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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该接种疫苗了
但疫情期间我们应该如何接种呢？

本版图文均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餐饮单位、厨师、服务员如何防控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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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治营养膳食
指导中的“清淡饮食”，该怎么做？

随着复产复工,餐饮行业陆续
开始营业。餐厅的人员流动性、聚
集性强，都将增加疾病传播风险餐
饮单位、厨师、服务员，尤其要做好
防护！

一、经营者
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
经营者应掌握工作人员在京、

离京状况，严格实行每日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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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进京员工一律严格执行
医学观察14天，并每日做好体温
监测及症状筛查。

尽可能减少餐厅的人员聚集，
适当关闭餐厅使用。为了满足客
人的餐饮需求，可通过电话订餐的
形式。员工餐厅，应当尽可能使用
盒饭代替团餐，分时段安排员工错
峰就餐，避免大量聚集。

如有为员工提供的集体宿舍，

应尽量降低人员住宿密度，保持空
气流通、环境清洁干爽。以多种形
式开展健康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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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务人员
1. 服务过程中，全程佩戴口

罩，口罩弄湿或者弄脏后立即更
换。使用后的口罩应妥善收集处
理不得随意丢弃，避免扎堆聊天。

2.控制就餐人数，保持人员就
餐间距，原则上就餐人员间距宜一
米以上。

3.提倡使用二维码扫码点餐、
结账。如采用传统点餐、结账方式应
注意减少人员聚集，保持合理间距。

4.应避免与具有呼吸道疾病
症状的人员密切接触，避免接触野
生动物或生病禽畜。

三、后厨人员
1.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不

同类型的食品原料要分开储存、分

开加工。烹饪过程要做到生熟分
开、烧熟煮透。

2.加大食品加工设施设备的
清洁频次，保障设施设备洁净并运
转正常。

3.餐饮具要保持清洁，做到一
人一用一消毒。

消毒方法
采用煮沸/流通蒸汽消毒15-

30分钟或采用洗碗机等其他物理
消毒方法；也可用250mg/L含氯
消毒液浸泡，作用30分钟后再用
清水洗净。

四、就餐人员
主动配合餐饮服务单位进行

体温测量，服从服务人员安排。等
候时、就餐后要全程佩戴口罩。

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者不要
在外就餐，及时佩戴口罩到就近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五、环境卫生
就餐环境应干净整洁，就餐区

应避免从事引起扬尘的活动（如扫

地、施工等）。
优先打开窗户，采用自然通

风，每天通风2-3次，每次至少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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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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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在就餐区设置洗手设施，
洗手设施附近配备洗手液（皂）、擦
手纸、干手器等。对接触较多的桌
面、门把手、水龙头等公用物品和
部位进行预防性消毒。

卫生间应保持清洁干爽，空气
流通，卫生纸充足。营业期间，应
开启卫生间的排风装置，卫生间内
无异味。应增加卫生间的巡查清
理频次，每日消毒不少于三次，可
视情况增加消毒次数。拖布和抹
布等清洁工具应专区专用、专物专
用，避免交叉污染。

疫情期间,儿童是否要接种疫
苗？如何接种才最安全呢？牢记
以下注意事项防护接种两不误。

疫情期间，做好孩子接种疫苗
过程中的防护很重要，每一
步都需要格外注意。尽管我
市无新发新冠肺炎病例，10
天来保持病例新发个位数，
儿童疫苗接种仍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一、接种前
医疗机构要保持接种门

诊环境清洁、加强必要的通
风。接种室应做好消毒并增
加消毒频次。

为避免等候时间过长、减少与
他人接触的机会，接种前家长可拨
打预防接种证上预留的联系电话
进行预约，并主动如实告知儿童近
期旅居史及孩子的身体状况。实
施错峰预约。接种机构要合理安
排接种人数，减少人群密集度。做
好接种环境的疏导工作。

接种当天应测量体温，确认儿
童健康状况，如出现体温≥37.3℃、
严重湿疹、腹泻等情况，请不要前
往预防接种门诊，另行预约接种时
间。

接种当天应给儿童穿宽松且

容易穿脱的衣服，家长必须佩戴口
罩，做好自身防护。

二、接种期间
1.儿童及其家长应按照预防

接种门诊要求，测量体温后方可进
入门诊。

2.在接种门诊内应与其他儿
童及家长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3.协助登记台工作人员核对
相关信息，如实提供近期健康情
况。

4.接种中要尽量注意儿童保
暖，接种完成后尽快为儿童穿好衣
服。

5.接种后，应在门诊指定区域
观察30分钟后离开。

6.接种单位的医务人员接种
时及提供服务时应佩戴医用口罩，

勤洗手。对于接种单位环境经常
被人群触摸的部位（如门把手，电
梯间等）要加强消毒。

三、疫情流行期间免疫规划疫
苗推迟接种的建议

以下建议仅适用于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

1.卡介苗：4周岁之前的任何
时间完成接种均有效。

2.乙肝疫苗：建议12月龄之
前完成三剂次接种，每剂次间隔至
少28天，超过12月龄接种同样有
效。

3. 脊髓灰质炎
疫苗、白喉和破伤风
联合疫苗：建议最好
按照免疫规划程序
完成三剂次基础免
疫，但12月龄之前
任何时间完成三剂
次均有效，每剂次间
隔至少28天。

