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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复工复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共识
《医药企业复工复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共识》专家组△

摘要：自２０２０年１月开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鉴于春节后医药企业复工复产潮的到来及全国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
情形势，为了帮助医药企业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由中国药业杂志社牵头，组织相关行业协会和医院联合组成共识专家组。在国家疫

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法规文件、科学研究数据和循证医学资料，对复工复产所涉及医药企业的防疫

防控机制、复工复产准备工作、返程员工分级管理、上岗管理、员工日常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医药企业复工复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共识》，为医药企业复工复产、做好疫情防控提供指导意见。

关键词：医药企业；复工复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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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自 ２０２０年 １月开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并迅
速蔓延。１月 ２０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
健委）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

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犤１犦。２月 ７日，
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犤２犦。

医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医

药企业通常会早于其他行业复工复产。鉴于春节后复工

复产潮的到来及全国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形势，为

了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在国家疫情防控要求的

基础上，结合国家卫健委的有关法规文件、科学研究数

据和循证医学资料，由中国药业杂志社牵头，组织相关

行业协会、医院、医药企业组成专家组，制订《医药企业

复工复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专家共识》

（以下简称专家共识），旨在为医药企业复工复产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指导意见。

１ 专家共识的形成

１．１ 专家共识形成方法
本专家共识的设计与制订过程参考了 ２０１２年版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犤３犦的基本方法及程序，依

据国家卫健委有关法规文件、科学研究数据和循证医学

资料，对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则和措施进行分析

和总结犤４－１４犦，并结合医药企业应对复工复产的具体情

况，通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而形成共识。随着国家卫健

委发布新的疫情防控相关法规、文件，以及出现新的科

学研究数据和循证医学资料时，专家组将对本专家共识

进行修订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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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专家共识发起单位
本专家共识由中国药业杂志社发起和组织，由中国

医药教育协会、重庆医药行业协会、重庆中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

院·深圳市人民医院、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用药评价

专业委员会、药智网等单位联合组成专家组主持编写。

１．３ 专家共识注册
本专家共识已在《中国药业》杂志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ｙａｏｙｅ０２３．ｃｏｍ／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进行
注册。

１．４ 专家共识适用范围
本专家共识适用于复工复产的医药企业。专家共识

的使用和目标人群为复工复产企业员工，包括工人、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疫情基本知识
２．１ 病原学特点犤１５－１６犦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属于 β冠状病毒属（Ｂｅｔａ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是寄生和感染高等动物（包括人）被蛋白包裹的单链正

链 ＲＮＡ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
性，直径为 ６０～１４０ｎｍ。在进化树的位置上，不属于
ＳＡＲＳ和类 ＳＡＲＳ（ＳＡＲＳ－ｌｉｋｅ）病毒类群，与 ＳＡＲＳ病毒
和类 ＳＡＲＳ病毒的类群相邻，基因特征与 ＳＡＲＳｒ－ＣｏＶ
和 ＭＥＲＳｒ－ＣｏＶ有明显区别。目前的研究显示，与蝙蝠
ＳＡＲＳ样冠状病毒（ｂａｔ－ＳＬ－ＣｏＶＺＣ４５）同源性在 ８５％
以上。体外分离培养时，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在 ９６小时左右即
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发现，而在ＶｅｒｏＥ６和Ｈｕｈ－７
细胞系中分离培养约需６天。

对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 ＳＡＲＳ－ＣｏＶ
和 ＭＥＲＳ－ＣｏＶ的研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５６℃
３０分钟及乙醚、７５％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氯仿等
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２．２ 流行病学特点犤１５－１８犦

２．２．１ 传染源

传染源主要为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感染的肺炎患者，无症
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２．２．２ 传播途径

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在

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

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具有高度传染
性，人际传播指数（Ｒ０）为２～３。
２．２．３ 易感人群

人群普遍易感。最新研究发现，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１１日，中国内地报告的 ７２３１４例病例中，确诊病例
４４６７２例（６１．８％）；在确诊病例中，男女比例为１．０６∶１，

