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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导致 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即“COVID-19”）的病毒很容易传播，特别是在群体环境中，是

以必须减缓病毒的传播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 

  

COVID-19可以从受感染的个人传播，即使他们无症状或症状轻微，如咳嗽。它也可以通过

触摸有病毒的表面或物体， 然后触摸您的嘴、鼻子或眼睛传播。本指导文件涉及企业即

便在被允许进行面对面操作时必须遵循的程序，以限制 COVID-19的传播。 

  

如下文所述，在该郡设计为红色阶段或黄色阶段的企业受本指南的约束。在指定为绿色阶

段的郡则可以解除本指南所依据的命令，企业将不再被要求遵循本指南。 

  

首先，通过员工个人远程办公远程运营的企业必须继续远程办公，以防止 COVID-19 的传

播，直到居家限制令完全解除为止。然而，某些无法通过远程办公进行全部或部分运营的维

持生存的企业已获准进行现场经营，某些非维持生存相关企业则被允许放宽居家限制令和企

业关闭令下的某些限制，得以重新开始其现场业务。 

  

在灾难紧急情况期间允许进行面对面操作的州企业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其员工、员

工家属和整个社区。根据许可获准进行面对面经营的企业将根据州长及部长有关非维持生

存所需要的企业经营关闭令（经修订）或州长及部长随后对上述命令所发布的任何适用的

命令或修订进行运营。开展面对面业务的所有企业（包括最初关闭并随后允许重新开业的

企业）必须审查本指南，并承诺确保员工和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以下文档中更全面概述了企业必须实施的预防措施： 

  

1） 2020年 4月 5日所发布的《卫生部部长关于建筑物内相关安全措施的命令 》 ; 

2） 2020年 4月 15日所发布的《卫生部部长关于采取商业安全措施（保障员工

和顾客安全）的命令 ; 

3） 卫生部于 2020年 4月 19日发布的 《建筑业指南》; 

4） 国务院 2020 年 4月 28日重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房地产业的指南》; 

5） 总督 2020年 4月 20 日发布的《车辆交易指南》; 

6） 其他未来适用的卫生部 （DOH） 和疾病防控中心 （CDC）所发布的

指南. 

  

      受本指南约束的企业                                 
  

州联邦所有行业和部门（包括非营利实体）允许进行面对面业务的所有企业均受本指导，除

非另有其他操作指南 

 

 

要求其在单独的行业指导下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例如，卫生保健提供者受卫生部向卫生保

健提供者及其（健康警报网络指南）（HAN）所提供的指南的约束。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all-non-life-sustaining-businesses-in-pennsylvania-to-close-physical-locations-as-of-8-pm-today-to-slow-spread-of-covid-19/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all-non-life-sustaining-businesses-in-pennsylvania-to-close-physical-locations-as-of-8-pm-today-to-slow-spread-of-covid-19/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gov-wolf-announces-online-vehicle-sale-process-construction-restart-date-plcb-curbside-pick-up/
https://www.governor.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0415-SOH-worker-safety-order.pdf
https://www.dos.pa.gov/ProfessionalLicensing/BoardsCommissions/RealEstateCommission/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governor.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20200420-COVID-19-Online-Vehicle-Transactions-Guidance.pdf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isease/coronavirus/Pages/Coronavirus.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organizations/businesses-employers.html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isease/coronavirus/Pages/Health%20Care.aspx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isease/coronavirus/Pages/Health%20Care.aspx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prep/PA-HAN/Pages/2020-H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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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企业分类 红色   黄色 - 绿色 阶段的意义 

  

联邦正在采取一种针对区域和行业的办法，以重新开放非维持生存的企业。在被指定为红色

阶段的郡，获准进行就地经营的企业有 1）根据州长及部长有关非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企业经

营关闭令（经修订）被列为维持生存业务的企业;2）根据社区和经济发展部可不遵守这些命

令的企业;3）根据随后适用的命令或州长及部长对该命令的修正，包括： 

a. 建筑业 ; 

b. 车辆经销商; 和 

c. 房地产业。 

  

在被指定为黄色阶段的郡，除州长有关重开宾夕法尼亚的计划明确排除的类别和州长

和卫生部长的命令外，所有企业均允许进行面对面操作，只要它们严格遵守本指南的

要求。 

  

