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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后工厂企业的防疫及安全措施
据 6 月 1 日召开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通报，上海单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降至个位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自 6 月 1 日
起，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加快企业、园区、楼宇等全面复工复产。为了帮助各
企业在此期间内平稳有序地运行，不发生疫情扩散、安全生产事故。本文将针对《上海市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
》的内容以及安全生产事故防止对策两部分来进行说明，以便帮助各工
厂企业更好的理解和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一、疫情防控对策
5 月 31 日，上海市政府根据本市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的要求，在第二
版的基础上，修订颁布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
》（以下
简称“第三版”
）
。第三版根据新的防疫阶段，修订了较多内容，总体包括五个方面共
18 条内容。表 1 整理了第三版中工厂企业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的要点罗列，供贵司参
考。第三版完整内容可以扫描右侧二维码获取原文。
表1

《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措施摘要

分类

工厂企业的措施要点

落实
主体责任

1）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领导机制，成立工作专班。
2） 按照所在街镇、园区或楼宇管理方要求，制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与属地复工复产牵头部门和疫情防控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注：复工复产的牵头
部门一般指所在地区的经信部或商务委。）

场所分类
分区管理

分区
管理

设置四类风险分类区域：绿区（正常生产）、蓝区（新进入人员观察）、
橙区（密接或次密接）、红区（有感染情况）。

分类
管理

对下列区域分区管理，并加强各区域之间结合部的管理：
1）交接区域（如出入口、装卸货场地、仓库等）
2）生产经营区域（如车间、会议室、办公区等）
3）生活区域（如食堂、宿舍、健身房等）
4）公共卫生区域（如卫生间及废物处理场地等）
5）公共空间（如道路、室外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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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治
与消杀

1） 企业可以配置自有消毒力量或通过第三方专业消毒队伍，定期开展环境
消杀。
2） 对高频接触物品（如扶手、门把手、电梯按钮、对讲器按钮、快递存放
架、垃圾储存点等）、高人流集聚场所、中央空调、公共卫生间、物流
交换场所等适当增加消毒频次。
3） 安全合理使用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防止疫情传播。

生活和
办公管理

1） 分时分散就餐，合理布局食堂就餐区域桌椅，同向摆放或加装隔离板，
取餐时应保持 1 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
2） 做好员工宿舍管理，减少外来人员进入。
3） 加强会议活动管理，倡导视频、电话会议，非必要不举办大型会议、展
览或培训等集聚活动。

人员
全覆盖

对以下人员实现无差异的防疫和安全生产要求：
所有正式、客户派驻、劳务派遣、第三方外包、实习员工和临时进入人员等

高频次
健康筛查

1） 原则上所有企业人员每日进行抗原检测。
2） 并按照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检测。提高与社会面接触企业人员
的核酸和抗原筛查频次。
3） 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通过培训上岗等方式建立安全稳定的采样队伍。

健康管理
和监测

1）“场所码”或健康核验一体机（即“数字哨兵”）全覆盖。
2）指定专人每天汇总员工健康状况。

场所分类
分区管理

企业人员
管理

物流
管理

出入
管理

1） 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做好出入人员的登记管理。
2） 对外来人员，实施人员“扫码”进入，执行“戴口罩、验码、测温、登
记、消毒”等措施，查验 72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没有 72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现场开展抗原检测，抗原检测阴性的，在独
立区域进行接待；接待完后，要求外来人员就近加做核酸检测，并及时
跟踪获知检测结果。
3） 在企业门口设置临时观察点并配备相应的防疫处置条件，对体温异常、
抗原检测异常或“黄码、红码”人员，暂时安置到临时观察点，并按相
关规定进行报告。
4） 企业要合理划设进出通道，做好人员分流，避免因扫“场所码”导致的
聚集。

员工个人
健康管理

1） 教育员工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还要”。
2） 有疫情风险的企业，员工继续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居家办公，或由企业安
排专车、租车等方式组织员工点对点通行。
3） 企业员工离沪需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 24 小时内抗原检
测阴性证明（持有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可免除抗原检测证
明）。

1） 生产生活物资进入企业内，设置专用路线和固定场所，并与其他区域相隔离。
2） 供应商车辆司乘人员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入企业，安排固定人员进行接收、装卸、
贮存、拆封、消毒等。
3） 有跨省物流运输需求的企业，继续向所在区复工复产牵头部门或相关单位申请跨省
运输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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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外卖
等管理

1）统一存放、管理和消毒。
2）对外包装采用消毒液喷洒、擦拭等方法进行消毒。

防疫物资
储备

及时采购抗原检测试剂、消毒机、防护口罩、酒精、免洗洗手液、测温仪、防护服、防
护眼镜、医用手套等防疫物资，为员工提供必要的消毒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
预案