大多数年龄在 ３０～７９岁（８６．６％），轻／中症病例占
８０．９％，无症状感染者８８９例（１．２％），湖北省占７４．７％。
２．２．４ 潜伏期

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潜伏期 １～１４天，多为
３～７天。
２．３ 临床表现

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

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状。轻型患者仅表现为

低热、轻微乏力等，无肺炎表现。值得注意的是，重型、危

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

３ 疫情防控管理

３．１ 成立疫情防控领导机构
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由企业主要负责

人牵头，组建工作班子，明确工作责任，落实防控措施。

领导小组职责包括：

１）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订疫情防控的工作规划、应
急预案、处置办法；

２）加强企业日常疫情报告制度的管理和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的督查和评估，并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疫情

的处置工作，降低疫情危害。

３．２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制度
企业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双重主体责

任，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包括员工活

动轨迹、身体健康普查及疫情防控制度，上岗员工健康

卡制度，员工体温测量管理制度，防疫物资使用及管理

制度，卫生消杀制度，员工食堂就餐及管理制度，身体异

常、特殊管控员工隔离管理制度等。按疫情管理工作制

度制定相应的防控标准操作规程（ＳＯＰ），确保各项防控
措施制度的规范执行。

１）严格执行有关企业复工复产报备制度，做到防控
机制、员工排查、设备物资、内部管理“四个到位”，做好

复工复产前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２）严格落实日常的清洁消毒、个人防护、监测登记、安
全检查、隐患整改等工作措施，确保防疫和生产两个安全；

３）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所需资金投入，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和安全设施；

４）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本单位的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工作，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落细，坚决杜

绝聚集性感染病例，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

５）对未严格落实相关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管理措
施，导致出现重大风险和负面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和部门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３．３ 畅通疫情信息收集报告渠道
１）应通过多种渠道向员工公布本企业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的组成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电话应２４小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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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随时收集疫情信息。

２）可以向员工公布企业所在地区的发热咨询专线、
疫情联防联控专线、心理援助专线等相关信息。

４ 准备工作

４．１ 复工复产员工健康普查
按照员工活动轨迹、身体健康普查及疫情防控制

度，对员工的活动轨迹、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普查。可以采取

电话访问、微信、网络、电子邮箱等形式，完善并填报员工

活动轨迹、身体健康状况表格，一人一档。对上岗员工建立

《上岗员工健康卡》。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原则，做好疫情发现、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４．２ 返程员工分级管理
４．２．１ 总体要求

企业提前与外地员工联系，若不符合疫情防控要

求，应规劝其暂不返回企业所在地。如外地员工确需返

回企业所在地，应确认自身健康状况，按照当地政府要

求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对于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返回的

员工，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隔离工作相关指引，自返回

之日起落实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１４天，确认
无感染症状后，方可正常上岗。

４．２．２ 返程员工分级

收集员工信息，建立员工返程档案信息，一人一档，

将员工进行分级管控。

第一级员工：１４天前至今“五无”员工。“五无”是
指，１）未去过湖北；２）未路过湖北；３）未接触过湖北人
员；４）未接触过已确诊的医院医生和患者；５）身体健康，
未发生发热、乏力、干咳或胸闷等不适症状。

第二级员工：１４日前至今，去过湖北但已经离开，
或路过湖北，或接触过湖北人员，或接触过已确诊的医

院医生和患者，身体健康，未发生发热、乏力、干咳或胸

闷等不适症状。

第三级员工：未去过湖北，或未路过湖北，或未接触

过湖北人员，或未接触过已确诊的医院医生和患者，但

身体出现发热、乏力、干咳或胸闷等不适症状。

第四级员工：去过湖北但已经离开，或路过湖北，或

接触过湖北人员，或接触过已确诊的医院医生和患者，

同时身体出现发生发热、乏力、干咳或胸闷等不适症状。

第五级员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含当日）至今在湖
北的员工。

４．２．３ 返程员工分级管控

第一级管控方案：

１）回到企业宿舍。第一级员工纳入企业的防疫管理
工作中，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

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执行。

２）回到自住的社区。目前，各个社区都已经启动了

防疫工作，进入小区都是要测量体温的，第一级员工纳

入到当地社区的统一管理中。

３）第一级员工如在开工之日仍未发生发热、乏力、干
咳、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似的症状，可按期复工。

４）如上班前身体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闷等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似的症状，则转为第三级员工。

第二级管控方案：

第二级员工属于有接触史无症状者，是企业防疫管

控的重点。首先各部门应安排专人电话跟进，细化掌控

信息。此类人员可以细分为Ａ类、Ｂ类。
１）Ａ类。第二级员工定义的接触史在企业采集信息

至复工当天已满１４天，身体未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
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似的症状，可安排复工。