在被指定为绿色阶段的国家，只要企业遵循疾病防控中心和卫生部指南，所有企业

（包括黄色区域中受到限制或被禁止的企业）均有权进行无限制的面对面操作。 
  

    政策                                                                                                   
  

政府的政策是确保所有受本指南约束的企业以最佳方式进行经营，以防止或减轻 COVID-19

的蔓延，并确保雇员和企业居住或服务的社区的安全。所有企业，即使是那些有权维持面

对面运营的企业，都必须努力尽量减少个人互动的机会，因为这种互动为 COVID-19 的传

输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企业必须随时随地采用远程或虚拟开展业务的方法。 

  

如企业因为他们的员工不能远程工作而必须进行面对面的操作和活动的话，必须严格遵守

本指南。此外，维护面对面运营的企业必须让员工和客户了解保护其健康和安全的努力和

承诺。 
  

    保护在本州工作的员工                                                                                     
  

所有通过员工个人远程办公进行全部或部分远程运营的企业必须继续允许每位员工进

行远程办公操作。 

  

所有进行面对面操作的企业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经常清洁和消毒常常接触到的区域，并继续定期清洁建筑物的其他所有区域 

 建立并实施计划，以防业务面临可能或已确认的COVID-19 病例，其中包括 : 

o 通过以下情况对受影响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净化： 

• 关闭可能或确诊的COVID-19病例的人探访过的区域; 

• 除打开门窗外，还使用通风风扇在该区域让空气流通;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all-non-life-sustaining-businesses-in-pennsylvania-to-close-physical-locations-as-of-8-pm-today-to-slow-spread-of-covid-19/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all-non-life-sustaining-businesses-in-pennsylvania-to-close-physical-locations-as-of-8-pm-today-to-slow-spread-of-covid-19/
https://www.governor.pa.gov/newsroom/gov-wolf-announces-online-vehicle-sale-process-construction-restart-date-plcb-curbside-pick-up/
https://www.governor.pa.gov/process-to-reopen-pennsylv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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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洁和消毒受影响区域之前，至少等待24小时，或尽可能长

时间使用; 

• 对所有公共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譬如办公室、浴室、休息室、共用

电子设备（平板电脑、触摸屏、键盘、遥控器）和病人使用的自动取

款机; 

o 找出可能患有或确诊的 COVID-19病例在从症状发生前 48小时到患者隔离的

时间内有密切接触（约 6英尺或 10分钟以上）的员工。 

• 如果任何与密切接触的员工仍无症状，员工应遵守疾病防控中心

在2020年4月8日《实施关键基础设施工人安全实践临时指南》中所

规定的做法，对可能接触过可疑或已确认的COVID-19的人员采取安全措

施; 

• 如果受影响的员工在工作日生病，应立即将此人送回家。应清洁和消

毒该员工工作区中的所有表面。应收集有关在员工出现症状期间和症状

出现前48小时与患病员工有过接触的其他员工的信息。在此期间，在工

作场所与员工接触不到 6 英尺的其他人被视为与病毒有接触; 

• 根据适用的保密法律，及时通知所有在营业场所与 COVID-19病毒有过

密切接触的员工。 

o 在每位员工进入企业之前，先让体温升高至 100.4 华氏度或更高温度的员

工回家。确保员工在等待检查体温前时请保持社交距离; 

o 告知员工在他们有症状（如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时，应通知其主管并留在

家里 ; 

o 建议患病员工遵循疾病防控中心 CDC 所建议的步骤，包括在符合疾病防控

中心 CDC关于停止家庭隔离的标准之前，要咨询过卫生保健提供者以及

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协商才能返回工作岗位; 

o鼓励雇主对因上述原因不返回工作岗位的雇员实行自由带薪休假。 

 防止大型团体一齐堆在工作开始和下班时间进出大楼； 

 限制员工公共区域（如更衣室或休息室）的人数，并确保这些区域经常清洁

； 

 几乎要进行会议和培训。如果需要亲自举行会议，将员工人数限制在10人，

并保持6英尺的社会距离； 

 确保员工有肥皂和水来洗手，并确保他们有洗手液和消毒巾; 

