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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品加工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全力保障重要生活物质禽蛋及其产

品的供应，中央应对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多部门组成的生活物资保

障组，建立快速联动工作机制，千方百计增加生活必需品供应，协调落实生活必

需品的重要农产品的绿色通道。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进一步要求落实“菜篮子”

的市长负责制或省长负责制，指导企业做好重要农产品的采购、加工、调运、配

送、补货工作，切实保障相关企业加快开工复产，增加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农产品

的供应。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的要求，坚

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高应对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实维护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

保生产、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安全，顺利开展生产、经营工作。根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2020〕117 号）》、《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

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函〔2020〕109 号）》精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联合农产品加工科研机构及行业龙头企业，组织编制了粮食、油料、果品、蔬

菜、肉类、乳品、蛋品、茶叶、特色农产品加工等 9 大领域的加工企业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蛋品加工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由华中农业大学牵头制定，希

望广大企业在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基础上

参考使用。 

本指南得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九只

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大连韩伟食品有限公司、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等多

家果品加工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支持。随疫情发展与防控经验积累，本指南还

将持续更新，欢迎企业和业内专家提出修改调整或补充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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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源输入，指导企业员工做好个人防护，严格特

定场所的消毒，及时发现、报告、处置疫情，全力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扩散和蔓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指导蛋品加工企业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三、管理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坚持预防为主，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做

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处置”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的企业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机构，明确卫生专管员，配齐防控物资，按要求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 

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简称“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全体党委委员、高管、总监、各分（子）公司党政主要负责人、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 5 个工作小组，分别为： 

（1）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负责企业疫情监测信息收集和上报，疫情防控计划的制订，相关

防控工作安排和具体落实。 

（2）防护物资采购配给工作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负责企业疫情防护物资的摸底统计，采购计划收集编制，相关物

资采购（主要包括口罩、酒精、消毒液、体温测量仪等），并统筹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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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复工、保供稳价工作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负责企业及下属企业复工方案的编制或审定，复工复产监督和管

理；疫情防控相关保障物资的生产指导与调控；企业及下属分（子）公司因疫情

特殊影响的后续经营计划适时调整协调。 

（4）宣传引导工作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负责疫情防控期间的正面宣传引导，对此期间企业内部的防控先

进做法和事例、表现优秀个人进行发掘，并进行相关的宣传报道。 

（5）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负责在疫情防控期间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加强各方面的监察，

防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工作小组工作人员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组组长尽快按轻重缓急推进相关工

作。企业高管按分管领域对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各分（子）公司党政主要负责人

为本单位的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全面配合集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下设工

作组的工作。 

四、关键控制点及防控指南 

关键点一、人员卫生 

防控指南： 

1、复工人员要求 

企业员工应实行分次分批到位，先安排本地或非疫情地区、疫情轻微地区

的员工返工。疫区员工待疫情结束后再返回。对已返回的员工，及时登记、做

好体温和症状监测，及时向属地管理政府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 

有关员工复工原则具体如下：一是现仍在湖北的企业员工，劝导其暂缓返

回复工；二是对新招聘的涉“鄂”员工、已从湖北返回的企业员工及相关人



蛋品加工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员，一律采取居家隔离或到指定地点隔离(自抵达工作地之日算起，隔离留观时

间务必达到 14 天)；三是对 14 天内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的，一律采取居家隔离或到指定地点隔离(自抵达工作地之日算起，隔离留观时

间务必达到 14 天)；四是对出现呼吸道症状、发热、畏寒、乏力、腹泻、结膜

充血等症状者，及时送至专业医疗机构排除感染后方能复工；五是对近期接触

过发热病人的，采取居家隔离或到指定地点隔离(自最后接触之日算起，隔离留

观时间务必达到 14 天，或至接触对象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开复工后人员日常防护工作 

