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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区房屋市政工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有

关工作部署，切实做好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

我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

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及《惠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惠州市房屋市政工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调整节后复工复产时间

关于我区所有建筑工地复工时间，安排如下：

（一）全区所有在建工程延期复工。全区项目即日起至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十七）一律停止复工，工地停工期间严禁外来

人员进入。

各项目要向目前正在疫区休假的务工人员发出通知，要求其

在未接到企业通知之前，暂缓返岗。

（二）所有工地一律不得擅自复工。具体复工时间，我局将

根据上级有关安排，视疫情情况，另行发布通知。各项目制定复

工计划时，必须充分考虑疫情形势和工人在元宵节后陆续返岗作

业的实际情况。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复工，项目部需另行请示。未

经我局同意，任何建筑工地不得擅自复工。

（三）落实预案及措施后方可复工。各工地必须采取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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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应对措施，制定周密的工作预案；相关措施须符合有关疫情

防控及安全生产的复工要求，经监理单位核查合格报局安监站备

案后，方可复工。关于节后复工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各项目按《大

亚湾区住建局关于做好岁末年初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遵照执

行。

各项目要于 2 月 1 日（正月初八）前把本项目防控工作管理

机构人员名单（附件 1）报我局安监站备案；各项目复工前，把

工作预案报我局安监站备案。防控工作管理机构人员的联系电

话，要确保 24 小时畅通。

二、迅速建立疫情防控应急机制

（一）项目立即组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企业要迅速行动、

立即部署、全面动员，全力调动资源，建立健全公司级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组织机构，统筹指导、协调本单位所属各项目部的具体

防控事宜。以项目为单位，由建设或施工总承包企业牵头，立即

成立本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可由建设方项目负责人任

组长，施工、监理项目负责人任副组长，组员由建设、施工和监

理单位等重要管理人员组成；劳务等专业分包单位（及班组）和

其他参建单位，应结合实际委派相应管理人员担任组员，并服从

统一领导。领导小组成员须身体健康正常，无湖北旅居史人员担

任（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来）。

（二）制定本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工作预案由项目领导

小组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工作预案务必做到应急管理“机构健

全、调度有序、及时预警、科学处置”，应包含疫情防控方案和

应急预案，明确工作机构、管理制度、资源保障（含隔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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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与应急措施、应急处置程序（含救治）等主要内容（参见附

件 2）。

三、全面落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

即日起，各单位各项目要以高度政治觉悟和为群众负责的态

度，立即建立健全公司级、项目级的疫情防控机制，完善工作预

案并落实以下事项：

（一）逐一落实人员疫情风险排查。

一是加强从业人员排查（健康、旅居史等）。结合工人实名

制管理系统，对留守人员和返岗人员按“湖北武汉市籍”、“湖

北省籍”、“其他省市籍”、“途径湖北省人员”进行分类筛查、

统一造册。

二是严格建立工地门岗检查制度。由项目领导轮班参加检

查，落实生活区、施工现场全封闭管理，严防外来人员和返岗人

员随意进出，所有人员进、出工地前要严格检测体温并做好记录。

三是严格建立工地人员健康普查日检制度。每日落实具体负

责人，定时对工地所有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测试，并将所有人员的

检查情况登记造册。

（二）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报告制度。施工单位牵头落实防控

工作报告制度，负责汇总相关统计表格和工作情况，报送至我局

安监站（纸质版+电子版，报送地址详见附表）。

1.每日报送事项：返岗人员情况、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①每日报送本项目返岗人员及其健康情况（附件 3）。

②每日报送本项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附件 4）。

2.急报特报事项：电话急报疑似病症或其他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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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如发现人员发热、咳嗽、气促异常症状或可能存在接

