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莞 市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关于印发《东莞市企业节后复工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试行）》的通知

各园区、镇（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

工作组成员单位：

为切实做好我市企业复工复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持我市经济稳定

发展，经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

现将《东莞市企业节后复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

执行。

东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31 日

（联系人：卢展鹏，联系电话：232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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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企业节后复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试行）

为切实做好我市企业复工复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维持我市经济稳定发展，制定本防控工作指引。

一、严把人员进入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规定员工和车辆在统一的入口进入。

二、设立临时医学观察点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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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初测体温≥37.3℃员工的体温复测和待送院员工停留。原

则上：观察点要设在相对独立、通风良好的房间（可利用企业现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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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备红外测温仪、水银温度计、一次性外科口罩、消毒纸巾、医用乳

胶手套、快速手消毒剂、84消毒剂等物品，有必要的木制或铁制椅子，

不宜配置不易消毒的布质材料沙发，不能使用空调系统。

临时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人员需穿戴工作服（白大衣）、一次性外科

口罩、医用乳胶手套。

三、设置体温检测点开展体温检测（附件 1、2）

企业根据员工活动情况，在工厂、食堂、宿舍、车间等入口处设

置体温检测点，安排专人值守，并做好信息登记。

（一）体温<37.3℃者：若近 14日从武汉市返莞，立刻戴上口罩，

送当地镇街集中医学观察点，对其发放医学观察告知书（附件 4）并

进行医学观察；对近 14日从湖北非武汉市返莞的人员发放居家隔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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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告知书（附件 5），要求其居家隔离留观 14天，并由企业向社区报

备；对其他地区返莞的体温正常人员发放健康告知书（附件 6）予以

放行。

（二）体温≥37.3℃者：若近 14日从湖北返莞，立刻让其戴上口

罩，并联系当地镇街发热门诊重点医院（附件 7），然后将其带至临时

医学观察点或相对独立、通风的场所等待转运，转运后要立即对有关

场所的物表、地面等进行消毒（附件 8）。若为全国其他地方返莞的人

员，立刻戴上口罩，并指引其到当地镇街发热门诊作进一步检查。

四、开展全体员工日常健康管理

企业根据实际情况以部门或车间为单位，各设置一名小组负责人，

负责每天收集员工的健康信息，包括体温、有无咳嗽、有无气促等症

状。建立员工的病假记录制度，动态了解每名员工的健康状况，发现

发热或其他呼吸道症状患者时需及时上报值班工作人员，并按照第三

点处置。

五、避免人群过于密集

近期，企业不举办多人参加的会议、集体培训、聚会等，必须举

办的可通过视频、网络等形式举办；如企业内设有食堂，可采用分批

就餐或打包至各自部门（车间）就餐的方式控制同时就餐的人流量。

六、加强卫生宣传工作

各企业要通过横幅、LED显示屏、宣传单张等多种方式，对企业

员工开展个人卫生教育宣传，详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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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企业员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分流指引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当前疫情防控需要，对进入企业员

工进行分流，共分为五类。具体要求如下：

一、近 14天从湖北返莞的体温 37.3℃以上的员工，立刻戴上口罩，

联系当地镇街发热门诊重点医院调配专车转送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二、近 14天从武汉市返莞的体温 37.3℃以下的人员，送当地镇街

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

三、近 14天从湖北非武汉市返莞的体温 37.3℃以下的人员，发放

居家隔离健康告知书，要求其居家隔离留观 14天，并由企业向社区报

备；

四、近 14天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体温 37.3℃以上的人员，立刻戴

上口罩，并指引其到当地镇街发热门诊作进一步检查；

五、近 14天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复测体温 37.3℃以下的人员，予

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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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监测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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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发热病人信息统计表

姓名
到莞时

间
联系方式 性别 年龄 身份证

14天内

是否曾接触发

热病人

接触的病人是否

来自湖北

是否到过湖北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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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实施医学观察告知书

先生／女士，根据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相关规定，现对您进行为期 14天医学观察，观察期

自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止。为了您和您的

家人健康，在医学观察期内请您务必配合卫生部门集中管理、

隔离医学观察、采样检测、及其他体检工作安排。

医学观察对象签收：

此告知书可作为单位带薪休假/学校请假凭证。

XXXXXXXXXXXXXX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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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居家隔离健康告知书

尊敬的员工，当前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请留意自己

的健康状况，自行居家隔离留观 14天，并向社区居委会报备；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您避免接触他人并戴上口罩尽

