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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返岗，办公楼、商场等做到这六点更安全

本版图文均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逛超市的人明显增多了，做到以下几点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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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强的建筑工人流动性强的建筑工人
应如何打好防疫战应如何打好防疫战？？

酸奶！薯片！已经好久没
吃零食了，现在就要去超市买回
来！先别急，疫情期间仍需防
护，来看看逛超市应该注意什
么？

本报温馨提示，超市内人与
人之间应至少保持一米以上间
距。多日以来，北京新增确诊病
例个位数，前两天还有零增长，
感觉市民紧张焦虑的情绪得到
了放松，逛超市的人也明显的多

了起来，所以在此还要提醒大
家：

1.进入超市必须佩戴口罩。
2.尽量避开人多拥挤的地段

和地方，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梯。
3.进入超市前，自觉配合工

作人员接受体温检测。
4. 人与人之间至少保持一

米以上的间距，尽量使用微信或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

5. 购买足量，减少购买次

数，可以戴一次性手套。
6. 尽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建议步行、骑行或自驾车等
交通方式。

7.选择通风好、人流量相对
较少的商场、超市。

8.购物前列好购买清单，不
在超市内闲逛、闲聊，缩短选购
商品的时间。

9. 回到家后立刻用流动的
水和肥皂洗手，带有外包装的物

品可以直接去掉包装袋，或用消
毒剂喷洒表面进行消毒后再取
出。

10.购买的食物彻底做熟方
可食用，水果、蔬菜要清洗干净，
必要时可用专用清洗剂清洗。

在此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
少出门、不聚集、不闲逛、不闲
聊，防止功亏一篑。希望我们每
个人都做好自我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防控疫情，人人有责。

上班了，不少上班族最关心
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写字楼、办公
楼、商场（超市、连锁餐饮）等场所
做好防护？本报提示做到这几点
更安全！

一、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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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保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转正
常。应关闭回风，使用全新风运
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应
保证厢式电梯的排气扇、地下车
库通风系统运转正常。

二、日常清洁和预防性消毒
措施

日常应以通风换气和清洁卫
生为主，同时对接触较多的桌
（台）面、购物车（筐）把手、门把
手、水龙头、扶手等公用物品和部
位进行预防性消毒。

必要时对地面、墙壁等进行
预防性消毒。

三、建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
制度

商场（商业综合体）、超市等
场所的经营和管理者应掌握工作
人员在京、离京状况，实行每日健
康监测制度，建立体温监测登记
本；员工若出现发热、干咳等症
状，要求其不得带病上班，应佩戴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及时就医。

工作人员在提供服务时应保

持个人卫生，勤洗手，并佩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工作服保持清
洁卫生。

四、加强客流量的管理
各营业场所要结合营业面

积、通风流量等因素，加强客流量
的管理。

具体可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流行期间商场（商业综合体）、
超市在扣除货柜摆放占有面积
外，按照人均占有2平米的容量
计算顾客的流量。

在此期间应设专人对客流量
进行管理，客流量较大时应采取
限流措施，同时要对人流相对集
中的货柜、售卖处进行分流，劝导
顾客彼此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
避免人群过度拥挤。

五、特定场所的预防控制
1.自动扶梯、厢式电梯
建议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

梯，乘坐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运行中的厢式电梯应保
证其换气扇运转正常。厢式电梯
的地面、墙壁应保持清洁，受到污
染时需进行消毒。

电梯按钮及自动扶梯扶手等
经常接触部位每日消毒。

2.地下车库
应保证地下车库通风系统运

转正常。地下车库的地面、墙壁
应保持清洁，受到污染时进行消
毒。

停车取卡按键等人员经常接

触部位每日消毒。
3.卫生间
卫生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

空气流通，提供洗手液，并保证水
龙头等设施正常使用。

应增加卫生间的巡查频次，
视情况增加消毒次数。

4.员工办公区域
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清洁。
5.餐厅、大排档、咖啡厅、餐

饮场所（区域）
保持空气流通，以清洁为主，

预防性消毒为辅。
采取有效的分流措施，避免

人员密集。食饮具一人一用一消
毒。

6.ATM机、自动售货机、智
能快递柜、储物柜等

以保持清洁为主，当受到污
染时可进行消毒。

7.门店、超市
保持空气流通，以清洁为主，

预防性消毒为辅。采取有效分流
措施，避免人员密集。对人员接
触较多的部位进行每日消毒。

取消非必需的室内外群众性
活动（如促销活动、店庆等）。

8.健身房
做好使用人员的健康监护和

登记记录，提供免洗手消毒剂或
洗手设施，提醒使用人员接触健
身器械前做好手卫生。确保室内
空气流通，环境清洁。

9.收银台、服务台

制定合理的人员路线和分流
措施，减少人员聚集。

10.室内娱乐场所
商场中的酒吧、舞厅、电影

院、电子游戏厅等人员密集的娱
乐区域应当考虑关闭；仍在营业
的，必须对全部公共设施进行消
毒后开放，应保持空气流通、环境
清洁干爽，公共用品用具应一客
一用（换）一消毒。

11.顾客休息区（室）、母婴休
息室（区）、儿童游乐场所等配套
设施

暂停部分服务设施。暂停顾
客休息区（室）、母婴室、儿童游乐
场所服务；无法暂时关闭的，必须
对全部公共设施进行消毒后开放。

配套服务设施和区域应保持
空气流通、环境清洁干爽。

六、加强日常健康防护工作
1. 在所有商场（商业综合

体）、超市入口处要提醒顾客佩戴
口罩。

并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
示，利用各种显示屏宣传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和冬春季传染病防控
知识。

