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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参考指南 

 

本参考指南从基本防控、重点区域防控、业务流程运行环节防控

等7个方面提出印刷企业在复工复产时期进行病毒性传染防控的指导

建议和解决方案，供广大印刷及相关企业参照。 

    一、基本防控措施 

    1. 识别各项业务流程中存在的人员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传

染风险，采取针对性的消毒和隔断措施； 

    2. 制定各个岗位针对病毒传染的防护用品穿戴标准、使用方法，

确保各岗位员工知晓并掌握使用方法； 

    3. 明确各生产班次运行时间内的体温测试、消毒的措施、频次、

方式、地点、区域、部位的具体要求； 

    4. 规范预防期内员工从入厂至离厂期间，包括个人卫生清理在

内的行为标准； 

    5. 制定并明确标示，出现疑似发病事件而采取的紧急措施的实

施流程，各流程环节所需物品的种类、数量以及使用方法。确保各环

节人员知晓并掌握使用方法； 

    6. 标识共同物品，严格区分岗位间共用物品、群体通用物品，

生活福利公用设施、用品，有针对性规范好使用和管理标准。 

    二、重点区域防控要点 

    1. 办公场所和生产现场 

    1) 保持办公场所、生产现场空气流通。办公场所应每2-4小时开

窗通风一次，每次20-30分钟；生产现场应保证空调系统或排气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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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常，即时清洗空调滤网，在保证污染物排放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开

窗通风换气； 

    2) 缩小岗位人员业务活动范围，尽量使用电讯设备和目标看板

进行业务沟通； 

    3) 建立各部门、区域业务和工作信息中心，统一调度传递指令

和反馈信息； 

    4) 物品定置管理按消毒时间及频次划分区域； 

    5) 重点对座机、电脑键盘、各类门把手、能源设施启动开关等，

人员接触性传播区域做好即时消毒； 

    6) 要求人员之间接触警示区距离为1-1.5米，岗位间尽可能避免

员工面对面操作。对无法避免的相向操作的岗位，要通过防护穿戴、

操作标准，以及监督提醒等措施加以控制； 

    7) 取消办公区域、生产岗位现场所有生活垃圾暂存容器，统一

规定各类垃圾暂存场地，并即时清理。 

    2. 食堂及茶水间 

    1) 延长员工就餐时间，保证员工分批分散就餐，保证每批就餐

人数达到就餐人员安全距离1-1.5米的密度要求； 

    2) 应统一员工就餐方向，避免圆桌和对桌就餐，或采用必要的

隔离设施； 

    3) 所有餐食饮品独立包装，取消公共区域自助添盛；  

    4) 茶水间、食堂准备消毒设施，对饮水机、咖啡机、电磁炉等

公用设施做好随时用，随时消毒； 

    5) 有条件企业可考虑对公用福利设施采取影像监控，也可采取

使用登记记录的方法，便于紧急情况发生时，采取风险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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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茶水间、食品存放区不允许有垃圾暂存，保持与垃圾隔断。

食堂内垃圾必须随时清净。 

    3. 员工更衣室及淋浴室 

    1) 员工更衣及淋浴分批分散，避免产生拥挤； 

    2) 更衣及淋浴室内不得留存任何个人遗弃物品。在员工更衣或

淋浴之后进行消毒和通风； 

    3) 要求员工清理更衣箱内多年积沉物品，予以清理，避免出现

发霉和腐蚀； 

    4) 员工工装需经实施消毒措施后，入箱内保存； 

    5) 易腐性物品，如食物不得带入员工更衣室； 

    6) 印刷厂应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采取其他措施，例

如，工装不允许穿出厂房外，生活服饰不得进入厂房。 

    4. 洗手间及水房 

    1) 确保洗手间及水房设施完好，针对正在修缮的设施，以及废

弃下水通路排查其是否存在连通，采取措施后加封； 

    2) 要准备足够的洗手液及相应的卫生、消毒用品，保证水龙头

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3) 保持洗手间的通风，保证冲水设施完好，如厕垃圾及时清理。

增加清扫消毒频次。 

    5. 员工休息区 

    1) 在疫情防控期内，员工工间休息尽量避免采取集中区域的形

式，要求员工各自独立在本机台、本工位休息，杜绝随意走动、交流； 

    2) 如果条件不允许，可通过分批分散形式休息，减少区域内人

员密度。员工间接触至少保持1米距离。避免进行礼节性接触，如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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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递烟、倒水等； 