快到当地镇街发热门诊（详见市卫生健康局微信公众号）就诊，

并告知个人旅行史，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诊治和防控工作，

谢谢您的配合！

XXXXXXXXXXXXXX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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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健康告知书

尊敬的员工，当前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请留意自己的健康

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您避免接触他人并戴上口罩尽

快到当地镇街发热门诊（详见市卫生健康局微信公众号）就诊，谢谢

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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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东莞市发热门诊重点医院名单汇总表
镇街 医院名称 级别（如：

二甲）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麻涌 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 三级 刘妙 13922546025 88231201

塘厦 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三级 杨专青 13826925692 89190556

常平 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三级 胡克亮 13826931183 83508171

大岭山 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 梁亚力 13713216678 82766333 转 3599

石龙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三级 钟为民 13532315706 81368830

莞城
东市第九人民医院 三级 钟庆扬 13763263719 22117663

东莞市莞城医院 二级 袁伟强 15016821273 23038606

虎门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三级 李荣需 13537326521 85010200

东莞市虎门医院 二级 黄有胜 13609673849 85196950

东城

东莞市中医院 三级 简炼 15989915591 26385726

东莞东华医院 三级 李少洪 13423294808 22471336

东莞市东城医院 二级 邱明英 13829231854 22212229

万江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三级 周伟 13546913960 28637277

东莞市万江医院 二级 叶柱均 13622612850 28823066

南城
东莞市南城医院 二级 乔君 13238335088 22882270

东莞康华医院 三级 戴良成 13798831830 22823180

中堂 东莞市中堂医院 二级 李群华 13532710103 88123212

望牛墩 东莞市望牛墩医院 二级 梁景强 13380136638 89196153

石碣 东莞市石碣医院 二级 方鸣 18675155330 86639193

高埗 东莞市高埗医院 二级 黄建春 13556685456 88787995

洪梅 东莞市洪梅医院 二级 柯伏宝 15992934799 38993300 转 735

道滘 东莞市道滘医院 二级 梁忠明 13556712866 88831185

厚街 东莞市厚街医院 二级 陈甘海 13826978197 81529830

沙田 东莞市沙田医院 二级 卢洪波 13662995631 88800557

长安 东莞市长安医院 二级 刘少强 13712733867 82388970

寮步 东莞市寮步医院 二级 黄校权 13560822723 83325111 转 3323

大朗 东莞市大朗医院 二级 卢健坤 13711906805 83009162

黄江 东莞市黄江医院 二级 骆训武 13543745466 83630120 转 2211

樟木头 东莞市樟木头医院 二级 蔡喜传 13686000938 87709268

凤岗 东莞市凤岗医院 二级 李茂强 13509839334 82856611

谢岗 东莞市谢岗医院 二级 张序全 13713309368 87686028

清溪 东莞市清溪医院 二级 尹云欢 13712148428 38828820

桥头 东莞市桥头医院 二级 朱锐昌 13580834609 81037832

横沥 东莞市横沥医院 二级 张永强 13925528068 83726631

东坑 东莞市东坑医院 二级 杨纯国 13922903405 83382018

企石 东莞市企石医院 二级 潘伟权 13809272911 86726633

石排 东莞市石排医院 二级 谢献华 13538547998 86556863

茶山 东莞市茶山医院 二级 黄平 13662755377 86648901

松山湖 东华医院松山湖院区 三级 刘志祥 1345061969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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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临时医学观察点消毒

发热患者离开后，需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可选以下方法之一：

1.汽化（气化）过氧化氢消毒装置消毒法：可对空气和环境物表进

行一体化消毒，具体操作按设备使用说明书进行。

2.采用含 0.5%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或 500mg/L 二氧化氯，按

20ml/m3的量采用气溶胶喷雾方式进行空气消毒。消毒前关好门窗，喷

雾时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对表面及空间均匀喷雾，作用 60min 后

开窗通风。喷雾消毒后，按日常消毒方法对物体表面进行擦（拖）拭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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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卫生宣传核心知识

1.戴口罩，勤洗手，防病意识人人有；

2.洗净手、防疾病，个人卫生最要紧；

3.多通风，勤洗手，洁净伴我走；

4.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

5.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市民应养成勤洗手、打喷嚏

和咳嗽时用纸巾掩住口鼻或佩戴口罩、常开窗通风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来预防疾病。

6.当前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请留意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旦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您避免接触他人并戴上口罩尽快到当地镇街

发热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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