2.1、测体温，戴口罩。 

要求员工进入厂区内必须佩戴口罩，对所有上岗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

并做好体温检测，体温超过 37.3℃不得进入厂区，如有发热、乏力、干咳或呼吸

困难等症状，严禁上岗。 

口罩使用原则，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罩，在进

入车间/库房和外出公共场合时必须正确戴口罩，且根据情况选择和定期更换口

罩，使用过的口罩应放入口罩回收专用垃圾桶集中处理。 

口罩正确佩戴方法： 

第 1 步：佩戴之前请将手洗净。轻轻地捏住两边展开口罩，外面的颜色较深，

内面颜色较浅。 

第 2 步：按鼻部软骨条在上的方向，一边将口罩贴合面部，一边将耳绳勾住

耳朵。 

第 3 步：轻轻按压鼻部软骨条，以贴合鼻部形状。 

第 4 步：向下拉伸口罩，使口罩不留褶皱，直到完全覆盖住下巴，佩戴口罩

后再戴眼镜。 

 

注意：常见的口罩主要有：普通棉纱棉布口罩、明星同款网红口罩（聚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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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纤维材料）、雾霾/粉尘（PM2.5）防护口罩（防尘口罩）、医用普通口罩、医

用外科口罩和医用防护口罩等。最近常被提起的 N95 口罩其实属于呼吸器。呼

吸器是一种呼吸防护设备，在设计上相较于普通口罩来说贴合面部更加紧密，

可以非常有效地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一次性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建议每

隔 4〜6 小时更换一次。普通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为一次性使用；N95 口罩

限个人使用，在受损、变形、变湿、变脏或被污染时都应丢弃。摘口罩时，手

尽量不要接触口罩朝外面，抓住两侧绑带将其取下后放入收集袋内再丢进垃圾

桶，且立即洗手或进行消毒。 

2.2、工作服 

所有人员每日上岗前按要求更换清洗消毒和烘干后的工作服、鞋帽，并按规

定程序穿戴工作服。 

2.3、勤洗手 

所有人员工作前、接触不卫生的物品、上卫生间后都要按程序进行洗手消毒。

即先用流动水冲洗，然后用洗手液搓洗干净，再用流动水冲干净泡沫，再用消毒

液体浸泡手及手腕。若用酒精消毒须用烘手器烘干水分，接消毒液涂抹手及手腕，

等自然晾干后方可操作。 

标准七步洗手法如下： 

 

2.4、监督管理 

各部门须配置专职的卫生监督人员，定时对人员的着装、清洗消毒、操作过

程进行检查监督，及时纠正不符合要求的操作行为，食品安全部不定期抽检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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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清洗消毒情况。 

关键点二、厂区卫生 

防控指南： 

1、做好日常清扫，杂物清理，保障下水管路畅通，垃圾及时处理，关注厂

区周边卫生，是否存在潜在污染源，如随意排放污染物等，应及时上报上级主管

部门并对周边进行消毒。 

2、厂区消毒，至少每周对厂区及厂区周边进行消毒液喷洒消毒，消毒液使

用可根据生产实际情况选择，一般有以下几种： 

二氧化氯：喷洒：20g/m3，100〜200ppm 

苯扎溴铵+漂白粉：0.1%苯扎溴铵和 3%漂白粉 

火碱：3%的火碱溶液进行喷洒消毒 

NaClO 溶液：200〜500ppm 浓度的 NaClO 溶液进行喷洒消毒 

关键点三、原辅料的购买与贮藏 

防控指南： 

1、原辅料购买 

采购的食品原材料必须符合有关的卫生标准或规定。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关证

件并备案（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进口食品许可证），进口食品的验证必须

查验省市级进口岸或当地卫生检查部门检验合格。注意查看外观标签、生产日期、

保质期及生产许可证等内容，拟采购原料应干燥、无霉变、无虫蛀，且食品添加

剂必须符合有关的质量标准。 

2、运输贮存 

原料的运输、贮存，应符合产品明示要求或产品实际需要的条件要求。盛

放原料的容器和运输工具的材料和结构要坚固、无毒、易清洗。运输、贮存过

程中应采取的有效防护措施，确保原料不被污染，不发生腐败变质，不影响后

续加工。 

3、入库验收与贮藏 

首先保证验收区的清洁卫生，有足够的自然光线，同时检查所有购入的原、

辅材料是否具有卫生许可证，产品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报告，没有则拒绝验收。遇

有食品超期，包装破损，运输车辆不清洁等情况拒绝验收。原材料仓库必须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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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干燥、保持清洁。 