２）Ｂ类。第二级员工定义的接触史在企业采集信息
至复工当天未满１４天，建议先居家隔离，直至满１４天，
身体仍未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相似的症状，可安排复工。

第三级管控方案：

第三级员工属于无接触史有症状者，是企业防疫管

控的难点。企业应协助联系社区和医院，请医务人员进

行诊断。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应安排专人进行单独建

档，每天电话跟进，随时确认其病情状况。此类人员分以

下几种情况处理。

１）如已出现发热症状，体温超过３７．３℃，同时有以
下４种情况之一不允许复工：（１）伴有呼吸困难、明显的
胸闷气喘；（２）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脑肝肺肾等
基础疾病的患者；（３）孕妇；（４）其他身体出现极度不适
情况。此类员工必须要求去医院诊疗，就医期间及时将

本人情况报告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最终确认未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且身体痊愈后，提交医院开具的非感染新

冠肺炎证明或痊愈证明，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审核无

误后，方可复工。如未满足上述条件者，须通过居家隔离

治疗，待完全康复后，自我隔离４～７天方可允许复工，
具体由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跟进判断。

２）如未出现发热症状，身体也未出现极度不适的其
他症状，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鼓励其去医院检查，无

检查结果的不允许复工。如未去医院，而是居家通过自

我治疗康复的，待完全康复后自我隔离３～５天才允许
复工，具体由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跟进判断。

３）如复工前身体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闷等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似的症状，则转为第四级员工管控。

第四级管控方案：

第四级员工有接触史且有症状，是企业需重点监控的

对象。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应安排专人进行单独建档，

电话跟进。此类员工必须要求去医院诊疗，就医期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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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人情况报告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最终确认未感染

新冠病毒且身体痊愈后，提交医院开具的非感染新冠病毒

证明或痊愈证明，企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审核无误后，方

可复工。这类员工如果无医院证明，不允许复工。

第五级管控方案：

１）不允许复工，建议在原地居家隔离。
２）回到企业宿舍，不允许复工。第五级员工纳入企

业的防疫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感染防控指引（试

行）》规定执行。在企业宿舍或厂区内的隔离区住满 １４
天，无任何症状，可复工。

３）在企业所在地社区居住的，不允许复工。并由企
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直接通报其所在的社区工作站，由

社区监控管理。在社区居住，１４天内身体无任何异常情
况的，凭所在社区开具的相关证明，可复工。

４．３ 疫情防控设施和物资准备
４．３．１ 设立监测点

做好企业园区的封闭设施建设。在企业大门、各生

产区域、办公区域、实验室、生活区域、食堂、停车场等区

域门口设立体温监测点和身体健康状况表格填报点。

４．３．２ 设立应急区域

当员工出现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或疑似病例时，

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再按照其他相关规范要求

进行处理。

４．３．３ 关闭公共场所

限制或停止人群聚集的活动，关闭员工公共浴池、

员工俱乐部、员工超市（小卖部）等公共场所。

４．３．４ 调配必要物资

备置必需的防控物品和物资，如红外体温枪或耳温

测试仪、口罩（以下若无特别说明，是指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手套、消毒用品等。设有医务室

和应急区域的企业，注意调配必要的药品和防护物资，

以满足疫情防控需要。

４．４ 员工防疫知识培训
４．４．１ 加强培训

对返岗员工必须进行防疫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的基本知识、常见感染症状和预防措

施，如洗手、正确佩戴口罩、消杀常识等。

４．４．２ 培训形式

不建议用会议形式宣讲。可用宣传单、小册子形式，

或互联网＋、微信、电脑进行培训。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５ 员工上岗管理

５．１ 今年１月１日以来未离开企业所在地的员工
５．１．１ 接触史排查

要排查其是否有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的接触

史，若无且健康状况良好，方可上岗。

５．１．２ 按程序管控

有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员工，按以下

程序进行管控：

１）与确诊患者有接触史的。企业应第一时间报告所
在社区，由社区通知辖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进行核查。

无法排除密切接触可能的，按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隔离解除后方可正常上岗。

２）隔离期间确诊为新冠肺炎的。企业应主动配合当
地卫生防疫、公安等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并提

交该人员近期活动轨迹和接触史。

３）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的。企业应督
促其记录近期活动轨迹和接触史，增加体温检测次数

