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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指导手册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1月30日，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工业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2月4日再次下发通知，要

求企业紧密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当前最重要工作，切实履行安全防范职

责，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以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管控措

施到位、工作要求到位、工作效果到位的实际行动，将复产复工抓早

、抓实、抓细，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安全和生产安全两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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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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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

3 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形势研判

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复产复工方案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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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形势研判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形势研判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形势研判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形势研判
    加强与疫情防控、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的对接联动，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形势研判，及时

传达工作信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

z收集每日疫情动态及相关部门工作要求

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承诺公告

掌握员工思想、身体、工作状态和本单
位应急物资保障等综合信息，建立台帐

疫情疫情疫情疫情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风险研判风险研判风险研判风险研判

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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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复产复工方案

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防疫安全和生产安全主体责任，认真制定并完善“一企

两方案"。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部署、亲自督促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各项安全工

作。

制定疫情防控和复
产复工方案

落实疫情防控教育
培训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积极遵循卫生健康
部门建议，增强单
位内部管理

制定疫情防控期间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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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组织成

立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应对和安全风险管控,抓好安

全生产和应急抢险救援各项责任措施落实。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组   长

企业主要负责人

疫情防控小组 安全生产小组 综合教育培训小组 应急物质保障小组

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一、企业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要求 07



二二二二

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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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1111

4

3

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方案要点

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

复产复工安排注意事项

疫情防护用品准备清单

厂区环境保障5

2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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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方案要点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方案要点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方案要点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方案要点

    1)明确“三个全覆盖”、“三个一律”要求，
加强单位内部管理。
    “三个覆盖”:推动返企人员信息登记全覆盖、
重点地区入厂人员医学观察全覆盖、综合管理服务
全覆盖。
    “三个一律”:对入厂的人员一律测量体温、
对外省返沈员工一律实施隔离观察、对疫情期间其
他外来地区人员一律不得招录，并切实落实防范举
措。
    2)储备口罩护目镜消毒剂等防疫物资。
    3)制订疫情防控相关培训计划。
    4)制订发生员工发烧、干咳或呼吸困难等症状
的应急处置方案，主要包括：隔离措施、送医治疗
线路、定点医院联系等内容。

    1)企业应做好返厂复工人流管控及统
计工作，包含员工、相关方(含供应商、
物流、业务外包、派遣方)。
    2)上班后有任何员工发现身体异常，
立刻进行现场消毒和安排员工及时去医院
就医。
    3)乘坐通勤车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员
工必须佩戴防护口罩，下车后应及时使用
洗手液洗手，通勤车使用后必须立即消毒、
勤椅垫套，安排专人管理检查。
    4)员工办公过程中必须佩戴防护口罩。
    5)上班前，各企业组织人员对本单位
所有场所进行消毒。

复产复工前期防疫准备复产复工前期防疫准备复产复工前期防疫准备复产复工前期防疫准备 复产复工防疫工作安排复产复工防疫工作安排复产复工防疫工作安排复产复工防疫工作安排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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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返厂复工人流管控措施

统计从外省员工返沈的员工、相关方，自行隔
离2周，无异常方可进入。

所有员工、外来人员进入厂区前必须接受企业测量
体温，体温超过37.3摄氏度禁止入厂，入厂人员必
须戴口罩。

所有外来人员必须在门岗登记姓名、电话、近期
是否去过外省等信息。

防疫期间取消或控制人数参加集体活动及会议，尽
量减少或停止因公出行、聚会等。

生产员工生产员工生产员工生产员工

疫情轻微疫情轻微疫情轻微疫情轻微

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疫情严重疫情严重疫情严重疫情严重
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非生产员工非生产员工非生产员工非生产员工

1.隔离观察2周
2.每日报告防护情况
3.向所在社区报告情况

1.自行隔离观察2周
2.每日报告防护情况
3.向所在社区报告情况
4.居家办公

1.重新编组，安排生产作业
2.每日体温监测和防护
3.生产场所定时消毒
4.异常员工及时隔离
5.每日报告情况

1.参与疫情防控
2.每日体温监测和防护
3.维持生产业务
4.工作区域定期消毒
5.每日报告情况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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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复产复工注意事项复产复工注意事项复产复工注意事项复产复工注意事项

宣贯培训宣贯培训宣贯培训宣贯培训

厂区环境厂区环境厂区环境厂区环境

入厂检查入厂检查入厂检查入厂检查

信息通报信息通报信息通报信息通报

防护物资防护物资防护物资防护物资

制度执行制度执行制度执行制度执行

疫情防控知识
培训

厂区所有区域定
期清洁、消毒

上班入厂测量体
温、口罩防护检
查。严控外来人
员及车辆

每日健康异常员
工统计与通报

防护物资发放标
准领用记录

企业主要负责人
严格执行并落实
企业疫情管理相
关制度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12



75%酒精（脱脂

棉）、84消毒

液、消毒洗手

液…

消毒物资消毒物资消毒物资消毒物资

防护服、应急药

品、应急通讯器

材

应急物资应急物资应急物资应急物资

温度计、红外测温仪

测量仪器测量仪器测量仪器测量仪器

防护口罩、防护眼镜、

防护手套

个人用品个人用品个人用品个人用品

4444....疫情防护用品准备清单疫情防护用品准备清单疫情防护用品准备清单疫情防护用品准备清单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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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厂区环境保障厂区环境保障厂区环境保障厂区环境保障