触感染风险的，要电话紧急报告区卫计局、区住建局，待相关防

疫部门抵达后配合送医；同时急报《大亚湾区房屋市政工程人员

健康异常情况快报表》（附件 5）。

紧急报告电话：区住建局：（0752）5531206；区卫计局：

（0752）5562353。大亚湾区发热门诊重点医院为：惠州市中大

惠亚医院，地址：大亚湾区中兴北路 186 号。

（三）建立项目防疫隔离观察制度。各项目应设立防疫隔离

观察室，对近期出入过湖北地区的返岗人员要立即隔离观察 14

天，观察室应满足相应隔离要求，选取的位置要相对独立并通风

良好，并设专人负责监护及后勤保障。一旦发现人员健康状况异

常，必须按防疫要求加强隔离措施，并联系区防疫部门及时转运

送医。建议其他来自外地的人员自行有序组织就地隔离观察 7

天。

（四）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及经费。各项目应按照本工地实

际需求，制定防疫检疫物资使用计划，提前完成采购调配，及时

保障防护口罩、防护眼镜、防护服、非接触式电子体温计、消杀

用品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建设单位负责专项经费落实。

（五）落实消杀消毒清洁等措施。各项目应每日对建筑工地

办公区、生活区、工地厨房、食堂等人员聚集场所环境卫生清洁

消毒，落实生活区清洁、消毒和通风等各项措施，坚持专业灭杀

病媒生物，严防蚊蝇等“四害”生物滋生传播新冠病毒或其他传

染性病毒。同时，严禁从业人员携带野生动物、家禽家畜进入工

地，严禁在工地饭堂、厨房屠宰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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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防疫宣传教育和引导。各项目加大疫情防控宣传

力度，及时转发官方渠道发布的相关疫情防控最新信息、通知要

求、防控知识等，把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公众。要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教育员工对疫情消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不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要教育员工掌握疫情防控基本知识，提

高员工自我防疫、群防意识，义务开展相互监督，发现异常及时

报告。各项目及时张挂防控疫情宣传标语（附件 6）。

各项目要密切关注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和疫情动态，严格落

实好上述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单位必须积极担当、迅速行动、主

动作为，严格落实企业应急处置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和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严格检查督查。结合本工作方案，我局将检查全区房

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局领导将带队开

展督查。

（三）失职必追责，缺责必严惩！若相关责任企业及责任人

员对疫情防控不力、缓报瞒报等，我局将依据国家、省、市相关

法律法规，向公检法等部门立即移交线索，函请严肃追责；并根

据我区建筑市场管理有关要求，同步启动局内部、跨部门之间的

相应联动惩戒机制，实施顶格处罚，直至清出市场！

附件：1.XX 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XX 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预案主要内容清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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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X 项目节后复工返岗人员信息登记表（分类）

4.XX 项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日报表

5.大亚湾区房屋市政工程人员健康异常情况快报表

6.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标语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

2020 年 1 月 29 日



附件1

 XXX 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施工单位（公章）：XX公司 填报人及联系电话：李大牛 1008610086 填报日期：2020年2月1日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领导小组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所属单位名称 参建方 项目职务 返岗前旅居地 体康 备注

1

XX项目

大亚湾区
XX街道XX
路XX号

（XX旁）

组长 张老三 010000199001010000 1008610086 XX公司 建设或施工 项目XX XX省XX市XX区 健康

2 副组长1

3 副组长2 联络员

4 ...

5 组员1

6 组员2

7 组员3

8 组员4

9 组员5

10 ...

备注：
1.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以项目为单位，由建设或施工总承包企业牵头，成立本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须身体健康正常，应
为无湖北旅居史人员担任（2019年12月30日以来）。
2.领导小组可由建设或施工方项目负责人任组长，施工、监理项目负责人任副组长，组员由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等重要管理人员组成；劳务、建
筑起重机械等专业分包单位（及班组）和其他参建单位，应结合实际委派相应管理人员担任组员，并服从统一领导。
3.领导小组应确定一名联络人，负责向我局上报相关信息。小组人员数量，项目根据自身实际确定。
4.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
员邮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2

XX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预案主要内容清单表（参考文件）

工程名称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

建设单位 组长或副组长1 联络电话

施工单位 组长或副组长1 联络电话

监理单位 副组长2 联络电话

文件名称 XX项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

序号 主要内容 简要描述 备注

1 编制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2.当地各级人民政府及主
管部门规定、指引等文件。3.公司或其他文
件等。

2 领导机构 项目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3 管理制度

1.人员疫情风险逐一排查制度；2.疫情防控
工作情况日报制度；3.项目防疫隔离观察制
度；4.物资保障及使用管理制度；5.消杀消
毒清洁制度。防疫宣传教育和引导制度。6.
政府发布相关信息及疫情动态公示制度。7.
公司或其他管理制度。

4 资源保障
1.物资储备及清单；2.普通人员分类安置、
重点人员隔离场所情况；3.后勤保障情况；
4.其他重点情况。

5 防范与应急措施

1.工地人员管控及保卫措施；2.发现人员疑
似症状等反应措施；3.突发疫情后停工、全
面排查、隔离观察措施；4.封闭或者封存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
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5.其他应急措施。