 为员工提供非医疗口罩，使其在工作现场时必须佩戴口罩。雇主可根据卫生

部政策批准雇员取得或自制口罩； 

 确保工厂有足够的员工，以遵守这些协议，并有效和安全地开展业务； 

 劝阻非必要来访者进入营业场所； 

 向所有员工传达这些措施，以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安全。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steps-when-sick.html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isease/coronavirus/Pages/Stop-the-Spread.aspx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isease/coronavirus/Pages/Stop-the-Spread.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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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为公众服务的本州雇员                                                                                 
  

任何在建筑物或其他定义区域内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上述指导和 

采取以下其他预防措施： 

 尽可能只通过预约与公众进行业务; 

 如果只通过预约服务这个做法不可行，将大楼内的人数限制在不超过最高

可容纳总人数的50%; 

 修改营业时间，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清洁和补充库存; 

 在收银台和结帐区安装防护屏或其他屏障，以实际分隔收银员和客户，或采

取其他措施，保持客户和员工之间的社会隔阂; 

 通过提供送货或取货选项，鼓励客户使用在线订购; 

 为包括 65 岁以上的人在内的高风险人群指定特定时间，每周至少让他们有 

       一次时间可以进行业务; 

 要求所有客户在办公场所戴口罩。提供药品、医疗用品或杂货的企业必须为不

能戴口罩的顾客提供替代、无接触、送货工具。 

 
o 但是，因医疗状况而不能戴口罩的个人（包括在疾病防控中心 CDC指导下所说

的 2 岁以下儿童）可以进入场所，无需提供此类医疗状况的文档 

 在具有多个结帐通道的企业中，请限制使用每一个收银机。每小时后，将客

户和员工轮换到以前关闭的收银机，并清理之前曾开放过的收银机和周边地

区； 

 至少每小时为员工安排洗手时间； 和 

 在客户使用购物车和手篮之前，指派员工将其擦掉。 
  

无任何企业被要求进行面对面业务，如果企业无法遵守本指南的话则更不该这么做。根据许可

可以进行面对面业务的企业但不可以或是不愿意遵守这些要求的话请仅接受路边交付的订单，

这样才可以严格执行保持社交距离这一要求以及能够遵守其他减缓病毒传播的措施。 

 

需要近距离与客户接触为公众服务是以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企业则不允许其进行当面业务，除

非该企业位于绿色阶段所属的郡，这标志着该区域有关建筑物安全措施以及商业安全措施命令

已被解除。 

   州和地方政府                                                                                              
  

根据州长和部长于 2020年 3月 19日发出的停业令，本地政治团体并没有明确要求暂停面对

面的运作。不过，建议他们尽量减少当面的行动，并遵从该部及疾病防控中心提供的

COVID-19缓解指引。同样，地方政治单位无须遵守部长的大楼及商业安全令;但是，建议它

们在可行的情况下执行其所概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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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州政府不是本指南直接涵盖的企业，但 Wolf州长选择尽可能执行此处概述的做

法，这使其成为州政府其他雇主和雇员的榜样。 

  

地方政治单位在行使权力、发布执行指示和指导时，应运用最佳判断力。所有这些决定都

应适当平衡公共健康和安全，同时确保继续提供关键服务和职能。政府雇员和承包商应继

续在其主管的指导下运作。 

   进一步的指导和支持                                                                                       
  

如企业对本指南是否适用于其自身有疑问的话，可拨打 1-877-PA-HEALTH（1-877-724-

3258）与卫生部联系。 
  

此处提供涉及应用业务安全命令的常见问题 （FAQ）的解答. 
  

此外，此处还提供了特别针对建筑行业的指南的常见问题 （FAQ）的解答. 
  

如精神上或情绪健康有所挣扎或感到焦虑或过度紧张的人，我们可以提供帮助。请发短信 

PA 到 741-741 联系危机短信热线。 

  

政府当局认识到，企业在获取材料时难以安全恢复运作。如果需要协助获得口罩和其他用

品以执行这些必要的安全程序，请访问 DCED 的商务交流。 
  

   执法                                                                                                     
  

2020 年 4月 6日（星期一）上午 12：00开始执行部长所发布《建筑物安全措施相关指南》

的命令。 

  

2020 年 4月 19日（星期日）晚上 8时开始执行工商部部长所发布的《有关企业公共

卫生安全措施相关指南》的命令。 

  

州长已指示以下州机构和地方官员在法律范围内执行与 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命令： 

  

• 卫生部; 

• 农业部; 