关键点四、生产加工车间卫生 

防控指南： 

1、人员进入和物料进入 

每日对进入车间人员进行登记；非常时期外来人员禁止进入车间，特殊情况

（设备维修、卫生保洁）应得到领导批准；各类物料在进入生产区域时应对外包

装进行清洁消毒，如酒精擦拭、紫外灯照射等 

2、强化设备设施的清洗消毒 

设备设施清洁彻底。所有设备设施使用后由专人负责清洁和消毒，使用专有

的清洁工具、清洁液和消毒液，对设备设施进行清洁消毒，同时做好清洗消毒记

录，应记录具体消毒时间（具体到分钟）、消毒方式、消毒人员、监督人员等。 

3、加强环境空气的消毒 

生产车间每日工作结束后必须按照清洗消毒管理规定对各生产车间、库房进

行彻底清理、消毒，确保生产环境空气质量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 

4、加大车间中员工之间的距离 

生产线岗位空间设置密度适当减小，针对有些蛋品加工企业生产线人员较密

集，可适当降低运行速度或者降低工作量，减少同一空间作业的员工数量，包装

车间减小员工岗位设置密度，员工之间距离不少于 1.5 米。 

5、通风 

车间应采用机械通风并保证正常使用，空气流动的方向应从清洁区流向非

清洁区； 

过滤网应至少每周更换或清洗消毒一次； 

进气口与排气口应远离户外垃圾存放处； 

车间清洁区（热加工后的冷却间、内包装间）气压应保持正压； 

员工密集的车间，确保通风效率达到通风设备设计最大水平。 

6、车间卫生消毒——常用消毒方法 

84 消毒液：根据说明书进行配制，食品接触面小于 50ppm，非食品接触面

一般区域 50〜150ppm，污染区域（垃圾存放处、洗手间等）150〜300ppm； 

过氧乙酸：0.2%〜0.5%过氧乙酸溶液喷雾或浸泡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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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人员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臭氧发生器每天至少启动 30 分钟进行车间

环境消毒。 

7.卫生消毒安全常识 

疫情防控特殊期间，安全切不可忽视。请科学防治，确保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酒精：酒精为易燃品，允许使用酒精做擦拭，不允许喷洒消毒，酒精使用

过程中不应出现明火，不得使用产生火星的维修设备及开启取暖设备等； 

84 消毒液：84 消毒液与酒精不可混用，混用可能产生有毒氯气。 

关键点五、原料蛋清洁除菌环节 

防控指南： 

1.车间和设备的清洗消毒 

每天生产任务完成后应清扫车间，对设备进行全面清洗。 

车间内应安装紫外灯或臭氧发生器，可使用定时装置控制，每天下班、人

员离场后开启，对车间内的空间进行消毒。 

2.通风 

车间应通过加装排风扇等方式使空气流通。 

车间内的风向应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 

3.人员与物料进入 

人员进入车间时应按关键点1所述，洗手消毒，穿戴工作服、手套、口

罩。非本车间人员不得进入。 

用于清洁鲜蛋的包装物应在进入车间之前进行消毒，并放置在清洁区中划

定的包装物专用区域。 

原料鲜蛋应从单独的通道进入车间，进入后应放置在清洗设备的入口附近

位置（非清洁区域），与清洗设备的出口处（清洁区域）保持足够的距离，可

在车间内用墙体隔开清洁区域和非清洁区域，以避免交叉污染。若有条件，可

以使用传送带将原料鲜蛋直接输送进入清洗设备。 

4.鲜蛋的清洁除菌 

无论是清洁的生产，还是液体蛋、皮蛋、咸蛋、卤蛋、烤蛋等产品的生

产，都要进行原料蛋的清洁除菌，然后进入各种加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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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料鲜蛋进入清洗设备之前，应先检查并剔除其中个别过于脏污的、无