（每天至少２次），并在１４天内尽量减少外出，鼓励采取
在家办公等形式自行居家隔离。

５．２ 近期返回企业所在地的员工
５．２．１ 接触史排查

要排查近期返回企业所在地的员工的活动轨迹，以

及与确诊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是否曾在疫情高

发地区生活或旅行过。

５．２．２ 分级管控

１）按照返程员工分级管理措施进行管控。
２）企业安排员工自抵企业所在地之日起，落实１４天

自行居家隔离措施，身体无任何症状后再安排上岗。

３）企业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员工上岗前做１次核
酸检测，结果无异常后再安排上岗。

６ 员工日常管理

６．１ 防疫要求
６．１．１ 建立健康信息档案

企业应督促工作人员按照员工活动轨迹、身体健康

普查及疫情防控制度如实填报健康信息。建立工作人员

健康管理档案，一人一档，如实记录身体状况、活动轨

迹、近１４天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状况等。
６．１．２ 严格体温检测与佩戴口罩

上下班时，企业应安排对员工进行严格的体温检

测，督促其正确佩戴口罩。

６．１．３ 要求员工切实遵守“十不”行为

“十不”行为内容包括：不聚会、不聚餐、不串门、不

聚众打牌、不旅游、不搞活动、不订外卖、不去餐馆、不进

娱乐场所、不传谣。“十不”行为是每一位员工在疫情防

控中的责任体现，应当自觉承诺遵守“十不”行为，保证

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转。

６．２ 出入与出差管理
６．２．１ 企业园区大门

１）安保人员须佩戴口罩工作，并严格、认真询问和
登记外来人员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认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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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园区内安全巡逻工作，每小时１次。
２）出入员工正确佩戴口罩，尽量保持与人１米以上

的间距。

３）出入员工必须配合体温检测和登记等工作。体温正
常方可进入企业，并到卫生间洗手。若体温超过３７．２℃，
禁止进入企业，并回家观察，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６．２．２ 来访人员管理

１）应尽量减少来访人员，原则上拒绝非本单位人员
进出企业。

２）如果工作需要，必须接待来访人员，应加强其体
温检测、佩戴口罩和相关信息登记等工作。无发热、咳

嗽、呼吸不畅等症状，体温低于 ３７．２℃正常的，方可接
待。应为未佩戴口罩的外来人员发放口罩，且仅允许其

进入经批准的场所，不得在企业内随意走动。

３）对于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或接待过疫情重点地区
人员尚不满１４天的来访人员，禁止进入企业园区。
６．２．３ 员工交通

１）员工上下班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鼓励选择步
行、骑行或自驾出行。条件允许的，企业应尽量开通交通车。

２）员工如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督促其全程佩戴
口罩，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摸车上物品等。

６．２．４ 员工出差

１）禁止近期不必要的员工出差，尤其是疫情形势
严峻的地区。

２）在未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Ｉ级响应前，
建议多采用电话、视频、微信等网络方式处理对外接洽

工作，减少外出频次。

３）必须外出的，应选择安全性高的方式，并外出途
中和处理事务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返回公司时，安保

人员需按正常流程对其进行检测、消毒，做好相关信息

登记，以备查验。

６．３ 公共区域管理
６．３．１ 严格消毒

１）每日须对门厅、楼道、会议室、电梯、楼梯、卫生间
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尽量使用喷雾消毒。

２）有条件的企业，推荐将紫外灯用于会议室、电梯
间、办公室等独立空间（下班后无人时）的空气和物品

表面消毒。

６．３．２ 加强保洁用具管理

不同楼层、不同区域使用的清洁、保洁用品用具应

分开，禁止混用。

６．４ 企业隔离区管理
６．４．１ 需保护性隔离的员工

若员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闷等与新冠病毒感

染相似的症状，可以在企业隔离区暂时保护性隔离，

但应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

控工作方案（试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感染防控指引（试行）》规定执

行。一旦症状持续或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企业

应第一时间报告所在社区，由社区通知辖区疾控中心

专业人员进行排查。

６．４．２ 隔离措施

１）将隔离员工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隔离员
工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房间，如条件不允许，与隔离员