• 劳动和工业部; 

• 宾夕法尼亚州警察; 

• 地方官员利用他们的资源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关闭令; 

• 宾夕法尼亚酒类管理委员会 。 

  

执法人员应参考此处在线提供的执法指南. 
  

https://www.health.pa.gov/topics/Documents/Diseases%20and%20Conditions/COVID-19%20Workplace%20Safety%20Questions.pdf
https://www.dli.pa.gov/Individuals/Labor-Management-Relations/bois/BOISFAQs/Pages/Construction-Guidance-COVID19.aspx
https://www.psp.pa.gov/Documents/Public%20Documents/Letter%20LEO%20Commun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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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或客户希望举报工作场所中可能与 COVID-19 相关的健康和安全违规行为： 

  

1. 向当地卫生部门或执法机构投诉。 

2. www.health.pa.gov将本网络表格提交给宾州卫生部。 

3. 查看 OSHA 指南，并酌情在 OSHA.gov投诉 。 

 

 

   有关控制 COVID-19 的传播的提醒：社交距离和其他要求                                                         
  

当人们因从事允许的个人活动、基本旅行或不受本政策豁免而需要离开居住地时，

卫生部强烈鼓励个人遵守以下社交距离的要求： 

   

• 与其他个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 

•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如果肥皂和水不可用，请使用洗手液； 

• 用袖子或肘部，而不是用手捂住咳嗽或打喷嚏;不要握手； 

• 定期清洁频繁接触到的表面区域； 

• 生病时，待在家里； 

• 不要聚集在超过 25 人的小组中，包括商务会议或活动。 

 

   与员工和任何现场客户就 COVID-19 安全进行沟通的要求                                                        
 
  

在现场运营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必须让员工和客户了解州政府所提供的指南，以确保

其机构的人员安全。此外，企业必须公开告知其在开展业务时需要确保健康的责任和 

  

企业必须在其场所打印、签署和张贴"COVID-19 企业安全措施"传单。此传单在 COVID-19

资源网页上可获取。企业必须在员工公共空间张贴签名传单，如果企业为公众服务，企业

还必须在企业公共入口附近在显著位置张贴传单。 

  

注：州政府的 COVID-19资源网页上提供了两个版本的传单。一个是可以打印在一张

8.5x14 英寸 Legal）纸张上的文档。另一种是可打印在两张 8.5x11 英寸

（letter）纸上的文档。此外，在 COVID-19网页的参考版上还提供西班牙语翻译

（8.5x11 英寸版本 和 8.5x14 英寸版本）。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哪个版本并在其所

选位置发布。企业不必同时使用这两个版本。 

  

企业必须在传单上所提供的空间上签署。该签名是承认所有者或管理层了解 COVID-19 安全

措施，并了解他们要执行指南和措施的责任。传单必须由企业公司经理、现场经理、现场负

责人或同等人员签名。传单还有一个位置以便企业指明作为"大流行安全执行官"的员工或负

责企业 COVID-19 安全程序的人员（特定工作场所）。经过签名的确认和大流行安全官委命

不用寄回给州政府，只需要简单地张贴出来，并在当地执法部门的要求提供可以出示则可。 

   

https://www.osha.gov/pls/osha7/eComplaintForm.html
https://www.pa.gov/guides/responding-to-covid-19/
https://www.pa.gov/guides/responding-to-covid-19/
https://www.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COVID-19-Reopening-Businesses-Flyer-8-5x11-1.pdf
https://www.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COVID-19-Reopening-Businesses-Flyer-8-5x11-1.pdf
https://www.pa.gov/guides/responding-to-covid-19/
https://www.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Spanish-COVID-19-Reopening-Businesses-Flyer-8-5x11-1.pdf
https://www.p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4/Spanish-COVID-19-Reopening-Businesses-Flyer-8-5x14-1.pdf


发布于 05-04-2020， 最后更新于 05-06-2020 

州政府鼓励企业与员工以电子方式共享本指南或传单。 

 

 

不要求向州政府提交安全回应计划。 
  

   其他信息                                                                                                  
  

有关最新、可靠的信息，请登录以下宾夕法尼亚州网站获悉宾夕法尼亚州有关 COVID-19的情

况：https://www.pa.gov/guides/responding-to-covid-19/ . 

 

https://www.pa.gov/guides/responding-to-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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