法洗净的鲜蛋。 

流水线使用喷淋和毛刷的方式清洗鲜蛋。喷淋所使用的水应当为45℃左右

的温水，使鲜蛋内部由于受热膨胀产生一定的正压，以避免外部污物进入鲜蛋

内部。同时，清洗消毒用水中应含有200-300ppm浓度的次氯酸钠，或1ppm左右

浓度的二氧化氯，以杀灭水中的微生物。 

清洗后的鲜蛋应立刻吹干、喷涂矿物油并使用紫外灯照射的等方式杀菌。 

原料蛋的清洁除菌工艺，建议选用安全、绿色的专用清洁除菌脱垢剂，尤

其是原料鸭蛋的清洁除菌，更需要采用清洁、除菌、消毒、脱垢的专用清洁

剂。 

关键点六、打蛋与蛋液灌装环节 

防控指南： 

1.人员进入与物料进入 

非本车间人员不得进入； 

包装袋应在专用区域储存，在进入生产区域时应对外包箱进行清洁消

毒，如酒精擦拭、紫外灯照射等。 

2. 生产过程 

生产线岗位空间设置密度适当加大，员工之间距离不少于 1.5 米。 

3.清洁消毒 

原料蛋应在养殖场经过清洗消毒，剔除裂纹蛋。 

在储存间内应布置臭氧消毒机或紫外灯，无人时自动开启。储存间门

严禁常开，使用臭氧消毒机时员工进入应佩戴防护装备。 

每班次结束后应对产品接触面/通风口进行清洗消毒，如连续生产，应

至少 24 小时进行清洗消毒； 

每班次结束前应使用高压水枪进行冲洗地面及设备上的污物，并使用泡

沫清洗剂冲洗设备及地面。 

有条件的企业设立清洁消毒班组，制定作业规范，专岗负责车间内部清洁

区、非清洁区的清洁消毒。班后清洁消毒必须在本车间全部生产作业结束后进

行，不得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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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清洁水雾污染产品。 

4.通风 

车间应采用机械通风并保证正常使用，空气流动的方向应从清洁区流

向非清洁区； 

过滤网应至少每周更换或清洗消毒一次；进气口与排气口应远离户外

垃圾存放处； 

车间清洁区（包装间、消毒间）气压应保持正压；员工密集的车间，

确保通风效率达到通风设备设计最大水平。 

5.设施设备与工器具 

接触蛋液、脱壳蛋、加工用水的相关设施设备按照规范要求定时清洗消

毒，在目前的疫期尤其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消毒措施； 

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工器具不应落地或与不清洁的表面接触，避免对

产品造成交叉污染，如有污染，应及时清洗消毒； 

每班次使用后的工器具应立即清洗消毒并存放于指定区域，保持洁净； 

原料间、工器具清洗和存放间、化学品存放间应着重关注通风效果，不

应出现室内生霉及异味的现象； 

所有生产设备的按钮、工器具手柄、门把手、电梯按键应每小时消毒

（酒精或消毒液抹拭）一次。 

暂停使用指纹打卡设备。 

6.给排水 

水源应保证清洁，符合 GB5749 的要求； 

排水口应安装带水封的地漏，生产结束后向其中注入水，防止微生物滋

生及异 

味产生； 

每日对排水口进行清洗和消毒。 

7.复工准备 

当停产结束恢复生产前，应对车间进行清洁并消毒；带有CIP系统的设

备，应完成不少于2个CIP循环，清洁后的生产现场及管线超过4小时未使用

再次启动需要重做CIP清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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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区环境微生物检测合格方可恢复生产，检测项目可包括：细菌总

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等。 

8.车间卫生消毒——常用消毒方法 

84 消毒液：根据说明书进行配制，食品接触面小于 50ppm，非食品接

触面一般区域 50〜150ppm，污染区域（垃圾存放处、洗手间等）150〜

300ppm； 

卫可（粉剂）：根据污染程度按1:100～400稀释后喷雾，仅限于通道、

鞋子（鞋底）和环境消毒。 

过氧乙酸：0.2%〜0.5%过氧乙酸溶液喷雾或浸泡 10 分钟； 

抽样：人员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臭氧发生器每天至少启动 30 分钟进行

车间环境消毒。 

9.卫生消毒安全常识 

疫情防控特殊期间，安全切不可忽视。请科学防治，确保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酒精：酒精为易燃品，仅可擦拭，严禁喷洒、拖地，酒精使用过程中、