工至少保持１米距离。
２）限制隔离员工活动。应使隔离员工和家庭成员活

动共享区域最小化，确保共享区域（厨房、浴室等）通风

良好（开窗）。

６．４．３ 隔离看护

１）限制看护人数，尽量安排１位健康状况良好且没
有慢性疾病的人员进行护理。杜绝一切探访。

２）看护人员与隔离员工共处一室应带好口罩，口罩
紧贴面部，佩戴过程禁止触碰和调整。口罩因分泌物变

湿、变脏，必须立即更换。摘下及丢弃口罩后，清洗双手。

３）其他工作人员与隔离员工有任何直接接触或进
入员工隔离空间后，应彻底清洗双手。

６．４．４ 隔离消毒

应对保护性隔离员工的居住环境、接触物品进行消

毒。室内空气消毒可选择过氧乙酸、二氧化氯、过氧化氢

等消毒剂喷雾消毒。物体表面可选择含氯消毒剂、二氧

化氯等消毒剂擦拭、喷洒或浸泡消毒。手、皮肤建议选择

有效的消毒剂如碘伏、含氯消毒剂（８４消毒液）以及过氧
化氢消毒剂等手、皮肤消毒剂或速干手消毒剂擦拭消毒。

７ 办公场所及设施设备管理

７．１ 办公场所
７．１．１ 封闭管理

１）办公场所实行封闭式管理，尽量减少人员进出。
２）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应鼓励员工居家办公。不

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错峰错时上

下班、轮休等减少人员聚集的措施。

３）禁止员工接受供货商、客户的面对面访问。
７．１．２ 通风消毒

１）保持办公区域环境清洁，每 ２～４小时开窗通风
１次，每次２０～３０分钟。人员较多的办公室，可适当增加
开窗通风次数，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通风时注意保暖。

２）人与人之间保持１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佩戴
口罩。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按照七步

洗手法严格洗手。

３）加强办公区域的卫生消毒工作。电话座机每日用
７５％乙醇擦拭 ２次，如果使用频繁可增加至４次。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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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建议开水浸泡消毒。有条件的企业，推荐将紫外灯

用于会议室、电梯间、办公室等独立空间（下班后无人

时）的空气和物品表面消毒。

７．１．３ 交流注意防护

１）传递纸质文件前后均需洗手，传阅文件时佩戴
口罩。

２）在办公区域或车间休息室用餐，有多人同时就餐
时，可以错开时间就餐，避免交流。

７．１．４ 精简会议

减少集中开会，要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建

议开会时所有人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洗手消毒。开

会人员间隔１米以上。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
开窗通风１次。会议结束后，场地、家具须进行消毒。
７．２ 公车管理

交通车、公务用车应由专人负责进行定期消毒，每

日 ２次。车辆内部及门把手每日或外出回来用 ７５％乙
醇擦拭１次。乘坐交通车须佩戴口罩。
７．３ 电梯管理
７．３．１ 鼓励步行楼梯

楼层较低时，建议所有员工均走楼梯，电梯只在运

送货物时使用。自驾车上下班的员工，也不允许通过电

梯上下车库。

７．３．２ 每日严格消毒

电梯间应由专人负责进行定期消毒，每日２次。消
毒剂选用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２５０～５００ｍｇ／Ｌ），按
钮和轿厢立面可抹布擦拭，轿厢地面可用拖布湿式拖

拭，３０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７．４ 空调通风系统与给排水系统运行管理
７．４．１ 疫期从严管控

１）严格按照《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指南》进行空调通风系统的管理。

２）根据不同体力劳动强度，在确保室内温度不低于
１２～１８℃的情况下，无有毒物质的生产车间应开窗通
风或定时通风，尽量增加换气次数；存在有毒物质的生

产车间，应按防毒设施的要求进行通风。每天下班后，新

风与排风系统应继续运行１小时，进行全面通风换气，
以保证室内空气清新。

３）人员密集的场所应通过开门或开窗的方式增加
通风量，同时工作人员应佩戴口罩。

４）建议关闭空调通风系统的加湿功能。加强对风机
盘管凝结水盘、冷却水的清洁消毒。

５）应定时检查下水管道、空气处理装置水封、卫生
间地漏及空调机组凝结水排水管等的 Ｕ型管，缺水时
及时补水，避免不同楼层间空气掺混。

６）当办公场所发现疑似、确诊新型冠肺炎病例，或

者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类型、供风范围等情况不清楚

时，应立即停止使用空调通风系统。

７．４．２ 分类细化管控

１）净化空调系统洁净区、送风区，原则上应“全送全
排”的新风运行模式，或加大新风量，减少回风量，增加

净化区和密闭生产环境的消毒频次。确保 Ｄ级洁净区
换气次数 ＞１５次，新风量≥３０ｍ３／ｈ，需保持空调新风
口清洁和不被污染。

２）当空调通风系统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时，应满
足下列条件：（１）确保新风直接取自室外，禁止从机房、
楼道和天棚吊顶内取风；（２）保证排风系统正常运行；
（３）对于大进深房间，采取措施保证内部区域的通风换
气；（４）新风系统宜全天运行。

