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 炎

疫 捎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综 合 组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23号

关于印发农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技术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耷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 导小组、指挥部 ):

为进一步推动农贸(集 贸)市 场等重点场所在常态化疫Jlt防 控

下做实做细预防工作 ,指 导市场开办者、经营者以及顾客全方位开

展防控与防护 ,达 到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目的,我

们在前期发布的相关重点场所防控指南的基础上,组 织制定了《农

贸(集 贸)市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有关重点措施和要

求如下 :

一、全面落实日常预防性措施

坚持
“
预防为主,重 在 日常

”
。健全市场 日常卫生管理制庋 ,优

化完善市场整体卫生环境 ,完 善公厕、垃圾收集、给排水、洗手等卫

生设施配备,重 点加强公共区域电梯、扶梯、门把手等商频按蚀物

体表面清洁消毒,推 动经营者落实日常保洁制庋 ,维 护摊位内环坑



卫生,将 祜细化的防护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营 造文明、健康的经

营购物环垸。

二、全方位做好人员0庄防护

注重
“
群防群控 ,宣教引导

”
。要加强指导与科普宣传 ,把倡导

戏田革、燕手套、保持手卫生和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作 为
“
市场文

化
”
在市场内推广开来、坚持下去。要倡导文明使康绿色环保的生

活方式,推 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 ,引 导从业人员和顾客注忠个人防

护,嫩 大限庋地降低暴露和感染风险。要广泛开展防疫技术培训 ,

指导从业人员精准防护9保证防控效呆。

三、加强风险排蛮力度

各地要加大市场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力庋 9加 强统箸调度 ,开 展

农贸集贸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大排查。重点选择辖区内具备区域

辐射能力的大型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海 饽市场),定 期开展

冷冻冷菽肉品、储存设施设备、冷库管理、食品储存追溯、环境等风

险排查和监测 ,针 对发现的卫生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处置 ,

确保市场防疫工作全方位、全链条、无死角。

四、认萁做好组织实施

各地要在本地区联防联控机制的统罅指导下,压 实属地责任、

部门责任和市场主体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指导食用农产品

生产者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商 务部门要指导市场做好设施改

谴,提 升改菩经营和消费环境·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市场痰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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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指导:市 场监饣部门要加强市场商品交易行为的综合监饣

执法,督促市场开办者和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备

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强 化监督检查,督 促市场主体落实疲怙

防控责任,将 各项措施切实落实落细落到位。

附件:农 贸(集 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怙防控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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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 日常卫生管理制度

1.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庋。市场开办者要建立市场环境卫生

和保洁工作制度 ,配备充足保洁人员,落 实环境清洁、消毒、通风等

常态化瘐情防控措施,做妤 口翠、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防护物资

储备。

2.坚持人员仗康监浏制庋。市场开办者和场内经营者每 日对

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发 现从业人员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

症状 ,应 当督促及时就医。

3.实 施分类卫生管理制庋。市场内实行分区经营 ,生 热分开、

干湿分开。对存在活禽宰杀的乡村露天集市,加 强环境卫生整治。

中高风险地区暂侍活禽交易。

4.建立产品溯源制庋。市场开办者要督促场内经营考落实进

货查验和溯源管理制皮。完善肉类产品质Ι全链条追溯体系,采

购、销售肉类产品,务 必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

格证明。禁止采购、销售来源不明、无合格证明材料的食品,确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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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至安全。