4.A 群流脑多
糖疫苗：建议最好按
照免疫规划程序完
成，但12月龄之前
任何时间完成两剂
次接种均有效，每剂
次间隔3个月。

5.麻疹、风疹联合疫苗/麻疹、
腮腺炎和风疹联合疫苗：建议最好
按照免疫规划程序完成，但12月
龄之前任何时间完成一剂次接种
均有效。

6.乙脑疫苗、甲肝疫苗：建议
最好按照免疫规划程序完成，但
24月龄之前任何时间完成一剂次
接种均有效。

有关孩子的接种方面的问
题。建议家长咨询一下负责孩子
接种的社区服务中心或预防接种
的医疗卫生机构。

“咳嗽了？吃得清淡一些吧！”
“嗓子疼？清淡点！”“长胖了？得
吃清淡的！”“抗肺炎，要清淡饮
食！”

“清淡”二字出现频率如此之
高，以致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怎
样才算清淡？是不是意味着不吃
肉、只吃蔬菜？当然不是！清淡跟
肉没有必然联系，肉丝面、排骨汤、
清蒸鱼是清淡的，但香辣烤翅、水
煮鱼不是。清淡跟蔬菜也没有必
然联系，清炒菜心、白菜汤是清淡
的，但是炸秋葵、炸茄盒不是。所
以说，清淡跟食材的关系比较小，
跟烹调方式关系更大。

简单说，清淡就是少油、少盐、
少糖、少辛辣。对于病人而言，还
包括将食物做得更软烂，粥、面片
汤、肉沫等形式比较好。

一、少油该怎么做？
使用油壶限量用油
每人每天烹调油不超过25-

30克，三口之家一周的油量大约
是525-630克。预先将一周的油
称量出来，倒入油壶中，炒菜时从
油壶中倒取。

采用蒸、煮、急火快炒、熘、炖
等烹调方法。

少用煎、炸、烧烤等方法。炖
汤时，用勺子撇去过多的浮油。

选用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
物油。少用动物油。

少吃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黄油、奶油等动物油以及棕榈
油等植物油，它们含有较多的饱和
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则有许多广为
人知的别名，比如人造奶油、氢化
植物油、起酥油、植脂末、奶精等
等。它们广泛存在于油炸食品以
及加工食品（比如饼干、蛋糕、糕
点、薯条等小零食以及培根等加工
肉制品），吃的时候可不
能随心所欲呀！

二、少盐该
怎么做？

使用盐
勺

每人
每 天 不
超 过 5
克盐，如
果是2克
的盐勺，
那么一天
一个人不超
过2勺半。

调味品中
也含盐

酱油、鸡精、味精、
黄酱、腐乳、番茄酱等调味品中也
含有较多的盐。调味品用量较大
时，要减少一些食盐的用量。

购买新鲜的食材，使用天然提
鲜的方法

烹调时放醋，可以减少食盐的
使用。如果放糖，则会降低对咸味

的感知，增加食盐用量。
可以用葱、姜、蒜等香料来提

香；菌类、西红柿、去油高汤也有增
味提鲜的作用。

注意隐藏的盐
加工食品中也隐藏着盐。吃

加工食品要限量，像香肠、腊肉等
食物可以先用水泡一泡，去除一部

分盐再烹调。100克食品
中的含盐量举例：榨

菜：10.8克；香肠：
5.9 克；九制梅
肉：2.4克

鸡 米
花：2.3 克；
油 条 ：1.5
克

三 、
少糖该怎
么做？

饮食中
需要减少的

糖是指游离糖，
包括添加糖（添

加到食品和饮料中
的单糖和双糖）以及天然

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缩果
汁中的糖，不包括完整的新鲜水果
和蔬菜中天然存在的糖，以及奶类
中的乳糖。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健康成年
人每天摄入游离糖不超过50克，
最好不超过25克。

烹调时少加糖
少用拔丝的做法，做糖醋食品

时少加一些糖。尝试新口味，比如
习惯了西红柿炒鸡蛋要加糖，不妨
试试不加糖的做法。

少喝甜饮料
多数饮料每100毫升含糖8

克到11克不等。以冰红茶为例，1
小瓶冰红茶含糖将近34克，1大瓶
含糖量达到了51克，超过了50克
的限值。甜饮料使得人们轻而易
举突破糖的限量，所以要少喝或者
不喝。

另外还要注意，要吃整个水
果，尽量不要将水果榨汁喝。

多喝温开水
用白水、茶水等代替饮料。
温馨提示
在病毒肆虐的时期，我们的饮

食中需要有增有减。
增
1.增加粗杂粮，代替部分精白

米面
2.多吃深绿色、紫红色、橙红

黄色等深色蔬菜水果
3.适当增加奶、大豆、鱼禽畜

蛋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4.多喝白开水、淡茶水
减
减油、减盐、减糖，即清淡饮食。
人间至味是清欢。清淡饮食

