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电单位交通运输部

等级特急·明电 文水明电(2020)294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港口及其一线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四版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 ,长江航务管理局、

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人物同防”的要求,有效应对疫情仍

在全球蔓延、特别是因船员换班以及冷藏集装箱和散装冷藏货物

造成船员及港口一线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进一步抓紧抓实

抓细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部组织修订形成了《港口及其一线

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四版))) ,强化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指导。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各单位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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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如有相关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

(此件公开发布)

交通运输部

2020年11月13日

抄送:中国港口协会、中国引航协会、中国船东协会、中国船舶

代理及无船承运人协会,部运输服务司、国际合作司、应

急办、海事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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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及其一线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四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和“人物同防”的要求,抓紧抓实抓细境外疫情输入防控

工作?加强港口从业人员特别是一线工作人员的自身防护,严格

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水路传播和扩散,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船舶引航、靠离泊和装卸

等作业过程的疫情防控,以及号|航员、码头装卸人员和国际船舶

代理外勤等其他登船作业人员的管理和防护。

二、总体要求

港口各有关单位根据疫情形势发展变化,按照依法、精准、

有效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部署要求,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精准施策、周密部署p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港口生产、职业健康

等工作,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健康,积极争取把高风险岗位人

员纳入优先接种疫苗范围、增加防疫经费预算。认真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港口企业、引航机构等单位建立疫情防控工作制度,根

据进港船舶挂靠港口、载货情况、船员状况等,确定号|航、港口

作业和登轮作业风险等级,加强信息共享、物资储备、船岸隔离、

进出管控、通风消毒、个人防护、终末消杀、应急处置等工作。

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对船公司、船代的诚信管理,监督其

如实提供船舶、载货以及船员信息,支持引航机构对不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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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经营船舶采取调后引航次序的措施,坚决防范水运口岸疫

情输入风险。

三、加强信息管理和报告

(一)及时掌握到港船舶、载货和船员信息。

港口企业、引航机构应加强与船舶代理及海关、边检、海事、

卫生健康等单位的协作和信息共享,根据下列船舶、载货和船员

信息,制定相关工作计划。

1.船舶挂靠港口、靠离动态等信息。

2.船员基本情况、身体健康等信息,船舶靠泊期间船员换班、

人员上下船、物料交付和人员接触情况等信息。

3.船舶检疫、船舶防疫措施等信息。

4.船舶靠泊期间相关密切接触者信息。

5.生活污水、压载水处理装置运行信息。

6.冷藏集装箱、散装冷藏货物等信息。

(二)加强人员和车辆信息管理。

港口企业对进出港口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核对,加强信息

采集,实行闭环管理。对外开放码头,中国籍人员凭健康码绿码

通行,上船船员和境外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通行。

(三)加强信息报送。

按有关要求,向当地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报送疫情防

控信息。

四、规范和严格作业程序

1.引航机构、港口企业等相关单位在船舶进港作业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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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船前会,研判船舶疫情防控风险,按照尽量精简的原则安排

作业人员,明确相关作业人员具体防护措施及注意事项,落实责

任人。

2.港口企业通过船公司、船舶代理等督促船舶做好消毒、通

风等相关工作,在港期间安排人员值守,准确记录上下船人员的

身份信息、上下船事由、联系方式等,确保信息可追溯。

3.国际航行船舶经海关卫生检疫合格,并取得检验检疫证明

材料后,方可安全稳妥地开展装卸作业。其中,拟由国际航线转

为国内航线的船舶,须待船员经核酸检测阴性后,方可在入境港

口开展装卸作业。船员须进行核酸检测的国际航行船舶,须待船

员经核酸检测阴性后,装卸人员等有关人员方可上船作业。集装

箱班轮因班期原因确需提前上船作业的,上船作业人员应做好个

人防护,不得进入船员生活区域和船舶密闭空间,并在船员核酸

检测出结果前封闭管理,不得离开港区。

4.严格落实船岸人员不直接接触等防控措施,认真执行对外

开放码头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加强进出港人员、车辆管理和船港

界面管理,加强上下船通道管理,严格控制国际航行船舶船岸交

流活动,除生产生活必须和紧急情况外,船员不得上岸。

5.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经口岸主管单位准许,开展船员换班、

船舶供应、船舶检验以及伤病船员紧急救助处置等活动时,港口

企业要配合相关单位做好相关人员进出港口、上下船的管理。进

出港口的人员和车辆应由船舶代理等相关单位提前通报,严格执

行相关人员进港前的体温检测。禁止体温超过37.险 oc的人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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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并按照程序上报当地卫生健康管理部门。