３）当空调通风系统为无新风的风机盘管系统（类似
于家庭分体式空调）时，应开门或开窗，加强空气流通。

７．４．３ 加强清洗消毒

１）常规清洗消毒应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清洗消毒规范》（ＷＳ／Ｔ３９６－２０１２）的要求。可使用
２５０～５００ｍｇ／Ｌ含氯（溴）或二氧化氯消毒液，喷洒、浸
泡或擦拭，作用１０～３０分钟。对需要消毒的金属部件建
议优先选择季铵盐类消毒剂。

２）当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时，应在当
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消

毒和清洗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８ 生产管理

８．１ 防疫要求
１）鼓励实行弹性工作制。
２）保持生产工作场所适当的间隔和良好通风。
３）加强生产工作场所的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

４）尽量减少工作人员聚集，确需集中活动的要控制
时间。

５）安排专业人员定期对生产场所进行整体消毒。
８．２ 公务采购管理

１）须佩戴口罩出行，避开密集人群。与人接触时保
持１米以上距离，避免在公共场所长时间停留。

２）食堂采购人员或供货人员须佩戴口罩和一次性
橡胶手套，避免直接手触肉禽类生鲜材料，摘手套后及

时洗手消毒。

８．３ 清洁卫生管理
８．３．１ 严格消毒管理

１）生产车间、实验室和办公楼的盥洗室区域应设置
洗手设施、肥皂、抹手纸或干手机，确保工作场所内洗

手、洗眼、喷淋设施运行正常。如无洗手设备，应配备

７５％乙醇洗手液。



８

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２０２０年３月５日 第２９卷第５期

Ｖｏｌ．２９牞Ｎｏ．５牞Ｍａｒｃｈ５牞２０２０

２）做好生产工作场所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保持环
境整洁卫生，定期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针对有多

人操作的设备，应每班对操作按钮、把手等人员接触频

次高的物体或部件表面进行消毒，允许佩戴手套操作的

岗位，员工尽量戴手套进行操作。

３）接待室、办公室、电梯、盥洗室、卫生间等公共区
域，应由专人负责定期消毒，每日２次。选用含氯消毒剂
（有效氯浓度 ２５０～５００ｍｇ／Ｌ），物品表面可以擦拭，地
面消毒可用拖布湿式拖拭，３０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有
条件的企业，推荐将紫外灯用于空气和物品表面消毒。

４）保持工作服、工作帽、座椅套等纺织物清洁，每日
洗涤、消毒处理。

８．３．２ 做好清洁卫生

１）厕所应有专人清扫、保洁、消杀。蹲坑、便池内无
积粪、无尿垢，基本无臭味。

２）厂区环境整洁，楼道无杂物、无痰迹、无烟蒂。
３）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丢弃的口

罩应放置到套有塑料袋并加盖的专用垃圾桶，定时清

理，清理前应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对其他垃圾盛装容器

的清洁，做到日产日清。

８．３．３ 强化“灭四害”

开展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盛放

剩余物品、垃圾、泔水的容器应密闭有盖，无蝇蛆孳生。

阴沟、下水道、墙壁通风口应设有防鼠网。门、窗缝隙小

于０．６厘米。室内无蝇、鼠及鼠洞、鼠粪、鼠咬痕等鼠迹，
无蟑螂、卵荚及蟑迹。室外环境无蝇蛆、孑孓孳生，无鼠

及鼠迹，基本无蝇。

９ 生活管理

９．１ 食堂及用餐管理
９．１．１ 食堂及食材

１）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
乏力、干咳、鼻塞、流涕、咽痛和腹泻等症状，应及时隔离

就医，切忌带病上班。

２）食堂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必要的工作服（帽），佩戴防
护口罩（符合ＧＢ２６２６、ＧＢ１９０８３标准）。勤洗手，使用洗手
液（肥皂），按照七步洗手法，用流动水充分洗手。工作期