5。 落实全日制保沽制庋。市场开办者和场内经营者作为环境

卫生和秩序维护责任人,共 同维护环垸整洁,市 场统一组织备门

面、铺面、摊位经营者每 日做好环坑卫生清洁和消毒工作。每个摊

位每日进行彻底卫生清理,及 时清除卫生死角,并 做好清洁消寄

记录。

6.建立卫生宝传制庋。充分利用市场内广播、电子屏和宣传

栏等,宣传传染病痰怙防控和健床防护知识,确 保每个市场环垸卫

生制庋上坫。倡导咳嗽、打喷啶时遮掩口艹,不 随地吐痰、不乱扔

垃圾、助洗手、找口耳等卫生行为和习惯 ,共 同营造文明、使康的经

啻购物环坑。

二、环垸卫生设芘要求

7.窒 内空气流通。在温皮适宜时,尽 Ⅰ采用自然通风9或 使用

排气扇加强空气流通。如使用集中空调 ,应 当以最大新风I运行 ,

定期对送风口和回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专或更换。

8.厕 所卫生管理。加强厕所通凤换气,保 持空气流通 ,有 条件

的安装机械排风装丑(排 风扇)。 蹲位设置应当满足人员流I需

要,避 免排队等候聚集。设王专人保洁,增 加地面及卫生洁具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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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消毒频次,对 外溢污物及时清理 ,保证排污饣道畅通。保持卫生

间地瀑有效水封,防 止有害气体或气溶胶溢出。厕所内严禁吸烟。

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有 条件时可琵备洗手液。对于非水冲式厕

所,及 时清运粪便,并做好无害化处理。

9.垃圾收集清理。市场内应当配备果壳箱、垃圾桶等卫生设

施,保持清洁,定 期消毒。配备专用加盖的废弃口罩收集筒(箱 )。

市场应当设立集中、规范的密闭垃圾站(房 ),垃 圾全部实行袋装

化、桶装化,做到 :“ 日产日清
”
。清运过程中应当采用密闭化运翰 ,

不污染道路和月围环垸。

10.给排水设施。应当有完菩的下水道 ,并保持畅通。具备条

件的,应 当接入城市污水管网,进行污水集中统一排放 ,不 具备条

件的,应 当集中设王污水处理设施,污 水排放标准应当符合相关环

坑评价报告要求。地面和下水明沟无污水积水、无淤积物。应当

配备地面冲洗水龙头和消毒设施,用 于污水的冲洗消毒,污 水排放

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11.病媒生物防制。安装防蚊防蝇装置,堵 洞抹缝、处理矽井

防鼠,及 时清理积水、垃圾、杂物,对 垃圾堆放地、污染物处理场所

进行灭婶灭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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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手卫生设施和用品。市场出入口处应当配备速干手消苷

剂,张 贴明显洗手提示,有 条件时可配备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9戍 配

备洗手设施,确 保设施正常运行。

三、公共区0卫生要求

13,公共区域环境。备类公共设施和区域有明确、完整的名称

标识。地面硬化、干燥、防泔、易于冲洗、排水通畅。市场的人流、

物流、车流应当汤通有序,安 全通道不应堆放杂物。

14.公共物体衣面。门把手、电梯按锭、扶梯把手、称Ⅰ工具等

南频接蚀物体表面,每 天定期清洁消毒。地面和可能被污染的坫

壁等表面可用含佤诮毒剂喷洒或擦拭消寄。中南风险地区应当增

加清洁消毒频次。拖布和抹布等保洁用品应当专区专用,避 免交

又感染,使用后及时沽洗干净,定 期消毒处理。

15.货物运特环节。掌握货物运输流程,从 业人员做好手卫

生,运输工具保持清洁。运输工具在转运后及时清洁消毒,可 用有

效钒 sOOmg/IJ的 含钒消毒剂喷酒或擦拭消毒,作 用时间 sO分钟

后,用 清水冲洗干净。

16.重点区域卫生。禽畜肉区、水产区、热食区应当有自来水

龙头,有 洗槽、排水沟和下水道 ,地 面平猹,全面硬化。经销活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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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有固定金屁笼架和水冲式设施。活鱼交易与宰杀分离,水 产

品交易区与分剖加工区分离,均 实施物理隅离。每批宰杀结束后 ,

应当冲洗场地一次,保持卫生整洁,产 生的垃圾应当及时处理。水

池内无污物积存、残留,水 龙头保持清洁。

四、销臼区卫生≡求

17.摊位、档口保沽。摊位经营者应当履行
“
一日一清洁

”
等要

求。市场开办者对批发档口进行集中统一清洁消毒。维护好门前

公共设施的完好整洁。场内经营者在专业人士指导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前提下,每 天营业后进行全面沽洁消毒,并 做好记录,做 到地

