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的
是什么?

第一招：戴口罩
本报为您带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的第一

招：戴口罩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戴口罩是预防传染病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之

一，可以有效降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戴口罩
既是保护自己不被别人感染，也是当自己有了呼吸道
症状时保护身边人的有效措施，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呼
吸系统设置一道“过滤屏障”。

★什么情况下应该戴口罩？★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1.首选一次性外科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N95），

建议购买正规企业的产品，选择适合自己的型号，保证
密闭性。

2.注意一次性外科口罩有里外之分，浅色面有吸

湿功能，应该贴着嘴鼻，深色面朝外。
佩戴时，要将折面完全展开，将嘴、鼻、下颌完全包

住，然后压紧鼻夹，使口罩与面部完全贴合。
3.不要重复使用一次性外科口罩；就诊结束回家

后应包好口罩切勿随意扔
弃。

4.摘口罩的时候，尽
量不要触摸口罩的外侧，
摘下口罩后记得立即洗
手。

第二招：勤洗手
勤洗手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传染

病最简便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洗手，可以有效降低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

1.手上的细菌多危险
我们先一起来

做个实验吧！

这是一个8岁男孩儿
在院子里玩了会儿后，手
在培养基上印了一下，再
培养几天，就长成这个样
子了，那些各种颜色的花
瓣，都是不同的细菌家族！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男孩儿
不洗手就先揉揉眼睛，再用手抓东西吃，那么过几天会
怎么样呢？没错，他可能会眼睛红肿、拉肚子，所以每
个人都要养成洗手的好习惯。

简单说呢，就是请大家记住两点：
第一，接触脏东西后要洗手；
第二，接触食物或者鼻粘膜、眼结膜等粘膜之前要

洗手。
2 .下列情况一定要洗手
1.在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时、擤鼻涕、打喷嚏

后。
2.触摸过公共设施、外出或购物回家后。
3.照顾发热呼吸道感染或呕吐腹泻病人后。
4.前往医院、看护病人后。
5.做饭前、冲奶粉前；给孩子换尿布后。
6.处理被污染的物品以及接触动物、动物饲料或

动物粪便后。
3.洗手要仔细
有人洗手的时候不愿意用香皂，只是用水随便冲

冲，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做了个实验来验证！

不洗手的话，培养基上可以看到大片的菌落，手经
过流水冲洗后，菌落数少了一些，但还是有很多；用香

皂认真洗手并擦干后，肉眼看不到细菌生长！
到底应该如何正确洗手？
搓手心；手心搓后面的指缝；掌心相对搓指缝；搓

指关节；搓大拇指；搓指尖，然后，如果手腕也脏的话，
可以再搓搓手腕。

第三招：知礼仪
知礼仪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打喷嚏咳

嗽产生的飞沫能够传播细菌或病毒，进而传播疾病，即
便是健康人打喷嚏和咳嗽，产生的飞沫中也可能携带
细菌或病毒！

你知道打喷嚏和咳嗽

产生的飞沫能扩散多远吗？

当我们打喷
嚏或咳嗽时，产生
的飞沫像一团云
迅速扩散，能够把
细菌或病毒带到2
米左右的距离。

所以为避免
细菌或病毒通过

飞沫传播，至少需要保持2米的距离。
已经出现咳嗽打喷嚏症状，

如何避免传播给他人？

尽量与他人保持2
米以上的距离，如果在
人员密集的场所（如在
早高峰的地铁上），可
以通过佩戴口罩避免
传播给他人。

当生病时，无论是
去医院就诊还是在家

休息，佩戴口罩能够给您和他人安心的防护。

打喷嚏时用手捂住可以吗？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很 多 人 打
喷嚏时都会下
意识用手捂住，
但其实这是错
误的！

在 日 常 生
活中，打喷嚏或
咳嗽时，可以用
纸巾遮掩口鼻。

如 果 一 时
情急，来不及准
备，可以用肘部
衣袖遮掩。

因 为 肘 部
接触其他地方
的机会少，不容
易造成细菌和
病毒的散播。

这 不 仅 是
防止疾病传播
的办法，也是文
明素养的表现。

为 了 你 我
的健康，请做到：

打喷嚏，掩
口鼻，习礼仪、
讲卫生。

患者与人近
距 离 接 触
时。

去医院看病
的时候。

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时
候。

呼吸道传染
病 高 发 时
期 ，需 要 在
相对密闭的
或人多的空
间中停留较
长时间时。

如果在一个
办公室或一
个学校班级
内 ，有 同 事
或同学感冒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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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集
体单位外来务工人员是流动性较高的群体，根据目前
对该疾病的认知，制定本指引。

本指引适用于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单位。
一、开工前的防控准备工作
1、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

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文
件精神，落实四方责任，制定完善本单位传染病防控应
急预案，责任到位，分工到人。

2、招工时应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居住地和
健康情况。对来京人员做好体温监测及症状筛查。对
已在京人员要每日了解健康状况。

3、对集体来京务工的人员，用工单位可采用专车
专列接送。

4、单位应设置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参照卫生健
康部门相关要求），对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医
学观察。