    3) 确保员工休息区等共用的空间通风良好，要求员工不得留有

个人物品，并做到即时清扫，定时消毒； 

    4) 严禁易腐蚀和易挥发性物品进入员工共同空间。 

    6. 其他员工聚集区 

1) 员工乘坐交通工具时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 

2）员工进入厂区前自觉接受消毒及体温检测，在厂区内须全程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 

    3) 自动售货机边应备有消毒制剂，要求员工即时消毒； 

    4) 疫情防控期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员工聚集区。 

    三、主要业务流程运行环节防控要点 

    1. 物资周转流程 

    1) 所有物流交接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应使用相应的物流器具。

严格遵守先交后接流程，交和接之间留有停顿时间，避免交接人员近

距离接触； 

    2) 外来物品的交接应在交接地点划定明确的界限，作预防标识

线，确保进入线内的物品得到相应的消毒处理，或确认物品安全； 

    3) 交付物品应与顾客接收方，或物流代理方明确交接责任界限，

保证越过交付线前物品的安全； 

    4) 监视并保证储存物品消毒实施频次及安全状态。 

    2. 业务单据传递流程 

    1) 划定明确的各类业务外来人员的止步线，与外来人员业务交

流后应在止步线内进行相应的消毒，或自身安全确认，再进入办公区

或生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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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有纸质文件、单据的交接与物品周转流程一样，在交接处

固定放置文件框，便于交与接过程中的纸质文件的投放、接取； 

    3) 外来邮件在越过止步线之前确认安全，或进行相应的清洁、

消毒。 

    3. 管理信息交流 

    1) 尽量减少人员集中方式的会议，改用视频和电话会议，或使

用板报通报信息；必须召开的会议尽量缩短时间，避免文件传阅，会

议前后会场需消毒； 

    2) 确保与防疫中心及相关专业咨询机构的信息沟通，便于及时

获得专业的、最新的病毒防范的标准、方法等信息； 

    3) 确保顾客需求信息、内部实际生产信息、供应资源信息和内

部物资储备信息的准确，有效平衡印刷生产计划，确定生产经营运行

所需的预防用品的消耗量； 

    4) 整理每日预防工作所有记录信息，形成各类岗位相对固定接

触交流联系网络，以便于发生紧急情况时采取隔断性措施。 

    四、传染及控制信息收集传递措施 

    1. 建立返岗员工健康卡制度，持续记录员工之间，员工与外来

人员工作、业务接触日记录； 

    2. 严格履行员工出入，以及外来人员到访登记制度； 

    3. 制定实施预防期内员工离厂后接触人群报备制度； 

    4. 每日预防消耗品实际消耗和补充需求信息统计上报，做好日

盘点记录； 

5. 共用物品使用登记记录，员工定期体温测试记录，各区域清

洁、消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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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染事件紧急措施 

    1. 明示各个区域紧急事件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确保员工有发热、

发烧等情况，在发现第一时间通知区域负责人； 

    2. 规划并明确各区域通向疑似发病员工隔离区路线； 

    3. 及时调取疑似发病人员行为轨迹，接触人、物、区域的信息

记录，划定风险范围。隔离频繁接触人员和物品，确认风险程度采取

措施，或重新消毒； 

    4. 当疑似发病员工被医疗机构确认为感染患者时，第一时间向

防疫机构提供该员工离厂接触人群报备； 

    5. 当厂外感染者与员工有接触时，同样通过记录追溯，划定厂

内员工风险范围。 

六、防护设施及用品保障措施 

    1. 在印刷厂内部明显处设置“疫情预防”信息目标板，及时通

报并更新信息； 

2. 员工防护用品，以及消毒器械、方式、制剂需经专业人员或

机构确认有效性； 

3. 设立指定的防护用品废弃点，集中回收无效的防护用品并由

专人进行消毒无害化处理； 

    4. 建立防护消毒用品采购货源渠道，并保持与供应商之间信息

沟通，确保所需物品供应及时不间断； 

    5. 设置发病人员隔离间，以及风险物品存放消毒区，准备担架

等救助工具； 

    6. 保证疑似感染紧急措施各流程环节所需物品充足； 

    7. 厂里易燃、易挥发性消毒制剂的安全存放，其他防护性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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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效管控。 

七、防控措施管理保证措施 

    1. 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汇报机制和内部定期评审制度（见附录1），

明确各层级岗位人员的责任和具体任务； 

    2. 防控信息统计记录、体测和消毒执行、防护物品清点和发放

 、 紧急事件实施、与防疫机关及医院联系等责任和具体任务落实具体

人员； 

    3. 对紧急事件处置措施人员进行培训和训练，通过模拟实战性

考评，具备应急、救助和自保能力； 

4. 最高管理层应即时取得最新信息，保证各项防护措施实效性

落实，并不断完善，实现彻底隔离病毒传播的目标。 

 