酒精储存库均不得出现明火，不得使用产生火星的维修设备及开启电取暖设

备等；使用酒精擦拭后5分钟内不得接近明火；电梯等封闭空间内不得使用

酒精消毒。 

84 消毒液：84 消毒液与酒精不可混用，混用可能产生有毒氯气。 

卫可为兽用药，不可用于食品、食品器械的消毒。 

使用消毒液应避免喷溅，处理原液/粉时应佩戴防护眼镜。原液/粉触及

手、眼时应及时使用大量清水冲洗。 

电器设备消毒时应注意防触电。 

关键点七、蛋品腌制环节 

防控指南： 

1.人员 

人员进入车间前做好健康状况登记，14天内有与疑似病人接触、聚餐、

去过医院的不能参加生产，不仅限于测体温，还包括了解咳嗽状况、外伤等

情况，体温异常、裸露在外的皮肤有外伤情况的职工不得上班，出现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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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

等可疑症状的不得上班。进出车间做好卫生消毒，员工进入车间前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按要求佩戴帽子、口罩、手套、更换工作服、工作鞋后方可进入

车间，非本车间人员严禁进出本车间，员工之间距离不少于2米。 

在生产过程中注意个人防护用品的完整性，出现异常及时更换，避免与

食品直接接触。 

配料人员佩戴的手套在使用前和使用后使用75%的酒精进行消毒。 

2.辅料 

腌制用的辅料储存间内应布置臭氧消毒机或紫外灯，无人时自动开启，

库房管理具体参考关键点10-库房管理防控指南。取用辅料时人员戴手套操

作。 

3.运输车辆和人员 

司机测试体温检查后进入厂区内，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活动，不得随意走

动。具体运输车辆及人员管理参考关键点13-外来人员、用车防控指南。 

4.通风 

蛋品分级挑选车间保证车间内通风状况良好，首选自然通风，保证充足的新

风输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在中央空调系统正常使用时，应定期对送回风口进行消毒并做好记录。 

5.设备、设施 

所有设备及设施，每批次班后及班前按照规范要求定时清洗消毒。 

每班生产结束后应对周转筐进行清洗消毒：先将污渍刷洗干净，在 150-

250ppm的含氯消毒剂中浸泡 1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并自然风干，做好记录。 

每班生产结束后、生产前应对蛋品分级机等设备进行消毒：先将杂物及污渍

清理干净，再用 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消毒，做好记录。 

清洗消毒用的工器具放在指定位置，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6.地面 

每班生产前用 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消毒，20min 后人员进入生产，生

产结束后 

清理地面污物，用 150-250ppm 的含氯消毒剂消毒，保证地面干净、卫生。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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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连续生产，应至少 24 小时清洗消毒 1次。 

7.检查 

管理人员每日对车间卫生进行检查并记录。 

8.供、排水 

水源应保证清洁，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每班生产结束后排水沟使用清水将颗粒异物冲洗到水沟的末端并转移到

垃圾箱中，使用地沟刷清洁水沟，并用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冲洗，并做

好记录。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统一进入污水处理站，不得直排。 

9.其他 

当停产结束恢复生产前，应对车间进行清洁并消毒。 

关键点八、蛋产品内外包装环节 

防控指南： 

1.人员 

该生产环节的人员除进入车间前做好健康状况登记、测体温等，还包括了解

咳嗽状况、外伤等情况，体温异常、裸露在外的皮肤有外伤情况的不得上班，出

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

酸痛等可疑症状的不得上班。进出车间做好卫生消毒，员工进入车间前做好个人

安全防护，按要求佩戴帽子、口罩、手套、更换工作服、工作鞋后方可进入车间，

非本车间人员严禁进出本车间，员工之间距离不少于 2米。生产过程中每 2小时

洗手消毒 1次。 

在生产过程中，要注意个人防护用品的完整性，出现异常要及时更换，避免

与食品直接接触。 

    2.物料 

包材的贮存。内外包装材料根据验收准则验收合格后入库，存放在指定位置，

库房应设有通风、防尘、防虫、防鼠设施，保证包材库干燥、无虫鼠害。 

包材使用前处理。内包装材料使用前先脱去外包装，在紫外线灯光或臭氧照

射消毒 24h后方可投入使用，由传递窗进入，并每隔一定周期对内包材取样测试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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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材料消毒人员对整批包装材料进行一次消毒处理，避免包装材料携带

