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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我省月子服务机构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要

求,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展,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组织

编制了 《广东省月子服务机构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现印发给各

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和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各成员单位 ,

要求参照执行。

【拟办意见】

1、 转各县 (市、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和市市场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局等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各成员单位,严格按省文件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2、 请市委办将此件 (含本呈批表)分送陈敏、庆利、晓建同志办公室,市府

办将此件 (含本呈批表)复送爱军、晓晖、张晨同志办公室。

以上拟办意见已经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领导同志同意,现转给你们,请按照
拟办意见要求和省文件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

2020年 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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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批后请退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 联系电话:2249825   经办人 :黄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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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鑫省新型嚣抉病毒搬炎痰媾
簿攘描挥部办公室痰耩防控缴

特急 粤卫疾控:函 (2020〕 45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月子眼务机构

复工复产新冠瞰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弓强睡搬

各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

防控组备成员单位:

为切实做好我省月子服务机构新冠肺炎防控王作,根据 《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依法科学

精准做好新寇肺炎爱情防控王作的通知Ⅸ联防联控机制发(2020〕

28号 )和 《广东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工作指弓l(试

行第二版
:)》 (粤防疫揩办明电 (2020〕 42号 )要求,结合当前新

寇肺炎疫情防控王作进展,我们组织编制了 《广东省月子服务机

构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

执行。



附件:广东省月子服务机构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引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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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月子服务机构复工复产新冠麟炎

瘘锖防控工作指弓:

-、 通用范圃

本指引适用于我省提供妇女产后恢复服务的月子会所、中心等

服务机构。

二、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各机构要处理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系,以科学、合理、

适度、管用为涿则,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飚,做好复工前评估,外防输入,内 防扩镦。镦到早发现、早报

告,并配合有关机构镦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复工复产后痰慵

在月子服务机构范围内传播,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各机构要按照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黟炎痰慵联防

联控机翱关于印发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

知》(国发明电〔2020)4号 )、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痰慵联防联控机制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脑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发 〔2020)28号 )和 《广东雀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簿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工作指引 (试行第二版 )》 (粤

防疫揩办明电〔2020)42号 )要求,结合本地分级情况,缀织落

实复工复产相关工作。

三、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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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月子服务机构要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属地市场监管部

门落实监管责任,属地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指导。

四、健康风险判定标准

南风险人员,是指来自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高风险地区的人

员;确诊病人;疑似病人;正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

感染者;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其他

需要纳入高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

中风险人员,是指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的人员;有发热、干

咳、气促、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实施居家观察未满 14天的治愈出

院确诊病人;解除医学隔离未满14天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他需要

纳入中风险人员管理的人员。

低风险人员,是指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高风险、中

风险人员以外的人员。

五、主要措施

(一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机制。

各机构要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机构主要负责人是疫

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成立健康管理小组,并同时设立健康管理

责任人,主动对接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制定并实施防控方案和应

急预案。

(二 )做好复工前准备工作。

各机构在复工复产前分批次开展全体员工知识培训 (包含所

有后勤工作人员),对不同岗位的培训要有针对性。同时做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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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前防控物资准备,包括防护、消毒等用品,对每个员工做到
“八

个一
”:一个健康档案,一测体温,一戴口罩,一设观察室,一致

电 (发现发热者致电医疗机构 ),一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次健

康教育,一强化人文关怀。

(三 )人员健康管理。

I.更严格的标准落实员工分类管理。对返工人员进行风险评

估,并进行严格的分类管理。

(1)对于来自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的人员,需通报属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联系社区或指定的集中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14

天。

(2)其他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可实行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14天 ,相关机构和社区负责对高风险人员进行严格管控。

(3)对于来自疫情中风险地区的人员自抵粤开始进行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 14天。中风险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要

求,自 觉接受社区管理。

(4)对于低风险人员,体温检测正常可出行和复工。

2.设立临时医学观察点和单独隔离观察间。

各机构根据员工数量和场所等实际情况可设置一定数量的临

时医学观察点和单独隔离观察间,临 时医学观察点用于初涮体滠

》37.3℃人员的体温复测和待送人员停留,单独隔离观察间用于

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的具有发热等症状人员的隔离观察。原则上:

观察点要设在相对独立、通风良好的房间 (可利用现有医务室 ),

需配备 1-2名 工作人员,负责体温检测和发热人员的管理,并配



备红外湖滠仪、水银温度计、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翠、消毒纸巾、

医用乳胶手套、快速手消毒剂、84消毒剂等物品,有必要的配备

本翻或铁制擒子,不宜配备不易消毒的布覆材料沙发,不能使用

空谓系统。l饬 时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员需穿戴工作服 (白 大衣 )、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医用乳胶手套。