2.可增设废弃口罩专用垃圾
桶，用于投放使用过的口罩，并注
意及时清理。

3.应准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体温计、碘伏等卫生防护用
品，提供给身体不适的人员使用，
并协助其就医。

建筑工地等施工现场的劳务人员
是流动性较高的群体，本报将从以下
4个方面，温馨提示施工现场的劳务
人员如何安全健康地工作：

一、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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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政发
〔2020〕2号)文件精神，落实四方责任。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是落
实防控新冠肺炎各项措施的第一责任
人。

2.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制定防控
新冠肺炎工作总体方案，方案要明确
各参建单位的职责，制定疫情防控工
作的应对流程。

3.施工总承包单位要统筹管理，
各参建单位要事先做好劳务人员家庭
居住地、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的登记。

4. 施工现场应设立隔离观察区
域，用于工地人员出现发热、干咳等可
疑症状时，临时隔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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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后的防控工作
1.提供集体住宿的施工单位要尽

量降低人员住宿密度，保证室内空气
流通。

2.施工现场要实施封闭式管理，
未满14天的外来进京劳务人员一律
不得离开施工现场，并每日做好体温
监测及症状筛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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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宿舍、食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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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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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加强出入人员登记管理制度，
对出入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办公区的
人员，实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对外单
位进场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并记录
联系方式，进场时应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经允许后方可进入。有发
热、干咳等症状的应拒绝进场。

三、出现疑似病例时的防控措施
1. 当施工现场工地人员出现发

热、干咳等可疑症状时，一律不得进入
施工区域、办公区域，应及时到隔离观
察区域进行暂时隔离，立即安排到就
近的发热门诊排查。

就医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乘坐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
上和在医院内应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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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接触较

多的门把手、水龙头等公用物品和部
位进行预防性消毒，必要时对地面、墙
壁等进行预防性消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根据目
前对该疾病的认知，制定本指引。

一、消毒原则
1.没有出现病人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场所，通常以清洁

卫生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当面临传染病威胁或者人群
密集性活动时才有必要进行消毒。

2.外环境原则上不需要消毒，不应对室外空气进行消
毒，对于很少用手触及的场所，如地面、绿植、墙面、宣传栏
等，没有明确受到呕吐物、分泌物、排泄物污染时，不需要
消毒。室外健身器材、公共座椅等人群使用较为频繁的物
品，可增加清洁频次，如有明确污染时，进行表面消毒。

3.社区、单位不需要对进入的人员、汽车、自行车及其
携带的物品等进行消毒。

4.通常情况下，室内下水管道不需要定期消毒。
5.消毒剂对物品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对金属腐蚀性很

强，对人体也有刺激，残留消毒剂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物品
造成损毁，要适度消毒。

二、消毒剂的选择
表面消毒可选择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75%酒

精；手消毒使用含酒精的速干手消毒剂，皮肤消毒可选择
0.5%的碘伏。

三、消毒方法
（一）室内空气
开窗通风为主，每日开窗通风2-3次，每次至少30分

钟，注意人员保暖。
（二）手、皮肤
以洗手为主，在接触可疑污染环境后可以使用含酒精

速干手消毒剂擦拭消毒，皮肤在可能接触可疑污染物后建
议选择0.5%的碘伏。

（三）地面和可能被污染的墙壁等表面
可用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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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份水）擦
拭或喷洒消毒，消毒顺序由外向内，消毒作用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四）食饮具
首选煮沸消毒15分钟，也可用250mg/L-500mg/L

含氯消毒液浸泡1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五）物体表面
经常触碰的物体表面等可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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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酒精或其他可用于表面消毒的
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

（六）卫生间
卫生间的消毒应以手经常接触的表面为主，如门把

手、水龙头等，可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或其他可用于
表面消毒的消毒剂，擦拭消毒，作用30分钟后清水擦拭干
净。

（七）拖布和抹布等卫生用具
应专区专用，专物专用，避免交叉感染。使用后以

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进行浸泡消毒，作用30分钟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存放。

（八）衣服、被褥、毛巾等纺织品
可流通蒸汽或煮沸消毒15分钟，或用250mg/L的含氯消毒液进

行浸泡消毒，作用15-30分钟后，按常规清洗。
（九）呕吐物、排泄物及分泌物直接污染地面
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沾取5000mg/L-

10000mg/L含氯消毒液（例如某含氯消毒液，有效氯含量为5%，配制
成10000mg/L含氯消毒液时，取1份消毒液，加入4份水）小心移除。
地面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被污染表面及其周围可能污染的表
面。处理污染物应戴手套与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处理完毕后应洗手
或手消毒。

四、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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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帽子、手套和工作服等，配制消毒剂时为防
止溅到眼睛，建议佩戴防护镜。同时消毒剂具有一定的腐蚀性，注意达
到消毒时间后用清水擦拭，防止对消毒物品造成损坏。

2.含氯消毒剂对织物具有漂白作用，对织物消毒时要慎重。
3.用其他消毒剂进行消毒时，使用前认真阅读消毒产品说明书，严

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作用浓度、作用时间正确使
用。

4.所使用消毒剂应在有效期内，消毒剂需现配现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