6 应急处置程序 1.项目应急联络；2.政府应急联络方式；3.
送医救治程序等。

7 应急信息报告 1.项目内部、上报公司程序；2.急报当地防
疫部门、主管部门的相应程序及规定等。



附件3-1：

XX 项目节后复工返岗人员信息登记表（湖北武汉市籍）

填报单位（项目章）： 填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0年2月XX日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名称
返岗人员信息 有无湖北旅居史或

途径湖北辖区情况
是否
隔离

处置措施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返岗前居住地 返岗日

期
身体状况 体温

1 示例

2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张三 37XXXXXXXX 136XXXX
湖北省武汉市XX

区
2月10日 良好 36.6 无 0

3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李四 42XXXXXXXX 137XXXX
湖北省武汉市XX

区
2月11日 发烧 37.3 有，在武汉居住 1 已上报

4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王五 62XXXXXXXX 138XXXX
湖北省武汉市XX

区
2月12日 咳嗽 36.9

有，返岗时高速途径
湖北，未停留

1 已隔离监控

5

6

填报要求：
1.该表自项目从业人员返岗之日起，实行一日一报，要求：1.电子表格Excel版本，每天16时前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2.纸质版盖章后，需于次日上午下班
前，报送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站组；3.每日新增返岗人员顺序填写，不得覆盖原有人员表栏。
2.每位返岗人员均须登记，要求详细登记返岗前居住地；返岗时是否途径湖北辖区信息。
3.填写注意事项：“返岗前居住地”栏应精确省市县；“有无武汉旅居史或途径湖北辖区情况”栏有的应详细填写（特别是武汉），时间统计为2019年12月
份以来；“是否已隔离”栏，已隔离观察的填“1”，未隔离的填“0”。
4.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箱：
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3-2：

XX 项目节后复工返岗人员信息登记表（湖北省籍）

填报单位（项目章）： 填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0年2月XX日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名称
返岗人员信息 有无湖北旅居史或

途径湖北辖区情况
是否
隔离

处置措施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返岗前居住地 返岗日

期
身体状况 体温

1 示例

2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张三 37XXXXXXXX 136XXXX 湖北省XX市XX区 2月10日 良好 36.6 无 0

3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李四 42XXXXXXXX 137XXXX 湖北省XX市XX区 2月11日 发烧 37.3 有，在武汉居住 1 已上报

4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王五 62XXXXXXXX 138XXXX 湖北省XX市XX区 2月12日 咳嗽 36.9
有，返岗时高速途径

湖北，未停留
1 已隔离监控

5

6

填报要求：
1.该表自项目从业人员返岗之日起，实行一日一报，要求：1.电子表格Excel版本，每天16时前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2.纸质版盖章后，需于次日上午下班
前，报送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站组；3.每日新增返岗人员顺序填写，不得覆盖原有人员表栏。
2.每位返岗人员均须登记，要求详细登记返岗前居住地；返岗时是否途径湖北辖区信息。
3.填写注意事项：“返岗前居住地”栏应精确省市县；“有无武汉旅居史或途径湖北辖区情况”栏有的应详细填写（特别是武汉），时间统计为2019年12月
份以来；“是否已隔离”栏，已隔离观察的填“1”，未隔离的填“0”。
4.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
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3-3：

XX 项目节后复工返岗人员信息登记表（其他省市籍）

填报单位（项目章）： 填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0年2月XX日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名称
返岗人员信息 有无湖北旅居史

或途径湖北辖区
情况

是否
隔离

处置措施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返岗前居住地 返岗日

期
身体状况 体温

1 示例

2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张三 37XXXXXXXX 136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0日 良好 36.6 无 0

3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李四 42XXXXXXXX 137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1日 发烧 37.3 有，在武汉居住 1 已上报

4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王五 62XXXXXXXX 138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2日 咳嗽 36.9
有，返岗时高速途
径湖北，未停留

1 已隔离监控

5

6

填报要求：
1.该表自项目从业人员返岗之日起，实行一日一报，要求：1.电子表格Excel版本，每天16时前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2.纸质版盖章后，需于次日上午下班
前，报送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站组；3.每日新增返岗人员顺序填写，不得覆盖原有人员表栏。
2.每位返岗人员均须登记，要求详细登记返岗前居住地；返岗时是否途径湖北辖区信息。
3.填写注意事项：“返岗前居住地”栏应精确省市县；“有无武汉旅居史或途径湖北辖区情况”栏有的应详细填写（特别是武汉），时间统计为2019年12
月份以来；“是否已隔离”栏，已隔离观察的填“1”，未隔离的填“0”。
4.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
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3-4：