间也可使用免洗消毒液消毒手。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食

堂作业人员应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等。

３）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环境整洁，确保食材
不受污染。生、熟食应分开存储和加工，加工流程合理，

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

染，确保食用的肉类和蛋类彻底煮熟。

４）贮存、运输、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安
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操作间保持清洁干

燥，及时清理厨余垃圾。

５）加强水质卫生管理，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
９．１．２ 餐厅

餐厅每日消毒 １次，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水龙
头、门把手、台面可用浓度５００ｍｇ／Ｌ的含氯消毒剂弄湿
抹布后擦拭消毒。地面消毒可用含氯消毒剂（有效氯浓度

２５０～５００ｍｇ／Ｌ）用拖布湿式拖拭，３０分钟后再用清水洗
净。餐具、饮具等使用前应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

洗净，保持清洁并高温消毒。有条件的企业，推荐将紫外

灯用于餐厅（下班后无人时）的空气和桌椅表面消毒。

９．１．３ 用餐

１）采用分餐进食，避免人员密集。鼓励错峰就餐，禁
止围餐、聚餐。

２）提供加热器具，鼓励自行带餐。
９．２ 企业宿舍管理
９．２．１ 防疫要求

企业宿舍的防疫管理工作，应严格按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感染防

控指引（试行）》规定执行。

９．２．２ 严格管理

１）集体宿舍实行封闭式管理，要降低居住密度，杜绝非
必要外来人员进出及人员随意流动，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２）加强电梯、走廊过道、卫生间（公厕）等重点场所的
定期消杀、通风透气、清洁打扫等工作，确保不留死角。

３）企业宿舍要勤通风，每日至少开窗通风２次，每
次１０～１５分钟。

４）有条件的企业单位，可自行设置隔离区（点），并
提前告知所在社区。

９．３ 身体不适员工管理
９．３．１ 疑似症状

员工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要立即送医院

诊治。

９．３．２ 确诊新冠肺炎

如员工确诊为新冠肺炎，应第一时间报告属地社

区，主动提交员工活动轨迹和接触史，并积极配合卫生

防疫、公安等部门做好如下 ３项工作：１）排查此工作人
员的密切接触者；２）对办公场所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３）对办公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并视疫情情
况采取适当的停工停产措施。

９．４ 员工心理健康管理
９．４．１ 加强健康教育

１）放松心态。在疫情面前，员工积极的心理防御非
常重要。应加强健康科普教育，缓解员工在疫情防控压

力下的过度防备心态。

２）生活规律。规律生活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非常重

·新冠肺炎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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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教育员工有规律地生活，保持健康规律的作息，做

好持久居家准备，保持生活的规律性、稳定性，吃好一日

三餐，按时就寝。

３）适度关注疫情。教育员工要适度关注疫情新闻，
每天浏览一下官方和几家权威媒体的疫情新闻即可，没

有必要关注各类不知真假的疫情信息，尤其是真伪难辨

的非官方媒体传播的语音、视频等信息，否则只会徒增

焦虑，对心理健康不利。

４）积极调控情绪。教育员工调控好情绪，学会合理释
放，面对汹涌的疫情出现各类负性情绪是很正常的，最重

要的是，学会合理释放负性情绪，出现自己控制不了的不

良情绪时，要寻求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热线的帮助。

９．４．２ 开展心理辅导

１）做好心理疏导。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员工，在
严格落实健康筛查和隔离要求的同时，要特别细致地做

好心理疏导工作。

２）定期心理辅导。设有医务室的企业，医生应关注
员工的心理健康。可以利用互联网＋、微信等，定期开办
讲座或进行心理咨询辅导。

９．４．３ 防控群体心理危机

发现企业可能出现群体心理危机苗头时，应及时

向属地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工作组报告，并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

１０ 结语

本专家共识对复工复产所涉及的医药企业建立防疫

防控机制、复工复产准备工作、返程员工分级管理、上岗管

理、员工日常管理、场所及设施设备管理、生产管理、生活

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专家建议。在返程员工的管理方面，提

出了五级管控方案的管理模式，强调心理健康的管理。

在本专家共识的修审过程中，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２２日，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发布了《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犤１９犦，

各企业应根据该指南的原则落实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措施。同时，可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

厂区环境，针对新冠肺炎最新疫情防控情况，参考本专

家共识建议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前及生产过程中的防护、

疫情应对、个体防护等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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