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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 防控组关于
印发广东省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新冠肺炎
疫情 防控工作指引 (第 三版 )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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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组各成员单位 ,省 疾控中心、省卫生监督所

: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 《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相关防护指南 (⒛ 21年 8月 版 )的 通知》(联 防联控机制综发
匚⒛21彐 82号 ),结 合我省实际,我 们组织对相关指引进行 了修
订 ,形 成 了 《广东省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引 (第 三版 )。 现印发给你们 ,请 参照执行 。

疫情防控组

广东省
年 8月

广东省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
(第 三版 )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重点场所新冠肺 炎防控部署要
求 ,全 面加强我省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强
化属地 、行 业 、单位 、个人 四方责任 ,处 理好疫情防控和正 常经
营服务的关系 ,防 止疫情在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范围内扩散传播 。
二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 于棋牌室 (麻 将馆 )、 影剧院、美容美发店 、游
艺娱乐场所 、上 网服务场所 、歌舞娱乐场所 (卡 拉 OK厅 )、 酒
吧 (咖 啡馆 、茶座 )、 公共浴室 (洗 浴 、足浴 、按摩 )、 健身运
动场所 (室 内游泳馆 )、 地下商场等经营性 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 。
三、职责分工
各地党委政府落实属地责任 ,对 本地疫情防控工作负总责

,

根据分 区分级有关要求 ,做 好本地 疫情风险研 判及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 。
各经营场所落实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 ,按 要求落实防控措施

;

主管部 门落实监管责任 ,属 地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指 导。
四、人员健康管理
(一 )疫 苗“
应接 必接”。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必接
对新入职人 员及时开展查漏补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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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每 日健康监测。建 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 ,每 日对

工作人 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 ,如 出现发热

(≥ 37.3° C)、

干咳 、乏

力 、嗅觉味觉减退 、鼻塞 、流涕 、咽痛 、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
十大症状的人员,及 时引导其做好个人防护,到 指定的发热门诊
或定点医院进行就 医。
(三 )定 期核酸检测。鼓励经营单位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四 )严 格 外 出审批 。加强外出审批报告制度 ,非 必要不出

境 ,非 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地市。如工作人员及其家庭
成员 14天 内有涉疫重点地 区旅居史,要 及时登记报告,按 社 区防
控要求进行健康管理。
(五 )强 化 员工培训。经 营单位做好员工健康培训 ,将 新冠

肺炎及其 它常见传染病 防控知识与技能纳入培训内容 ,确 保 工作
人 员上 岗前掌握相关知 识和技能,养 成 良好卫生习惯 ,做 好 自我
防护。
(六 )进 门测温扫码 。对进入密闭通风不 良经营场所的顾客

和工作人员要求正确佩戴 口罩 ,进 行体 温检测和核验健康码 ,体
温和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体 温异常者建议及时就医。对进入
棋牌 室 (麻 将馆 )的 无智能手机或健康 码的老年顾客要按照国家
要求进行身份登记和 21天 内有无涉疫行程情况登记 ,签 署疫情 防
控个人承诺书。
(七 )做 好个人 防护。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全 程佩戴 医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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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口罩或 以上级别 口罩 ,加 强手卫生,注 重咳嗽礼仪 ;顾 客佩戴
一次性使用 医用 口罩 、医用 外科 口罩或 以上 防护等级 口罩 。口罩
弄 湿或弄脏后 ,及 时更换 。
(八 )控 制客 流人数。科学控制顾客流量 ,减 少顾客停 留时
间,场 所 内活动时间建议不超 过两小时。棋牌 室 (麻 将馆 )降 低
顾客数量和停 留时间,增 加牌桌之 间的距 离;影 剧院实行预约制

,

控制观影人数;歌 舞娱乐场所 (卡 拉 OK厅 )建 议对顾客实名登
记和实行预约制 ,包 厢 内控制顾客流量;健 身运动场所 (室 内游
泳馆 )实 行 电话 、微信 、app、 小程序 等预约方式进行客流 限制
,