XX 项目节后复工返岗人员信息登记表（途径湖北省人员）

填报单位（项目章）：XX公司 填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及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0年2月XX日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名称
返岗人员信息 有无湖北旅居史或

途径湖北辖区情况
是否
隔离

处置措施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返岗前居住地 返岗日

期
身体状

况
体温

1 示例

2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张三 37XXXXXXXX 136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0日 良好 36.6 无 0

3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李四 42XXXXXXXX 137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1日 发烧 37.3 有，在武汉居住 1 已上报

4 XXX项目 XXX有限公司 王五 62XXXXXXXX 138XXXX XX省XX市XX区 2月12日 咳嗽 36.9
有，返岗时高速途径

湖北，未停留
1 已隔离监控

5

6

填报要求：
1.该表自项目从业人员返岗之日起，实行一日一报，要求：1.电子表格Excel版本，每天16时前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2.纸质版盖章后，需于次日上午下
班前，报送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站组；3.每日新增返岗人员顺序填写，不得覆盖原有人员表栏。
2.每位返岗人员均须登记，要求详细登记返岗前居住地；返岗时是否途径湖北辖区信息。
3.填写注意事项：“返岗前居住地”栏应精确省市县；“有无武汉旅居史或途径湖北辖区情况”栏有的应详细填写（特别是武汉），时间统计为2019年
12月份以来；“是否已隔离”栏，已隔离观察的填“1”，未隔离的填“0”。
4.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
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4

XX项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日报表

填报单位：（项目章）XX公司 填报时间：2020年2月XX日XX时

序
号

工程名称

大亚湾区房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情况统计 项目防疫工作措施落实情况

是否复工 是否停工
已返岗
总人数

已返岗湖
北籍人数

已确诊病
例人数

疑是病
例人数

密切接触
疫情人数

当期返岗 当期状况 预案制定 体温测试 门岗值守

说
明

每日13时前报
Excel电子版

是填“1”
否填“0"

是填“1”
否填“0"

节后累计 节后累计 节后累计 节后累计 节后累计
本期新增
返岗人数

“无异常”
或简述事件

是填“1”
否填“0"

带水印图二
张（管理人
员+工人）

带水印图一
张

1 XX项目 0 1 20 1 0 0 0 10 无异常 1 另附 另附

2

填报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及联系电话：

注：1.每日13时前报Excel电子版，每期情况统计为前一天13时至当天13时。累计人数自节后（无论是否复工）第一个返岗人员抵项目起
算。
2.项目部如发现人员发热、咳嗽、气促异常症状或可能存在接触感染风险的，要紧急电话报告区卫计局、区住建局，待相关防疫部
门抵达后配合送医。紧急报告电话：区住建局（0752）5531206；区卫计局（0752）5562353。大亚湾区发热门诊重点医院为：惠州
市中大惠亚医院，地址：大亚湾区中兴北路186号。
3.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
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附件5

大亚湾区房屋市政工程人员健康异常情况快报表        

填报单位：（项目章）XX公司 填报时间：2020年2月XX日XX时XX分

序
号

工程名称
人员健康异常情况统计

姓名 身份证号 进场时间 来源地 身体健康异常表现症状 体温测试（℃） 联系电话 处置措施

1

2

3

检查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及联系电话：

注：
1.项目部如发现人员发热、咳嗽、气促异常症状或可能存在接触感染风险的，要紧急电话报告区卫计局、区住建局，待相关防疫
部门抵达后配合送医。
2.紧急报告电话：区住建局（0752）5531206；区卫计局（0752）5562353。大亚湾区发热门诊重点医院为：惠州市中大惠亚医
院，地址：大亚湾区中兴北路186号。
3.电子版表格，请发Excel表格至大亚湾区住建局安监站各监督组联络员电子邮箱，地址：监督一组联络员邮箱：
931644436@qq.com；监督二组联络员邮箱：1191789127@qq.com；监督三组联络员邮箱：654111813@qq.com。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宣传标语 

1. 把⼈⺠群众⽣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位，把 

疫情防控⼯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作来抓。 

2.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3. 坚定信⼼、同⾈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4. 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作，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5. 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维护⼈⺠⽣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6. 全省动员、全⺠⾏动，集中⼒量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硬仗。

附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