各机构注意黧各好相关药物、备类防护用品和消毒物资,如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洗手液、消毒工具、消毒剂等。

3.建立进出人员登记制度。备机构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入员

的访魏和陪护。所有入员进入机构前进行体温检测,异常者 ()

37.3°C)不得入内;减少后勤采购人员等物资采购频次,尽量采

取送货上门等方式。

4.建立健康蓝澜钿度。安排专人对机构内工作人员、产妇、

新生凡及陪护家属进行体温监漯茗,每日实行晨检和晚检。如出现

发热 (》 37,3℃ )、 咳嗽、乏力等症状的入员,要立即引导剩临时

医学观察点,并按要求做好信息上报和就医排查工作,镞国早发

亵、早报告、早隔离、孚治疗。

5.加强防控知识宣教。用键康提示、张贴宣传函、视频播放

等多种方式,加强新冠脑炎防治知识科学宣传普及,弓 |导 员工和

服务对象充分了解新冤膝炎防治知识,正确佩戴田罩、镞好室内

通风与消毒,学会正确的洗手方法,外出后洗手更衣再接触新生

儿,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⒍鼓励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加强产妇心理调节,做好正面宣

传教育,疏解焦虑恐惧情绪,引 导英保持正常作息、规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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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理翻 人员蜜度。充分利用机构内空阔,合理控钢居住

房间、活动窒、办公区等区域内护理入爱和服务对象嫩鳖,人与

人之间保持 1来以上距离。

(四 )徼好个人防护。

1.工作人员个人防护。

(1)加强手王生。工作人员在满期间应当经翳洗手,或用有

效的速于手消毒剂揉搓双手;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 当使用挽

手液在漉动水下洗手。在工作中避免用手或手套触碰眼睛。

(2)个人佩戴口簟。工作人员应当佩戴防护田罩,在护理新

生儿的时候不得摘下田翠。

(3)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不要对蓍产妇和新生儿打囔嚏、呼

气。咳嗽和打囔囔时,要用纸巾播隹口鼻,如果来不及级用手肘

捂住口彝,然后再清洗手肘。另外,应先丢弃捂住口鼻的纸巾再

洗手。

2.新生先及母亲的工生防护。

新生儿主要是以被动防护为主,即靠母亲和护理人员的防护

来阃接保护新生儿。母亲要参照护理人员做好个人里生与防护,

外出后洗手更衣再接魑新生儿,母亲母魏啜赛时要佩戴田罩、洗

净手,并保持局部卫生。

(五 )公共场所内卫生要求。

1.巍风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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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系统时,应 当保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转正常。应关闭回凤,使

用全新风运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应当保证厢式电梯的

排气扇、地下车库通风系统运转正常。

2.空诏运行。采用全新风方式运行并关闭空调加湿功能,确

保新风直接取自室外、进风口清洁、出风口通畅。定期对空调进

风口、出风口消毒采用有效氨500m回L的消毒液擦拭;加强对风

机盘管的凝结水盘、冷却水的清洁消毒。

3.垃圾收集处理。分类收集,及时清运.普通垃圾放入黑色

塑料袋,口 罩等防护用品垃圾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垃圾筒及

垃圾点月围无散落,垃圾存放点各类垃圾及时清运,垃圾无超时

超量堆放。清洁消毒。垃圾转运车和垃圾筒保持清洁,可定期用

有效氨500mg/L的 含氨消毒剂喷洒或擦拭消毒;垃圾点培壁、地

面应保持清洁,可定期用有效氨50mng/L的 含氨消毒液喷洒。

4.自 动扶梯、厢式电梯。建议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梯,乘坐

时应当佩戏口革。厢式电梯的地面、侧壁应当保持清洁,每 日消

毒 2次。电梯按钮、自动挟梯扶手等经常接触部位每日消毒应当

不少于3次。

5.地下车库。地下车库的地面应当保持清洁。停车取卡按键

等人员经常接触部位每日消毒应当不少于3次。

6.会议室、办公室、多功能厅。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建议

每日通风 3次 ,每次 20~30分钟,通风时注意保暖。工作人员应

当佩戴口罩,交谈时保持 1米以上距离。减少开会频次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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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卫生阏。加强空气流通。确保洗手盆、地漏等水封隔离效

