll釆取停工停声等措施。

5.倣好安全后勤保障工作,晩保泣急工作順不1升晨。保障需

要鹿魚炎畳的浚施、浚各窄物姿供鹿。倣好餐鉄、生活鉄用水安

全等生活保障。か張巡査管控,及叶停止群体性榮集活功,及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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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畳安全炎友事件。

6.本単位医券人員要IIB助 当地疾控机杓升晨流行病学調査、

米祥、密t/J接 触者備査等工作。継象徴好派Iit員 工的健康監淑1エ

作,配合工生健康部11倣好集中隔高医学規察人員的健康監淑1工

作。毎大保持葛単位主要負黄人、疾控部11避行信息洵通,及 叶

上攘最新情苑。

7`倣好宣侍和員工′む理疏尋工作。疫rlt期 海要倣好典情血

淑|、 イい理健康引尋和健康教育等工作。通辻各紳渠道宣特新冠肺

炎防控タロ沢。根据碗珍病all、 疑似病例窄密切接触人員等不同群

体的実称情苑,有針対性的升晨Jむ 理支持利危机千預工作,樵定

員工的情緒,避免ミ度恐慌。

(二 )衆集rl■疫情。鹿由度情防控を家澤借后釆取相鹿管控

措施。対友生衆集性疫情的楼字、院落実施硬隔高。

(二 )基た疫情。友現暴麦疫情,米取更大疱目的隅萬封犠

構施。由班姐至14同 ,由 率同至1工戸等。女口14大 内,某 一班盤

出現新冠肺炎 1例 及以上新冠肺炎病Frll叶 ,咳班俎停工彙閥隔

萬;14天 内,同 一率同有 2今及以上班姐停工時,咳年同停二

封渇隅高;14天 内,同 一二戸有 2今及以上率同停工隔萬叶,

核工戸全体停工封同隔高。企事立単位隅高参照工戸机行。隔高

透要根据現場瀾査空瀾形式 (中 央空瀾透足分体杢調 ),単位大

小、人員密集程度等因索妹合考慮。具体由鹿急炎宣小俎結合現

場情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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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案終止

当病fJll已 得至1隔 高治症,密切接触者現察 14天期満,后 紋

尤新友病夕1,不境得多1有数消毒ラ姪工生健康部11澤借,可 由麦

情虚急頷尋小俎決定終止嗚鹿。

附件:芳券派遣単位不口月二単位新冠肺炎疫情鹿急噛崩流程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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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劫鹿急:り1碗泣急赴置責任人,向 区域鹿急処置小須 (■生健康部「1)披告疫

情,配介ll174好病1911キを送、澤:毒、隔薦、保障等鹿忽始置T作゛

返工人員管理:1.高 、中メt附地区返尋員工避行 14大鶴高規察:2.低 凩隣地区返専
人員体温栓澳111常 r嗜

・
I‖ 行和隻I。

健康飾査 81.単 位山入田11瑚1,ウti毎 日

1文集中1位 ウti菫 (含鉄勤入ウt)健康状況 ,

室力4ヽ 菫
'位

,毎人対クt■1■
1展健康登配,

上下午澳1体濾;2.没立健康管理援,魚 責

按規定向:H生健康部,1報 告:3.以班笙/科

按規定向有美部 |1報 告。

友現 1例可疑病例:体溢非常(≫ 37.3℃ )

戒有其他症状 (咳嗽、乏力等 )

再周内友現 2偶及以上可疑病例

立猥口雷規:弓 1絆病ケ1否 11臨講1陳学現察点或
l■ 独隔高現察向留双 立臓口報告:健康管理ウt立晨p扱

告rl地疾控Lll′
I♪

立即損告:健康管璃!ウt立 尉l報告当地社区
|■ 4L服 各中心 (多 慎ill生 院),井配合引1査

||卜 除新冠楽

失、基友疫情

碗汰新冠楽鸞暴友疫情|‖
:除灘i冠感染

附件

労分派遣単位和用正単位新冠肺炎疫1青崩急噛鹿流程圏

I I I r ar airt lr rr r r rr aa tirr'tr

心理疏辱:宣 侍教

育:丼展心理支持

和危机干預工作,

稔定員I的情緒

当病例己得rll隔萬治庁,密切接触者規察 14天期満,后鎮元新友病例,不境得到
有数消毒,姿工生健康部11澤借,可由疫情防控寺項工作盤決定預案終止。

密接踊高:単位内

密接調査及集中

続禽規察,若ユll現

疑似病例,立長H4を

定点医院

物資保障:1磁 急物

資供鹿、餐快、

生活炊jll水 安全

等生活保障

区域封閉:核照疾控

中心的建波,支J定封

|¬ 疱田

健康雌測:員 IEIll隔 高

人員的健康監瀬1,及 1嗜

_ヒ 1機

消毒3病例所在住

所、公共場所、咆

梯等公共場所清

浦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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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丼方式 :主幼公升

校対:疫情防擁姐 (共 Fp 6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