外部细菌而造成污染。 

3.成品的贮存 

包装好的成品存放在指定位置，环境温度与产品的贮存温度相匹配，库房应

设有防尘、防虫、防鼠设施。非冷藏和冷冻产品库房还应保持良好通风。成品仓

库设臭氧发生器，消毒 12小时。 

4.通风 

保证包装车间内通风状况良好，首选自然通风，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

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在中央空调系统正常使用时，应定期对送回风口进行消毒。 

5.设备、设施 

所有设备及设施，每批次班后及班前按照规范要求定时清洗消毒。 

每班生产前、结束后包装操作台面应进行消毒：使用 150-250ppm 的含氯消

毒剂消毒，保证台面干净、卫生，若车间连续生产，应至少 24 小时消毒 1次，

并做好记录。 

每班生产前、结束后应对真空机等设备进行消毒：先将杂物及污渍清理干净，

再用 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消毒，做好记录。 

清洗消毒用的工器具放在指定位置，保持洁净，避免污染。 

6.地面、墙面 

每班生产前用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喷洒，20min 后人员进入生产，

生产结束后应清理地面上的污物，用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消毒，保证地

面干净、卫生。若车间连续生产，应至少 24 小时清洗消毒1次。每晚对内包

装车间用臭氧、紫外灯或其他消毒方式对空气进行消毒。 

6.检查及验证 

管理人员每日对车间卫生进行检查并记录，每周对接触面进行微生物验证，

随机抽样，每次不少于 3 个样品（至少包含人手、操作台面、设备、车间空气、

内包材）。 

7.车间供、排水 

水源应保证清洁，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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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生产结束后排水沟使用清水将颗粒异物冲洗到水沟的末端并转移到

垃圾箱中，使用地沟刷清洁水沟，并用150-250ppm的含氯消毒剂冲洗，并做

好记录。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统一进入污水处理站，不得直排。 

8.其他  

当停产结束恢复生产前，应对车间进行清洁并消毒。 

关键点九、生活区卫生 

防控指南： 

1、在厂区内住宿的人员卫生 

（1）近期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所和人员密集

场所，尽量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 

（2）加强居家防护，家里做好通风保暖，避免感冒，勤洗手，多饮水，清

淡饮食，均衡饮食，不食用或饮用生的或未熟透的动物产品。保持良好心态，不

恐慌、焦虑，不信谣、造谣、传谣。 

（3）主动配合排查。感染病毒后有一个潜伏期。近期（14 天）有接触从湖

北省特别是武汉、黄冈的回乡人员，应如实告知部门负责人并自行居家观察。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排查，对自己、亲人和他人的健康负责。 

（4）科学安全就医。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戴上

口罩、做好防护，立即到太原市指定的发热门诊就医。 

2、车辆 

每日对进出车辆进行登记，尽量减少车辆流动，必要时使用过氧乙酸喷洒

消毒； 

非常时期外来车辆禁止进入生活区。 

3、驻厂隔离 

当工厂周边出现集中爆发疫情而工厂仍需生产时，工作人员应住厂，不得

出入工厂，特殊情况应得到工厂负责人及当地疫情防控部门的批准； 

每日对宿舍进行至少两次集中消毒； 

每日对全体员工健康情况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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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十、办公区卫生 

防控指南： 

1、清洁 

每日对每个办公室进行地面清扫； 

至少每三天进行桌面、柜面、地面消毒（84 或酒精）。 

2、公共区域 

电梯按钮、公用电话、复印打印机、鼠标文具、手机等每天用 75%酒精擦

拭； 

垃圾桶应加盖并每日清除； 

3、通风 

至少每半日开窗（或机械换气）通风 30 分钟以上； 

如机械通风，应保证空调系统或排气扇运转正常； 

过滤网应至少每月更换或清洗消毒一次。 

4、办公人员要求 

人与人之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多饮

水。传递纸制文件前后均需洗手。 

关键点十一、库房管理 

防控指南： 

1、储存 

库存物料应包装完整； 

发现有变质及检测微生物/理化指标不合格的物料应停止使用并隔离处理； 

有温度要求的物料储存时应确保库房温度适合。 

2、消毒/运输 

每日应对库房进行清扫和消毒； 

运输车辆应确保装车前车箱保持干净无污物并消毒，可使用过氧乙酸或酒

精喷洒； 

食品原料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同时装运。 

3、通风 

确保库房通风系统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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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应至少每月更换或清洗消毒一次。 