附录 1  印刷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内部评审要点参考 

附录 2  重要讲话精神和政策文件、信息参考 

附录 3  复工措施、平台资源和防护用品资讯参考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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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印刷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内部评审要点参考 

 

序号 评价要点 
评价结论 

（是或否）

1 预控工作基础管理  

1.1 是否为病毒传染防控工作建立了有效性的管理机制？  

1.2 
是否针对印刷厂运营流程各环节，进行感染传播风险识别和分

析，并制定防范措施？ 
 

1.3 
是否规划了防控工作所需的必要资源，并对资源准备计划执行情

况实施跟踪？ 
 

1.4 是否明确防控工作所需必要物资及设备设施的采购、供应渠道？  

1.5 
是否建立了防控工作信息统计，疫情上报及发布的信息交流路

径、方式？ 
 

1.6 
是否依据感染传播的影响，划定了风险等级，并匹配相应岗位落

实责任？ 
 

2 防控措施规划  

2.1 
是否通过有效渠道了解病毒传播的危害程度、特点，以及主要防

控指导原则？ 
 

2.2 
是否根据企业自身抗御能力，对正常/有条件开工的可行性进行

评价？ 
 

2.3 
是否对防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或咨询政府主控部门/专业

技术、咨询机构？ 
 

2.4 是否针对突发病毒传染事件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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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是否能否明确统计病毒传染防控期间，生产运行所需防控用品的

定额数量？ 
 

3  防控措施实施  

3.1 是否在防控期内落实了所有规划的防控措施？  

3.2 
专兼职防控工作的管理人员、防控措施实施人员的防控技能是否

达标，人员数量和兼职人员所能投入的精力是否匹配？ 
 

3.3 
是否保证了所有所需防控用品，及时、准量提供到相应业务和操

作岗位？ 
 

3.4 
是否按消毒预防的要求，确定了防护用品的种类、型号，或制剂

成份、浓度等指标？ 
 

3.5 
是否针对印刷厂内各个岗位制定了在防控期内的行为规范及业务

/岗位操作规范、自身防护标准？ 
 

3.6 
是否对防控期内，由于防控措施、行为和业务操作的实施，对产

能、节拍进度的影响进行的评估，并重新确定能力限度？ 
 

3.7 是否落实了突发病毒传染事件紧急处置方案所需相关保证条件？  

3.8 
是否进行了防控期间所有附加在日常员工行为和操作中的措施，

其对员工安全性的评价和验证？ 
 

4 防控物资供应管理  

4.1 是否从防护用品供应渠道资源，保证满足完成生产任务的要求？  

4.2 
是否在入库交接工作上，实效性地验证进货的防护用品符合采购

需求？ 
 

4.3 
是否实现防护用品需求量、库存量、使用量的信息及交流和反

馈？ 
 

4.4 
是否对库存防护用品进行有效管理，保证库存防护用品的实效性

和完好性？ 
 

4.5 
针对防护用品选型、采购、接收、发放、领取等相关负责人员，

是否具备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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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运行中防控实施  

5.1 物品周转的防控工作  

5.1.1 是否在物品交接过程中避免交换人员直接性，或近距离接触？  

5.1.2 外来物品是否明确了交接场所，划定交接界限？  

5.1.3 是否对外来物品实施消毒措施，或确认处于安全状态？  

5.1.4 
对交付出货物品是否确保其在企业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内处于安全

状态？ 
 

5.1.5 是否可能对各类物品按消毒防控的时效性加以区别？  

5.1.6 是否对垃圾等废弃物进行集中收集，及时清运？  

5.2 生产运行的管理控制  

5.2.1 
是否基于防控期间内实际生产效率，以及防护用品保障能力制定

排产计划？ 
 

5.2.2 
内部信息交流、沟通的形式是否实现避免人员聚集和近距离接

触？ 
 

5.2.3 
业务运行和生产制造过程的预防措施是否按制定的防范措施全面

实施？ 
 

5.2.4 
对员工更衣、就餐、淋浴、如厕、休息等生活环境，是否制定了

有效的措施，降低人群聚集的密度，避免近距离传播性接触？ 
 

5.2.5 
公用区域、设施， 共用品消毒，员工体测等防控性措施是否按

规划的方式、频次实施？ 
 

5.2.6 是否有效的控制外来人员的出入，以及与本企业人员的交流？  

5.2.7 是否对异常情况进行确认，并及时按防控期内的相关要求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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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防控行为的执行能力（得分为 5.3.1-5.3.6 合计）  