重点部位消毒 交通工具消毒 全面消毒 通风设备消毒 日常清洁
电梯、餐厅、办公室、更
衣室等重点部位安排专人
每天早晚消毒各一次

通勤车使用后必须立即消
毒、勤换椅垫套，安排专
人管理检查。

企业所有工作场所复
工前、上班前进行全
面消毒。

空调、中央空调等通
风设备设施按照技术
采取进风消毒过滤。

在卫生间、食堂等主要场所
设置消毒洗手液、肥皂等，
方便员工勤洗手勤消毒。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14



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入室办公如何做 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参加会议如何做

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入楼工作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上班途中如何做

    正确佩戴口罩。尽量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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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办公楼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

体温正常可入楼工作，并到卫生间洗手。

若体温超过37.3℃，请勿入楼工作，并

回家观察休息，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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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办公时佩

戴口罩。保持勤洗手、多饮水，坚持在进食

前、如厕后按照六步法严格洗手。

    进入会议场前，戴口罩、洗手消毒。

开会人员间隔1米以上。减少集中开会，

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通

风。会议结束后场地须进行消毒。

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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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二、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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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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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2222

3333

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

复工全员安全宣贯

4444 开展一次安全责任承诺

5555

6666

7777

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

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

8888 开展一次应急响应自查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 开展一次生产现场检查监督

18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1111....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

    企业要将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复产复工前的核心工作，企业主要负责

人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产复工方案，对机械设备、电线路、高危工艺、

安全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以及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场所、环节、部

位等进行全面系统检查，确保复产复工安全。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19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2222....复工全员安全宣贯复工全员安全宣贯复工全员安全宣贯复工全员安全宣贯

复产复工期间,生产、建设、管理等各环节安全风险普遍增加,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

主要因为部分从业人员仍处于节日放松状态,存在思想松懈、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企业要结合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和教育培训活动,增强返

岗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各类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复工前全员复工前全员复工前全员复工前全员
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安全教育

岗前操作岗前操作岗前操作岗前操作
安全培训安全培训安全培训安全培训

复工后复工后复工后复工后
强调注意事项强调注意事项强调注意事项强调注意事项

提升自我提升自我提升自我提升自我....防护防护防护防护
意识意识意识意识

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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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1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企业对新入职、转岗换岗以及特种作业人员进行系
统教育培训，确保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
充分考虑疫情风险，可采用单位内部视频会议系统、协
同办公系统、学习强国、钉钉政务、微信等多种培训方
式，开展疫情防控和生产安全知识培训，让每一位员工
明确并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责任，把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岗位
、每名员工。



4444....开展一次安全责任承诺开展一次安全责任承诺开展一次安全责任承诺开展一次安全责任承诺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2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制。各企业应逐

级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部门负责人、

车间负责人、班组长、员工的全员岗位安全责任，做到以

岗定责、按责履职、全员落实。



5.5.5.5.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3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组织指导生产班组开展一次安全专题班前会。班
组长明确当  日工作任务、安全措施和疫情防控个人
防护要求，讲解安全风险、岗位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名员工并确
保每名员工知晓岗位风险和安全管控责任。



6.6.6.6.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

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4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各企业组织力量对在用的机械设备、电气线路、高危工
艺、安全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以及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
场所、环节、部位等进行全面系统检查，及时消除排查出的
隐患问题，做到隐患不消除不复工，确保复工复产安全。



7.7.7.7.生产现场安全检查监督生产现场安全检查监督生产现场安全检查监督生产现场安全检查监督

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应多到现场检查设备设施安全运行情况,切实加强员工劳动防护用品的

正确佩戴和使用情况检查、监督。企业节后复产复工进行线路检修,督促员工注意加强安全防护。

涉及动火、有限空间等危险性作业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经审批并严格做好防护措施,方可实施。

人员保障 资金保障

制度保障
设备设施保

障

三、企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三、企复产复工安全注意事项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5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8888....开展一次应急响应自查开展一次应急响应自查开展一次应急响应自查开展一次应急响应自查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6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企业在复产复工前对本单位的安全风险情况进行全面
辨识评估，结合风险辨识评估结果对应急救援总体预案、
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的内容、流程进行全面自查，进
一步补充完善预案及响应流程和要求，补齐短板。自查应
急救援力量的接警速度、响应能力和处置效能，适当方式
开展应急培训或演练，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自救能力。



企业复产复工企业复产复工企业复产复工企业复产复工““““十不准十不准十不准十不准””””

1.负责人主体责任认识不到位不准复工

2.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不召开不准复工

3.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不准复工

4.重大风险辨识不到位不准复工

5.应急处置措施不到位不准复工

6.全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不准复工

7.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不准复工

8.应急救援队伍不建全不准复工

9.应急处置方案不完善不准复工

10.应急救援演练不落实不准复工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7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三、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

疫情防控线索投诉举报电话专线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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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电话专线

12350
        同时，在12345市民热线的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增设“疫情快线”专
用诉求通道，面向全市征集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责任落实不到
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以及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线索。

        欢迎员工积极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
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经营行为，经核实后
给予奖励。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在全国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形势下,各企业要做好复产复

工后的疫情防控应对和安全风险管控,毫不放松地抓好安全生

产、疫情防控和应急抢险救援各项责任和措施落实，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城市运行应急安保攻坚战，确保“两个

安全”。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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