1）
2）
3）
4）

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员工熟悉疫情防控应急各项流程和措施。
加强和属地政府沟通，建立感染人员转运机制。
继续设置和保留临时隔离观察区或方舱。
员工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异常时，应第一时间向本单位负责人和所在区防控办报告。

二、安全生产事故防止对策
《上海市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增补了很多针对安全生产管理的要求。这体现了
市政府在有效防控疫情扩散的同时，也对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考虑到目前
大量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后的员工即将返岗，很多机器设备长时间未运行等不利因素，其中隐藏着
大量的安全隐患。因此，我们基于“第三版”内容，结合安全管理领域长时间积累的经验，将相关
风险的对策整理成表 2，供各企业参考。
表 2 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对策要点

对策要点

对策种类

① 对在岗长期封闭生产的员工，及时安排轮岗休整。
② 对长时间没有进行生产的新返岗员工，加强上岗培训准备。
③ 开展员工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培训教育。
安全生产
*

管理

④ 加强对员工身心的关怀关爱，保持员工良好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状态。
⑤ 落实重点场所、关键部位以及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安全
许可制度，
⑥ 合理安排工期，严防过劳作业和不顾安全的赶工期、抢进度等现象。
⑦ 对长时间运转或停用的设备、管线等生产设施，加强检修，确保安全。
① 对消防设施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确认灭火器、消防栓、自动喷淋系统、自动火灾
报警系统、燃气泄漏报警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火灾事故
防止类

② 对厂区内的防雷设施实施检查，例如：避雷针（带）是否损坏、接地电阻是否符
合规定值。
③ 对储备有甲、乙、丙类气体、液体的储罐区、泵站、输送管道、中间罐实施检查，
发现跑冒漏滴现象后应及时予以维修。
④ 对使用以上物料进行生产的设备实施吹扫作业，完成后再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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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进行高风险设备的试运转，期间对生产中的重要参数，例如：温度、压力、流量
等实施监控，确认无异常后再投入使用。
⑥ 对设置在防爆区域内的防爆电气设备实施外观检查，例如：各电气配管是否松动、
配电箱外壳是否破损等。
⑦ 对设置在防爆区域内的防静电措施进行检查，例如：各静电接地夹是否连接到位，
报警装置是否运行正常等。
⑧ 针对高风险岗位，应遵循相关的应急预案，实施一次应急演练。
① 对到岗人员（含第三方人员）实施安全培训，恢复员工的安全意识。形式宜参考
“三级安全培训”的模式。
② 对机器设备的耗材、易损零部件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替换。另外，对传动部件
等进行润滑。
③ 对机器设备的安全装置进行检查，例如：防护光栅是否正常运作、物理隔离装置
是否松动等。
④ 针对特种设备实施检查，例如：高压容器本体以及配套的泄压装置是否处在检验
工伤事故
防止类

有效期内、行车/吊车的钢缆是否磨损严重、叉车的刹车、转向、提升机构是否
运作正常等。
⑤ 个人防护用品是否储备充足，是否分发至员工手中，例如：防毒面具、防护眼镜、
耐酸碱防护服、安全帽、安全手套、安全带、安全鞋等。
⑥ 针对特种作业，应实施审批制度并派专人实施监督，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被贯彻履
行，例如：密闭空间作业、高空作业等。
⑦ 由电工对各机器设备的配电箱的接零、接地、防雷装置进行检查。
⑧ 严禁以“赶生产期”为由，违反相关安全规定，安排员工超负荷生产。特别是高
温、高毒、高噪音等有害生产环境。
① 对现有的防汛防台物资进行清点，必要时实施补充，例如：挡水板、防水沙袋、
抽水泵机等。
② 对厂区道路上的排水窨井进行检查，必要时实施疏通。
③ 组织人员对建筑物的墙壁、窗户进行检查，对裂缝进行修补，对破损的门窗进行

风水灾事故
防止类

更换。
④ 对厂房地基的沉降处进行检查，必要时实施灌浆封堵。
⑤ 对建筑物的屋顶实施检查，对防水层、采光窗的破损处进行修补、对排风管等构
筑物的固定强度进行确认。对各天沟、排水管的堵塞实施检查。
⑥ 对厂区泵站实施检查，确保其处于自动控制模式，以便突发汛情时快速地转入排
水工作状态。
*内容援引自《上海市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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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疫情防控趋势总体良好，但是防新增、防反弹任务依然艰巨，一旦厂区内出现新的病例势
必导致工厂的再次停产、减产，引发重大损失。同时，在这段特殊时期，因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机
器设备未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引发安全事故的概率大幅升高，也可能导致人员、财产方面的重大
损失。希望谨以此文，对各工厂企业在制定相关风险对策时提供帮助。
全文完
执笔：瑛得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咨询部 高级经理 杨奥
经理 陈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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