五、作业人员防护要求

〈一)码头作业人员防护要求。

1.作业场所、工作区域入口处配备体温检测设备。根据不同

岗位作业风险等级,为作业人员配备口罩、手套、护目镜等必要

的防护用品,并指导正确使用。

2.做好作业人员体温检测和核酸检测。与船员可能发生近距

离接触的人员要相对固定、实施备案管理,并按当地规定定期进

行核酸检测。

3.无特殊情况,码头作业人员不登船、不与船员直接接触。

因工作需要必须与船员近距离接触的,尽量选择在室外空间,做

好个人防护,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

4.装卸作业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告示牌、警戒线等隔离措施,

原则上禁止船员进入码头作业区域。需要船岸配合时,应当要求

船员正确佩戴口罩、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并采取轮流作业或增

加作业问隔等措施,尽量避免码头人员与船员发生直接接触。对

确需上岸作业的船员,应进行体温检测。

5.进口冷藏集装箱拆箱作业中,直接接触冷藏货物的人员应相

对固定,实行闵环管理,定期检测体温,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

全程穿防护服、佩戴口罩以及防护手套、防护面罩等用品,避免

货物紧贴面部、手触摸口鼻,至少每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发生

疫情地区加大监测频率?必要时进行封闭管理。冷藏货物检测出

现阳性的,装卸人员应立即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并实行封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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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6.尽量利用电话、微信、网络视频等方式沟通联系和部署工

作,减少作业人员聚集。

(二)引航员防护要求。

1.引航机构加强防疫物资储备和供应,加大医用防护口罩、

手套、护目镜、防护服、红外线测温仪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配备

力度,建立防疫物资供应制度。加强引航员健康状况监测,建立

每日健康状况报告制度。

2.引航员、接送车辆、引航船艇相对固定,实施闭环管理,

加强体温监测,并按当地要求定期组织对引航员进行核酸检测。

引领中高风险船舶的引航员应加强防护,每7 - 14天进行核酸检

测,并封闭管理。引领船舶上有核酸检测阳性船员的,引航员应

立即进行核酸检测,并实行封问管理。

3.船舶引航过程中,引航员应按照地方卫健部门指导意见,

根据船舶风险等级确定防护等级,全程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4.登离船时,应尽量选择室外通道,避开船员生活区域。

5.引航期间,应通知船方控制驾驶台人数,加强驾驶台通风,

减少与船员接触,并保持安全距离。有条件的,应使用专门的对

讲机等通讯设备,避免与船员交叉使用通讯设备。

6.引航员应尽量避免在船上就餐、如厕。

7: ~I航员下船后须按照规定采取消毒措施,一次性防护用品

等废弃物品按照规定集中处理。

8.接送引航员的司机、交通船艇船员应正确佩戴口罩、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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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人防护用品,并定时检测体温。

(三)国际船舶代理外勤等其他登船人员防护妥求。

1.登船人员应佩戴口罩、手套、护目镜等个人防护用品,并

做好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的登船作

业人员要全程穿防护服、佩戴口罩、防护手套、防护面罩等防护

用品,避免货物紧贴面部、手触摸口鼻,同时要合理安排轮班作

业时间,避免长时间作业造成口罩以及面罩结冰,影响防护效果。

2.登船人员禁止进入船员生活区域,并减少与船员接触。确

需与船员近距离接触的,应尽量选择在室外空间,并保持1米以

上安全距离。

3.登船人员尽量避免在船就餐、如厕、休息。相关工作完成

后,尽快离船。

4.登船人员下船后须按照规定采取消毒措施,一次性防护用

品等废弃物品按照规定集中处理。

5.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的人员应相对固定并定期检测

体温,至少每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必要时进行封闭管理。冷藏

货物检测出现阳性的,装卸人员应立即进行核酸检测,并实行封

闭管理。

港口企业、31航机构、船舶代理公司要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指

导下,加强对直接接触散装冷藏货物的作业人员、与船员近距离

接触人员、引航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正确穿脱防护服进行专业培

训,并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关键防护措施到位。

已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码头作业人员、引航员、船舶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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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间按照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有关

规定执行。

六、加强环境卫生防护工作

加强防护用品、消杀用品、设备设施等防控物资配备,优先

保障防护装备,优先保障人力投入。按照高风险地区防护标准做

好一线工作人员疫情防护装备的采购、配置、使用工作,做到储

备、配发、使用到位。防疫物资包括但不限于:普通口罩、医用

高级别防护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或防护面屏、消毒液(含有

效氯250mg / L - 500mg / L的含氯消毒剂或浓度75%酒精,二者

不得混存混用)、消毒洗手液、消毒纸巾、一次性手套、橡胶手

套、温度计、红外测温仪、应急交通车、应急药品等。

(一)通风和环境卫生要求。

1.加强环境通风。接待大厅、候工室、食堂、会议室、办公

区等空间区域配置酒精、免洗手消毒剂等用品,定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通风频率每日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30分