关键点十二、废弃物收集处理 

1、卫生间及废弃物存放区域消毒 

洗手间地面、马桶或坐便每日应至少清洁和消毒三次，可使用 75%酒精或

有效氯浓度 500ppm 消毒液； 

消毒时，工作人员应做好卫生防护（口罩、手套、帽子等）； 

集中存放垃圾的区域应分类存放且保持清洁； 

设置专门的口罩回收桶，委派专人负责对口罩等一次性防护用品进行集中

销毁 

2、清运 

外包清运车进厂前应进行卫生消毒； 

清运过程中不得有垃圾和潜水的遗撒。 

关键点十三、食堂卫生 

防控指南： 

1、清洁消毒 

企业食堂后厨和就餐场所每次食用前应清洁和消毒； 

所有人员除佩戴口罩外，就餐前要洗手消毒； 

就餐期间不要扎堆，不要大声喧哗，人员之间相隔 1 米以上距离；如同一

时间就餐人员太多，应采取限流措施； 

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保持通风； 

操作间和就餐区要早、中、晚用过氧乙酸三次消毒。 

2、食材 

各类食材应提前购买，放置 2 小时以上后使用； 

保证无腐烂变质发霉情况； 

应从正规渠道采购，严禁使用非法渠道获得的病死畜禽作为食材； 

严禁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蛋品生食； 

每日应留有食谱记录，每餐餐食留样至少 24 小时。 

3、餐厅 

推荐分餐制或自助用餐，避免人员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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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集体就餐时，尽可能错时分区。 

建议自备餐具，使用后的餐具应立即清洁并消毒，采取高温度或消毒液消

毒。 

关键点十四、外来人员、用车 

防控指南： 

1、登记 

所有原辅料及产品进出必须在设置的特定的专用通道； 

所有外来人员进厂前应在门卫登记并体温测量； 

体温超过 37.3℃的人员不得进入； 

对 14 天内来自或接触过疫情高发地区的人员不得进入。 

2、防护 

外来人员进入厂区后应全程佩戴口罩； 

外来人员进厂时应进行手部消毒，可使用 75%酒精，有条件的企业可建设

雾化消毒通道； 

未得到厂长批准不得进入车间和库房，如果要进入，须经过全身雾化消

毒。 

3、排查与隔离 

企业返岗工作人员要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排查工作，主动到企业人事部、企

业所在社区指定地点登记备案，如实填写近期活动行程和身体健康状况，14 天

内有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旅居接触史的人员应主动落实隔离措施。 

4、车辆管理 

物流中心在配送前后须对配送车辆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确保配送车辆的安

全卫生，并做好清洗消毒记录。 

通勤车每天早晚员工乘车前对车厢内部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乘坐通勤班

车人员应全程佩戴口罩。 

企业公务车内部及门把手每日用 75%酒精擦拭 1 次。 

关键点十五、上班前、中、后期卫生 

防控指南： 

1、上班前 



蛋品加工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单位班车上

班。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

车上物品。 

2、上班中 

保持上班环境清洁，建议每日通风 3 次，每次 20〜30 分钟，通风时注意保

暖；人与人之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多人聚集；多人办公时要佩戴口罩，

接待外来人员时双方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

洗手。 

3、上班后 

洗手后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外出，回到家中摘掉口罩后首先洗手消毒；手

机和钥匙等使用消毒湿巾或 75%酒精擦拭；居室保持通风和卫生清洁，避免多

人聚会。 

关键点十六、人员感染或疑似感染应急 

防控指南： 

1、防线构建 

生产企业管理人员应充分发挥组织工作优势和社会工作联动机制协同作

用，广泛动员员工、组织员工、凝聚员工。做好疫情监测、信息报送、宣传教

育、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 

2、就诊救治 

如果工作人员出现有发热（腋下体温≥37.3℃）、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

感染症状，发病前 14 天内有相关疫区的旅行史居住史，或接触过可疑症状者或

患者等情况，应当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应转运至定点

医院集中救治，但不能使用私家车。 

3、心理干预 

面对身边同事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况，可能会造成暂时的慌张、不知所

措，会出现抱怨、愤怒等情绪，管理人员应结合劝导、鼓励、同情、安慰、支

持以及理解的方法进行的心理干预，可以让员工较好地消除因为疫情流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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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良情绪。 