引导顾客分 时段锻炼;公 共浴室 (洗 浴 、足浴 、按摩 )、 游艺娱
乐场所 、上 网服务场所采取限流 、错峰 等方式,尽 量采取 预约服
务 ,减 少顾客聚集 ;地 下商场应根据所在地 疫情风险等级 ,合 理
设置一定 时段 内顾客最大接待量 ,防 止人 员聚集 。
(九 )加 强宣传 引导 。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海报 、
电子屏和广播等方式,加 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倡 导“一米
线”(保 持 1米 以上 的社交距 离 ),提 倡微信 、支付 宝等无现金
支付 ,减 少人员直接接触 。
(十 )储 各防疫物 资。经 营单位做好 口 、
罩 洗手液 、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储各 ,公 共 卫生 间配备足够 的公 共洗手液 ,可 在场所
入 口、服务 台、电梯 口、咨询台等 区域配各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
式手消毒设各 。
五、场所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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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营场所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指引要求 ,落 实空调 、
电梯 (扶 梯 )等 设施的 日常清洁与消毒 ,保 持大厅 、娱乐 区域 、
接待 区域 、收银 台、服务 台、卫生 间等 区域环境整洁 ,及 时分类
处理垃圾;加 强环境通风 ,保 持 室 内空气流通 ,优 先选择 自然通
风 ,无 法做到的应利用排风扇等装 置加强机械通风 。
(一 )棋 牌 室 (麻 将馆 )。 增加对牌 桌 、麻将 、卫生 间门把
手 、公共垃圾桶 等经 常接触的公 共用 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
(二 )游 艺娱 乐场所和上 网服 务场所 。保持游艺厅和 网吧
(咖 )环 境 卫生清洁 ,对 游艺娱乐场所的按键 、摇杆 、代 币及 附

属设施 ,上 网服务场所的 电脑 、鼠标 、键盘 、耳机 、开机键等设
”
“
各及 附属设施 ,应 做到 一客一用一消毒 。
(三 )歌 舞娱 乐场所 (卡 拉 OK厅 )。 加强对茶具 、杯具等
公共用 品用具的清洁消毒 ;麦 克风使用完毕后及时更换筒套 ,并
做好清洁消毒 ;点 歌按钮 、屏幕及 附属设施应 当使用一次消毒一
次。
(四 )影 剧 院。每天定时对放映厅 、走廊 、扶梯 、座椅 、3D

眼镜 、公共卫生间及手经 常触摸的地方 (如 自助取票机 、门把手
等 )进 行清洁消毒 ,并 做好记录。
(五 )美 容美发店 。
保持门厅和顾客等待 区等 区域环境整洁

,

做好收银 台、座椅 、物 品储存柜 、操作 台等公用设施和门把手等
(毛 巾、
高频接触 物体表 面的清洁消毒 ,理 发工具以及顾客用 品
”
“
围布等 )做 到 一客一用一消毒 。

(六 )酒 吧 (咖 啡馆 、茶座 )。 加强对茶具 、杯具 、餐具 、

炊具等公共用 品用具的清洁消毒 ,加 强就餐 区域 的清洁通风 ,垃
圾要分类处理 ,及 时清运 。
(七 )公 共 浴室 (洗 浴、足浴、按摩 )。 重点加强操作 区域 、

淋浴间、更衣室等公共部位 的清洁消毒 ,每 个 区域使用的保洁用
具要分开 ,避 免混用 ;为 顾客提供 的用 品用具 ,包 括餐具 、客用
浴服 、毛 巾、洗浴按摩用具做 到“一客一用一消毒”,必 要时可使
用一次性用 品;顾 客存衣柜“一客 一消毒”
或提供一次性袋子 。
(八 )健 身运 动场所 (室 内游泳馆 )。 加强健 身 区域 、休息
室、泳池水 、淋浴 室和更衣室等卫生管理及 淋浴 室的通风换气

,

对健身运动器材 ,以 及销售泳衣或者租赁游泳器材的商店 ,要 做
好清洁消毒 。
(九 )地 下商场。确保有效通风换气 ,每 日正 式对外营业前
集 中空调提前运行 1小 时,每 日正 式结束营业清场后 ,集 中空调
,

延长运行时间 1小 时。
六、应急处置管理
(一 )当 属地 出现新冠肺 炎本土疫情时,属 地防
控指挥办应

评估疫情形 势 ,采 取禁止或 限制非必要密闭通风不 良场所开放措
施 ,降 低 疫情传播风险。
(二 )当 经 营场所 出现新冠肺 炎病例 (含 确诊病例 、
疑似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时 ,要 积极配合 当地疾控中心做好流行病 学
调查 ,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相关场所在疾控 中心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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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消毒 ,经 评估合格方可重新营业。

公开方式 ∶主动公 开

校对:疫 情防控纽 王熠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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