5.3.1 员工是否能按防控期间的指导，实施本职岗位消毒防护操作？  

5.3.2 
员工是否能按防控期间的要求，自觉履行在企业内部，以及与企

业相关的区域防护、卫生和消毒行为规范？ 
 

5.3.3 员工是否能按要求穿戴符合自身岗位实际的防护装备？  

5.3.4 
员工是否在其责任领域范围内，具备发现防控工作异常的能力，

并明确报告的相关负责人员？ 
 

5.3.5 
员工是否清楚当病毒传染突出事件发生，自身岗位在应急措施中

的任务和责任？ 
 

5.3.6 
员工是否了解病毒防控期内，向企业报告离厂后行踪信息的重要

意义，并切实履行？ 
 

5.4 防控设备设施的保障  

5.4.1 
是否确保办公场/生产现场空调或排风系统完好，保证通风环

境？ 
 

5.4.2 
是否确保洗手间/水房水龙头等供水设施功能正常，对正在修缮

的设施，以及废弃下水通路予以封闭？ 
 

5.4.3 
是否在洗手间/水房准备足够的洗手液及相应的卫生、消毒用

品？ 
 

5.4.4 
是否确保突发事件应急所需器具、防护措施用具，以及消毒设备

工具、员工体测仪器适用，并保持完好？ 
 

5.4.5 
是否为突发病发患者准备临时隔离室/区，为疑似病患人员接触

的物品设置隔离重复消毒区？ 
 

5.4.6 
是否明确制定了通向隔离区的路径，以备突发应急情况发生后隔

离和消毒？ 
 

5.5 防控工作的效果监测  

5.5.1 
是否在厂区显著处明确标识防控工作各级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并

对每日防疫工作信息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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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是否对员工间接触交流频次数据进行分析，确认接触性传播的风

险区域？ 
 

5.5.3 
是否对员工离厂期间所接触人群信息进行报备，预测外来病毒传

染风险？ 
 

5.5.4 
是否对各项防护措施的实施进行督导，对防护用品实际消耗量进

行统计分析，确认防控工作要求/标准执行实际情况？ 
 

5.5.5 
是否对防控工作全过程进行审核，确认本企业的病毒防控过程能

力？ 
 

6 社会责任履行  

6.1 
是否按国家政府及防疫机构的要求，进行了病毒防控工作必要投

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6.2 
是否能够在病毒感染突发事件后，向相关部门提供与本企业员工

有关的感染传播路径等信息，便利于排查、隔离和救治？ 
 

6.3 
是否能在病毒感染疫情发生时，在保证员工及本企业相关方人员

安全情况下，持续保持印刷生产服务，或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恢复

生产？ 

 

 
注：评价结论中某 1 项或 1项以上为“否”的，内部评审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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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重要讲话精神和政策文件、信息参考 

 

一、重要讲话及通知精神 

1.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

的讲话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215/c64094-31588554.html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

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77298.htm 

二、政策文件 

（一）实行重点企业名单管理 

1.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

人民银行向相关全国性银行和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地方法人银行发放专项再贷款

 ， 支持其向名单内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 

【政策依据】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 

财政部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 

【政策链接】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7_346703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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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信部公布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中医疗应急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

形成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该清单将视疫情防控需要进行动

态调整。 

【政策依据】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 

【政策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7678100/content.html 

（二）减轻企业负担 

1.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及

部分防疫取得的收入，减免部分税收。 

【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政策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7/content_5475528.htm 

2. 对春节期间（截至 2020 年 2 月 9 日）开工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

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

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贷款时予以优先支持。支持创业孵化园区、示范基地

降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金等费用。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

在停工期、恢复期组织职工参加线下或线上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

训范围。 

【政策依据】人社部等五部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zcwj/202002/t2020020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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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141.html 

3.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

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

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

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 支持相关企业战胜

疫情灾害影响 

【政策依据】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银保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 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65911/index.h

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888850

&itemId=915 

4. 对受疫情影响发生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依法及时核准延期缴纳

税款、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切实保障发票供应，减少或推迟直接入户检查，落实

“无风险不检查、无批准不进户、无违法不停票”。对受疫情影响逾期申报或逾期

报送相关资料的纳税人，免予行政处罚，相关记录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 

【政策依据】 税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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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0/content_5477039.htm 