钟。

2.正确使用空调。首选自然通风。如使用空调,应保证空调

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未使用空调时应关闭回风通道。

3.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及时清扫转运垃圾。

(二)清洁消毒管控。

1.接送员工的车辆和船艇应每次进行消毒。

2.对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接待窗口、电梯问按钮、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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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把手等) ,用含有效氯250mg/L - 500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

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市进行擦拭。

3.人员聚集区(接待大厅、候工室、食堂、会议室、办公区、

卫生问、集体宿舍等)每天清洁消毒不少于两次?消毒作业尽量

避开作业时间。使用含氯消毒液(使用84消毒液按不低于1: 50

的比例配比)喷洒,喷洒含氯消毒液每立方米保证不少于30mL,

或使用浓度不低于75%的酒精消毒液擦拭相关设备和多人触碰区

域。切勿将含氯消毒液和酒精消毒液混用。

4.喷洒消毒液期间,喷洒区域要保证相对密闭,以达到消毒

效果?喷洒消毒液20分钟后,安排人员开窗通风,且至少10分钟

后,空间区域恢复正常使用。

5.加强垃圾桶等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沽,定期对其进行消毒处

理。可用含有效氯250mg/L - 500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

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三)卫生防护要求。

1.入场通道处设置非接触式体温检测点1-2个,尽量减少

出入口或者保持单向进出。检查工作人员尽量与被检查对象保持1

米以上距离,穿工作服、佩戴防护口罩、一次性手套或橡胶手套,

有条件的可佩戴防护眼镜或防护面屏。

2.需入场作业的劳务单位人员、来访人员、商务人员等应提

前预约。接待外来人员双方均需佩戴防护口罩,避免握手、拥抱

等肢体接触,及时洗手。

3.人员聚集区采取间隔、分隔措施,保持合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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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开会,尽量减少现场会议。参会人员

佩戴防护口罩,间隔1米以上,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过长时,保持开窗通风;会议结束后,对场地、家具、

茶具用品进行消毒。

5.食堂采用分餐制,避免人员聚集。食堂每餐前后各消毒1

次。所有人员佩戴防护口罩,尽量减少接触公共物品和部位。勤

洗手,没有清水时,可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如75%酒精溶液)

清洁双手。

6.使用消毒湿市擦拭门把手、电话、键盘、鼠标、办公文具

等。

7.危险货物作业场所禁用酒精喷洒、擦拭作业设备,禁用酒

精对手、鞋、衣服消毒处理,使用其他消毒液、消毒纸市进行消

毒处理。

8.危险货物作业,应注意穿戴防护服可能产生的静电危害,

进入危险货物作业场所必须进行静电消除作业程序。

9.根据海关要求,按规定做好车辆场地消杀、人员管控等工

作?配合海关进行冷藏货物新冠病毒检疫的港口作业人员应相对

固定,并全程正确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等个人防护

用品,做好个人防护。同时,要按照海关和当地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的规定定期进行核酸检测。

10.港口客运站按照交通运输部制定印发的最新版《客运场

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相关要求做

好有关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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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冷链食品港口作业还需按照《关于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

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和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

消毒技术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45号)、《关

于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 (联防联

控机制综发(2020) 255号)以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

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的通知>>

(交运明电(2020J 292号)等有关要求做好防控和消毒工作。

七、做好应急处置

l.引航机构、港口企业等单位应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加强与

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查验单位和当地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

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

2.船员有发烧、咳嗽等异常情况的,登船引航员要采取穿戴

防护服、防护镜、医用高级别防护口罩、手套等严格的防护措施,

并要求船舶采取通风消毒、所有船员佩戴高级别防护口罩、人员

隔离等防控措施,必要时可安排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引航员穿脱防

护服和消毒工作。港口企业采取严格的船岸隔离措施,配合相关

单位进行处置,并做好本单位密切接触人员的排查、隔离等相关

工作。 何

3.当出现疑似新冠肺炎症状的人员呕吐时,应当立即用一次

性吸水材料加足量消毒剂(如含氯消毒剂)或有效的消毒干市对

呕吐物进行覆盖消毒。清除呕吐物后,再使用含氯消毒剂进行物

体表面消毒处理。

4.疑似感染人员隔离后,立即安排消毒人员对其可能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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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留观室等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用于疑似感染人员转运的船艇、

车辆,应在转运完成后进行全面消毒。

.喃a
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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