果。每日随时进行卫生清洁,保持地面、墙壁清洁,洗手池无污

垢,便地无粪便污物积累。物品表面消毒用有效缀 500m~g/L的含

氯消毒剂对公共台面、洗手池、门把手和卫生洁具等物体表面遘

行擦拭,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干净。

六、出现疫蜻后防控处蘧措施

机构内如出现感染病例,应按照政府部门要求及时有效地开

展榴关防控措施。

〈一)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等出现蓊冠肺炎可疑症状 (包括

发热、干咳。乏力、算塞、流涕、唰痛、腹泻等),不排除有流行

病学史的9应当立即在隔离区执行隔离观察。

(二 )被确诊为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应 当立即送当地定

点医疗机构就诊 (广东省各市新型冤状病毒感染疑似及确诊孕产

妇产检和住院分娩定点医院名单可登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网站查

询 ),机构须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在当地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部

门的指导下对密切接触者开展排查,实施 14天隔离观察;机构开

展全面消杀、规范处置个人物品等相关工作。

(三 )在医疗机构就诊后返回机构的人员9应 当隅离观察 14

天,无异常后方可进入或工作白

跗件:日 调子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预案

2.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指引

n^ 冫 ^



3.个人防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黯炎预防控镧揩

4.豫防饔冤肺炎粪-田 传播公众指引

5.医学隔辑观察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麟炎预防控

制指弓}

6.居家和公共场携卫生间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薪

炎疫情卫生清洁巍毒指弓l(第一版 )

7.预防新狸冠状病毒感染的瀚炎田罩使用指弓|

8.新冠肺炎漉行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

系统运行管理指引

9.新鎏冠状病毒耱炎疫情期间公共电梯 (扶梯 )

清洁消毒工作指引

(瀚件 2至 9请登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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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猜应急预案

一、成立防控应急领导小组,建立保障机制

各机构要成立主要负责人任领导小缀组长的新冠肺炎疫情应

急领导小组,下设医疗保障、安全后勤保障、消毒等职能小组 ,

并明确职责分工。

二、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复工期间如出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应

启动本獗案。

(一 )散发病例。

⒈发现可疑病钢时)应立即引导病例到临时医学观察点或单

独隔离观察间进行留观,联系机构所在社区 (村居 )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乡 镇卫生院 )等 医疗机构初步排查后,送辖区定点医

疗机构诊治,确诊后立即报告当地疾控中心。

2.配合疾控机构开展密切接触者流行病学调查9对所有接触

过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调查。掇播属地管理漂则,按

照最新版瀚冠肺炎防控方案或有关最新文件要求进行密切接触者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隔离期间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肺

炎症状时要及时送定点医院擀查、诊治。

除密切接触者外,与病倒曾接触过但不符合密切接触者判定

原则的人员,判定为一般接触者。对一般接触者要做好登记,并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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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健康风险告知,嘱咐其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肺炎

症状时要及时告知健康管理员,并主动告知近期活动史,做好体

温检测,佩戴口罩。

所有配合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员,应做好个人防

护,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等。

3.在疾控机构的指导下,按国家和省的消毒指引,做好病例

所在房间、相关活动区域、电梯的清洁、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工

作。

做好其他区域的保洁和消毒防疫工作;加强场所的通风换气

和空调等公共设施及公共用具的消毒,每 日对办公区域、公共区

域等重点场所进行消毒;备工作场所和食堂入口要配备含酒精成

分的手消毒液,厕所配备洗手液,指导和督促员工做好手卫生。

4.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建议,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启动封

闭式管理,因地制宜采取房间、楼栋封锁等措施,严格限制人员

进出,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入。

5.做好安全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应急工作顺利开展。保障需

要应急处王的设施、设备和物资供应。做好餐饮、生活饮用水安

全等生活保障。加强巡查管控,及时停止群体性聚集活动,及时

处置安全突发事件。

6.本机构医务人员要协助当地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等工作。继续做好机构职工的健康监测工

作,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的健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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劂工作。每天保持与单位主要负责人、疾控部门进行信息沟遘 ,

及时主报最新键况。

7.做好宣传和人员心理蹴导工作。痰媾期阔要镦好舆慵监测、

心理健康弓l导和健康教育等工作。通过备擒渠道宣传新冠防控知

识。根据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蜜切接触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支持和危飙于镢工作,稳定员工及服

务对象慵绪,避免过度恐慌。

(二 )2周 内出现 2例及以上聚集性病例。应立即报告当地

疾控中心,由疫慵防控专家评估后采取相应管控搐施。对发生聚

集性疫情的建筑、楼栋实施隔离。

三、预察终止

当病拥已得到隅离治疗,密切接触者观察 14天期满,后续无

新发病例3环境得到有效消毒,经卫生键康部门评估,可 由机构

疫情应急镊导小缀决定终止嘲应。

附件:月 子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啕应漉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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