面无污物、无污水等,下 水道畅通,定 时冲洗,排 水沟内清洁,无 积

存淤泥、污物。中南风险地区,应 当适当增加消毒频率。

18.物 品分类管理。摊位内鲜、活、生、热、干、湿商品相对集

中,分开陈列销售;直 接入口食品有防蝇、防尘橱(革 )和 专用柜台,

生热分开,货 款分开。

19.加 工工具清沽消毒。砧板、刀、剪刀、刮饼器、绞肉机、锯

(切 )骨机铮、称I工具及盛装容器等,保持清洁卫生。每次使用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9晾 干备用。必要时进行全面消毒。



(柜 )内 部。清理时将冰箱(柜 )内 物品清空,断 电、恢复至室温,冰

箱内表面可用医用酒枯或 zO00mg/IJ季 铵盐类消毒剂擦拭消毒 ,

作用 30分钟后,用 清水擦净。

五、个人0^防护要求

(-)从业人员。

21,每 日进行自我住康监测。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 向

市场开办者报告使康状况信息,主 动接受市场的体温检测,若 出现

发热、咳嗽等症状 ,立 即报告,并 及时就医。

22。 做好个人防护。从业人员工作期间佩戍口革、手套和右工

作服上岗。禽古肉类和熟食区还应当佩戏工作帽。口革或手夸弄

湿或弄脏后,及 时更换。工作服保持干净猹洁,定 期清洗,必 要时

消毒。生鲜宰杀等特殊摊位的经菅考除工作服外,按 防护要求需

穿戍防水围裙、棣胶手夸等。

23.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啶、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乒或采用肘

有遮挡等。不随地吐痰 ,挤奔涕时注忘卫生。尽Ⅰ避免用手蚀摸

口、眼、△。与顾客保持 1米 以上间距,减 少与顾客的交谈时闾。

扭。加强手卫生。在处理和摆放水产品、肉类、热食品、呆蔬等

货品时,或 双手蚀碰过货架、挟手等公用物体等怙况下,要 及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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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洗手,或用速干手消专剂揉搓双手。

(二 )顾 客。

25.做好饨床监测。在市场入口处主动接受体温检测,体 温正

带者方可进入。若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应 当及时就医。

26.做好个人防护。在低风险地区农集贸市场内应当随身挤

带口二,在人多的摊位和难以保持 1米 以上间距的摊位购物时,应

当佩戎口二。中高风险地区顾客进入市场应当全程佩戏口工,挑

选商品时建议佩戎手套。优先采用扫码付费方式结账。

27,加 强个人卫生。避免用手触扶口、眼、乒,打 喷啶、咳嗽时

用纸巾遍住口乒或采用肘臂遮挡等。尽Ⅰ减少触碰门把手、货架、

摊位等公共物品表面,触 扶后需及时进行手卫生。离开市场后应

当及时进行手卫生。有条件时,可 随身挤带速干手消毒剂。

六、应急处Ⅱ

28.污 染物处置。市场内有呕吐物、排泄物及分泌物等污染物

时,可 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如 纱布、抹布等)沾 取 5000mg/L~

10000mg/L含 低消寄剂小心移除。地面用 1000mg/L含 钒消毒

剂擦拭被污染表面及其月围可能污染的表面。处理污染物时应当



29.出 现病例后的处王。当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或确诊病

例,市 场开办者、场内经营考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密切按触者的

追踪和流行病学调查,并 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对市

场进行终末消毒,如有空调通风系统,则 同时对其进行清洗和消艹

处理,经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30.关 闭市场后的处王。如因痰怙原因关闭市场的,应 当在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专业指导下,封存市场内被污染的食品、用品等

物品9对 市场环坑进行消毒,对相关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物品在

未处理前,应 当保持市场内冰箱、冰柜等冷冻冷苡设备正忄运行 ,

以防止物品腐败变质及可能的污染物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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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农 业农村都、商务部、市场监饣总局。

国农卫生仗康委办公厅 2020年 8月 11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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