5、要做好物资准备，包括体温计、必要的防护用

品和消毒用品等。
二、开工后的防控工作
1、提供集体住宿的用工单位要尽量降低人员住

宿密度，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2、以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尽早组织全体人员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知识的培训，培养人员良
好卫生习惯和技能，提高防病意识。

3、宿舍、食堂、厂房、办公场所、厕所等保持清洁，
加强卫生管理，按要求开窗通风。每天通风2-3次，每
次至少30分钟。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建议全新
风运行。

4、在工作和生活场所设置充足的洗手设施和洗
手液或香皂等卫生用品。

三、出现疑似病例时的防控措施
1、发现职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

症状，如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轻度纳差，
乏力，精神稍差，恶心呕吐，腹泻，头疼等，应立即隔离，
为其提供医用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2、配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

3、在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对
环境和物品进行消毒。

4、经判定为密切接触者的人员，应接受14天的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

四、预防性消毒
以通风换气为主，同时对地面、墙壁等物体表面和

物品进行预防性消毒。
1、地面、墙壁
配制浓度为1000mg/L含氯消毒液（配制方法举

例：某含氯消毒液，有效氯含量为5%-6%，配制时取1
份消毒液，加入49份水）。消毒作用时间应不少于15
分钟。

2、桌面、门把手、水龙头等物体表面
配制浓度为500mg/L含氯消毒液（配制方法举例：

某含氯消毒液，有效氯含量为5%，配制时取1份消毒液，
加入99份水）。作用30分钟，然后用清水擦拭干净。

3、食品用具
煮沸或流通蒸汽消毒15-30分钟；也可用有效氯

为500mg/L 含氯消毒液（例如某含氯消毒液，有效氯
含量为5%，配制时取1份消毒液，加入99份水）浸泡，
作用30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4、毛巾、衣物被褥等织物
配制浓度为250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配制

方法举例某含氯消毒液，有效氯含量为5%，配制时取
1份消毒液，加入199份水）。浸泡15 -30分钟，然后
清洗。也可用流通蒸汽或煮沸消毒15 分钟。

5、注意事项
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应避免过度消毒。

针对不同消毒对象，应按照上述使用浓度、作用时间和
消毒方法进行消毒，以确保消毒效果。消毒剂具有一
定的毒性刺激性，配制和使用时应注意个人防护，应戴
防护眼镜、口罩和手套等，同时消毒剂具有一定的腐蚀
性，注意消毒后用清水擦拭，防止对消毒物品造成损
坏。所使用消毒剂应在有效期内。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期间集体单位外来务工人员须知

一图读懂 搭乘箱式电梯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箱式电梯应加强通风，
保持环境表面清洁卫生。

居民应尽量避免乘坐箱
式电梯，建议走楼梯和扶
梯。

▲ 居民进入电梯应佩戴口
罩，尽量减少接触电梯表面，
减少用手揉眼、抠鼻等行为。

▲ 必要时使用免洗型手消毒
剂进行手部消毒。

▲ 当电梯表面受到污染时，例如受到
唾液或痰液等污染时，应对电梯表面，
特别是按键部位进行消毒。

可选用84消毒液或其他可
用于表面消毒的消毒剂，进行擦
拭消毒，作用时间30分钟；消毒
后用清水擦拭，去除残留消毒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根据

公共场所人群高度聚集、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的特
点，适用于宾馆、酒店、商场（超市）、餐馆、影院、KTV、网
吧、公共浴池、体育馆、展览馆、候车大厅等公共场所。

一、保持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流通
应优先打开窗户采用自然通风，有条件的可以开启

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动。使用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时，应保证集中空调系统运转正常，关闭回
风系统，采用全新风运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
公共场所营业开始前或结束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多运
行1小时。

二、设立体温监测岗
在公共场所入口处设立体温监测岗，对宾客进行体

温测量，必要时进行复测。对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宾
客要及时劝返。

宾馆、酒店在宾客办理入住手续时应询问其14天
内曾到访的地区，对来自或经停湖北的宾客要予以重点
关注，为其提供医用体温计，每日询问并记录体温。对
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宾客要协助其及时就近就医。

三、公共场所实行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
工作人员实行每日健康监测制度，建立工作人员体

温监测登记本，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症状
时，不得带病上班，应佩戴医用口罩及时就医。

工作人员在为顾客提供服务时应保持个人卫生，勤

洗手，并佩戴医用口罩。工作服保持清洁卫生。
四、加强日常健康防护工作
1、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
2、洗手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提供洗手液，并保证

水龙头等设施正常使用。增设有害标识垃圾桶，用于投
放使用过的口罩。

3、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要加强清洗和
消毒。

4、取消非必需的室内外群众性活动。限制人流密
集、流动性大且通风不良的室内公共场所（如影院、网
吧、KTV等）开放。

5、宾馆、酒店应为入住宾客提供医用口罩等防护用品。
五、做好宾客的健康宣传工作
在醒目位置张贴并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和冬春季传染病防控知识。告知宾客
服从、配合公共场所在疫情流行期间采取的各项措施。
有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的乘客，不应进入公共场所，
并做好以下防护措施：

1、佩戴口罩。
2、不要触碰口、眼、鼻。
3、外出回到家，一定要先洗手。
4、接触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后，必须洗手，或用手消

毒剂消毒。
5、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
公共场所防控指引公共场所防控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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