不是苦行僧的修行，而是贴近食物
本味、返璞归真的追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根据目前对
该疾病的认识，老年人和罹患慢性疾病的人群是本病的
高危人群。

本指引适用于养老院、临终关怀、福利院等机构。
一、预防性控制措施
1.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有条件的应优先考虑开窗通

风，装有排风扇等抽气装置的，可以启用设施加强室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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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
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行防控指引》）。

2.做好健康宣传工作，确保工作人员和被服务对象
掌握个人防护措施、手卫生等要求，建立良好的卫生习
惯。

3.建立健全工作人员和被服务对象的健康筛查制
度，并做好每日信息登记。

4.至少预备一个临时隔离房间，用于被服务对象出
现可疑症状等待转运治疗之使用。临时隔离房间应设在
人流不密集、通风良好、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房间，并处
于该机构院内的下风向。

5.完善工作人员个人防护措施，在为服务对象提供
服务时必须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员工要严格遵守

“四个洁手时刻”：接触服务对象前、执行服务过程中、接
触服务对象生活废弃物后、清理环境卫生后。

6.做好物资准备，提供必要的卫生设施，要在员工和
被服务对象便利的场所摆放免洗手消毒剂、洗手液、纸巾
等卫生用品。

7.环境以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避免过度消
毒。对接触较多的门把手、水龙头、扶手、电梯按钮等公
用物品及部位可进行预防性消毒，具体消毒方法参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预防性消毒指引》。

8.公共卫生间应保持清洁和干爽，保证水龙头等设
施正常使用，增加巡查频次，视情况增加清洁和消毒频
次。

9.应保证厢式电梯排气扇运转正常。
10.严格探访制度，非必要不探访。如需探视要做好

探访者的健康登记，进行体温监测，并询问其近期离京情
况，所有探访人员应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有发热、
干咳等症状的拒绝探访。

11. 慢性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皮肤病、一般
过敏、轻微扭伤擦伤、普通牙科治疗、常规康复等，可采取
上门诊视等方式保守治疗，不建议外出就医。被服务对
象常用药物由家属、机构通过委托取药、代购等方式解
决。

二、出现发热、呼吸道症状时的防控措施
1.被服务对象出现咳嗽、咳痰、咽痛、头痛等症状且

无加重，被服务对象、同室人员和提供服务的人员均没有
流行病学史（14天内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
似患者、没有出入有确诊或疑似患者社区或活动场所、无
外来人员探视），可在机构内按一般感冒治疗，暂不外出
就医；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
喘等），病情稳定的被服务对象可在医生指导下常规用
药，若病情加重危及生命则需立即联系医疗机构进行转
诊。

2.被服务对象出现新冠肺炎可疑症状（包括发热、干
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不排除有流行病学
史的，应当立即为其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并转运至临时隔
离房间，使用专车或拨打120送往就近发热门诊。工作
人员出现上述症状时，要立即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并前往
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3.要限制发热病人同室人员的活动，并为其佩戴一
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避免与他人接触。

4.配合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好疑似或确诊病例
的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排查和终末消毒。经判定
为密切接触者的其他被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应接受14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

5.在医疗机构就诊后返回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
被服务对象和陪同工作人员，应当隔离观察14天；被服
务对象可采取居家或机构内临时隔离场所隔离观察，工
作人员可居家隔离观察，无异常后方可入住和工作。新
冠肺炎病人治愈后需返回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应
当隔离观察14天，无异常后方可入住。

三、本指引中未涉及的内容，可参阅《关于印发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养老机构老年人就医指南的
通知》肺炎机制综发〔2020〕6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养
结合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综发
〔2020〕67号、《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指南（第二版）》民电〔2020〕18号等其它文件要求。

1. 快递公司
和送餐用工单位
应做好工作人员
的健康监测，建立
每日体温监测制
度，并做好信息登
记。

2. 用工单位
应为快递员和送
餐人员提供足够
的医用口罩和免
洗手消毒剂等防

护用品。
3.用工单位应教育职工尽量减少聚会，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

动。
4.快递员和送餐员应保持居室清洁，勤开窗通风。
5.外出提供服务时应佩戴医用口罩。戴口罩前应保持手卫生，分清口罩

的正、反面，佩戴时应全部遮盖口鼻处，双手压紧鼻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与
面部紧密贴合。当口罩污染或潮湿后应及时更换。

6.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
勤洗手，洗手时使用洗手液或香皂，使用流动水洗手。

7.尽量减少使用厢式电梯，减少与顾客的接触机会。
8.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部或纸巾

遮住，不要用手接触口鼻眼。口鼻分泌物或吐痰时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
垃圾箱内。

9.快递和送餐人员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自觉停止提供快递或送餐服
务，用工单位应督促其及时就医。

疫情防控期间

接收快递和外卖还安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