（三）加大企业扶持 

1.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金融、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扶持力度。 

【政策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n7647399/c7669722/content.

html 

2. 支持鼓励广大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政策依据】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6/content_5475392.htm 

3.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按照其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返还。 

【政策依据】人社部等四部委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mohrss.gov.cn/sybxs/SYBXhuhangxingdong/201908/t20190807

_328737.html 

4. 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租金，各国家高新

区对疫情防控所需医药品、器械、防护设备及相关物资的生产企业要主动提供

必要支持和保障。对因疫情而停产停工的科技企业，要及时掌握企业情况，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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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依规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提供资金周转或低息免息贷款服务等。 

【政策依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为各类科技企业提

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orch.gov.cn/kjb/tzgg/202002/c7a1bf1af3bb43b5a153e

3193f879b98.shtml 

5.简化许可流程，实行告知承诺，建立行政许可应急绿色通道，延长行政

许可期限，加快标准转换应用，加强质量技术服务帮扶，减免技术服务收费 

【政策依据】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

十条。 

【政策链接】 

http://gkml.samr.gov.cn/nsjg/zhghs/202002/t20200215_311667.html 

6.简化审批手续，加快验放进口，支持企业扩大出口，积极开展国际协调

合作。 

【政策依据】海关总署 10 条“硬核”措施 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政策链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2862795/index.html 

（四）支持公益捐赠 

1.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等或直接向医院捐赠用于疫情防治的医

用物资等物品，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对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捐赠用

于疫情防治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

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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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政策链接】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7_3466789.htm 

2.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政策依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政策链接】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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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复工措施、平台资源和防护用品资讯参考 

 

一、复工复产实用措施 

1. 【科普中国】战“疫”期间 复工复产前的措施及要求 

http://kpzg.people.com.cn/n1/2020/0217/c404214-31590552.html 

2．【科普中国】战“疫”期间 生产过程中怎样防护？ 

http://kpzg.people.com.cn/n1/2020/0217/c404214-31590626.html 

3.【科普中国】复工复产安全指南 

http://v.people.cn/n1/2020/0217/c408116-31590596.html 

4．【央视新闻】钟南山院士团队教你复工后这样防护 

http://tv.cctv.com/2020/02/13/ARTIJiP3sf0vaTYYrDBmCKfa200213.shtml 

5.【中国政府网】返岗上班应该注意什么？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7/content_5479807.htm 

6.【疾控中心】图解工业企业如何防控疫情 

http://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n7647414/c7670004/content.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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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台资源 

1．中国科协助力企业（园区）复工疫情防控平台 

 

【平台链接】

https://www.qiyekexie.com/portal/zkx/6/newpneumonia/reworkIndex.a

ction 

2. 知名企业在线复工平台 

【企业微信】疫情期间，会议功能临时开放支持 300 人同时参加会议，无需

见面也可向同事和客户进行在线直播，可用于传达通知、在线培训等，减少线

下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 

https://work.weixin.qq.com/nl/index/neumonia?category=remote 

【钉钉】上下传达、团队沟通、日程同步、高效协作等在家办公全场景方

案应有尽有；教育、医疗、培训、新零售、金融、电商等多行业解决方案一键

获取。 

https://page.dingtalk.com/wow/dingtalk/act/fgzngw?spm=a213l2.139849

27.0.0.4c597296YL6Z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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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文档】支持多人在线协作编辑文档和表格，独有内容级安全，全过程

留痕可追溯。PC 端和移动端全覆盖，随时随地远程办公。即写即存统一管理，高

效共享文档、表格。疫情期间推出远程办公版。https://shimo.im/welcome 

【飞书】将即时沟通、日历、在线文档、云盘和工作台深度整合，通过开放

兼容的平台，让成员在一处即可实现高效的沟通和流畅的协作，全方位提升企业

效率。中小企业、抗疫组织可享商业版免费三年。https://www.feishu.cn/ 

【印象笔记】共抗疫情，印象笔记企业版免费开放线上办公系统，帮助企业

实现经验的高效沉淀、资源的便捷共享、知识的快速增值，多行业、多领域的企

业解决方案，适用一切知识型团队。https://www.yinxiang.com/ 

三、防护用品资讯参考 

1. 【前瞻经济学人】全国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以上主要口罩生产企业汇

总 https://t.qianzhan.com/caijing/detail/200202-5224e18c.html 

2. 【中国采招网】 2020 年最新全国口罩、消毒用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名录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5370998?utm_source=wechat_tim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