4、愈后防护 

治愈出院的工作人员或解除隔离的工作人员应居家继续隔离一段时间，并

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自行隔离期满后报公司人事部备案后方可上岗。 

关键点十七、其他方面 

1、保障应急物资充足 

（1）消毒剂：优先选择 75%乙醇、二氧化氯、漂白粉。 

（2）防护用品：红外线体温计、一次性口罩、一次性帽子、毛巾、护目镜、

长筒胶靴和长胶皮手套、白大褂。 

（3）消毒设施：喷壶、喷药器。 

2、有条件的企业可设立应急隔离室 

（1）将固定房间定为隔离用房，添置好有关设备。 

（2）处理突发事件时，应急人员一律做到“三穿戴”：戴口罩、戴手套、穿白

大褂。 

（3）应急隔离室须备物资：体温计、消毒剂、口罩、手套、毛巾等。 

3、发生疫情后防控工作 

企业发生疫情后，在属地防控指挥部的调度指挥下，按《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做好处理。防控方案如有更新，按照国家公布

的最新方案执行。 

 

附注：食品级消毒液配置指南 

食品车间消毒 

1、食品生产车间常用消毒剂的种类 

75%乙醇 

0.5%84 消毒液 

0.1%新洁尔灭 

NaCIO 溶液 

2、食品生产车间常用消毒剂的配制方法 

（1）75%乙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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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39.5 升 95%乙醇（V/V）、10.5 升蒸馅水（室温）倒入不锈钢容器内，搅

拌使上述溶液混匀，用 0.22μm的滤膜过滤后，即可分装使用，存放时注意远离

热源。 

（2）0.5%84 消毒液 

在塑料或玻璃容器内，量取 84 消毒液和水，按 1:200 的比例配制，混合均

匀，即可分装使用。存放时注意远离热源。 

（3）0.1%新洁尔灭 

在塑料或玻璃容器内属取 5%的新洁尔灭 0.5 升，加入蒸馅水（室温）24.5

升，混合均匀，即可分装使用。存放时注意远离热源。 

（4）NaCIO 溶液 

确保使用浓度：因次氯酸钠溶液不稳定，应贮存于通风阴凉处，或随时使

用随时配置，用前先测定有效含量；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置稀释液，稀释常

温下保存不宜超过两天 

3、消毒剂的存放 

消毒剂一般存放于洁具室，但 75%乙醇只允许贮存两天用量。 

4、空气消毒 

根据环境监测结果，必要时按下列方法进行空气消毒。 

（1）用 40%甲醛（30ml/m）燻蒸 12〜24 小时，再用氨水（8〜10ml/m）中

和 15 分钟，开排风吹； 

（2）用乳酸（2ml/m3）丙二醇（1ml/m3）和过醋酸重蒸。 

（3）气体消毒剂应交替使用，使用后详细的进行记录。 

*注意：液体消毒剂各品种每月交换使用，并详细地进行记录。 

厂区及车间入口消毒池 

1、消毒池每日必须确保有消毒液，常用 84 消毒液，有效氯含量为 200ppm

〜250ppm。 

2、消毒池内消毒液不得超过 15cm 深度。 

3、白班和夜班均必须对消毒池进行清洁并重新配制消毒水，其余时间须点

检消毒池卫生状况，发现不良需及时处理。 

雾化喷雾消毒液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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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 3%过氧化氢、5000mg/L 过氧乙酸、500mg/L 二氧化氯等消毒液，

按照 20mL/m3〜30mL/m3 的用量加入到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中，接通电源，即

可进行喷雾消毒。 

2、室内空间消毒前关好门窗，喷雾时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由里向外，

先表面后空间，循序渐进的顺序依次均匀喷雾。 

3、作用时间：过氧化氢、二氧化氯为 30min〜60min，过氧乙酸为 1h。消

毒完毕，打开门窗彻底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