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
卫生主管令

零售商店重新开放店内购物业务的规定：附录B
最近更新信息：（更新部分以黄色加亮显示）
2020 年 12 月 6 日：

•

根据加州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区域性居家令”，（该命令的生效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6 日晚上 11:59（太平洋标准时间），直至另行通知为止）。所有购
物中心必须：

o 将可容纳人数限制在整体商场或购物中心法定可容纳人数的 20%以内。可

•
•

容纳人数限制应依据建筑规范制定。
o 实施监测购物中心内容纳人数的监控系统。
o 禁止在购物中心内吃喝。
o 为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或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安排特殊的营业时间。
在隔间（包括设有隔板的隔间）工作的员工必须佩戴面罩。这些是遵照2020年11
月28日发出的临时卫生主管令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为2020年
11月30日凌晨12:01（太平洋标准时间），其在另行通知前一直有效。
在进食或喝东西的任何时候，员工都必须与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如果可能的话
，也应该在室外如此。在隔间或工作站吃或喝东西比在休息室吃东西更好。

2020 年 11 月 19 日：所有提供非基本服务的零售商店必须在晚上 10 点至早上 5 点之间关
闭店内购物业务。零售商店在不提供店内购物业务的营业时间内，仍可继续开放供送货和
路边取货的服务。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正在采取一种分阶段的方法，并在科学和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支持下，允许某些零售商店
安全地重新开业。
除根据《重新更安全开放工作场所和社区以控制 COVID-19》的卫生主管令（命令）第 18 段定义中描述的提供
基本服务的零售商店外，风险较低的零售商店必须在晚上 10 点至早上 5 点期间关闭店内购物业务。零售商店
在不提供店内购物业务的营业时间内，仍可继续开放供送货和路边取货的服务。
根据加州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发布并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晚上 11:59（太平洋标准时间）生效的且直至另行通知
的区域性“居家令”，零售商店必须将可容纳人数限制为其最大可容纳人数的 20%，可容纳人数限制应依据建
筑规范制定。
请注意：本规定可能会随着更多信息和资源的提供而更新，因此请务必定期查看洛杉矶县的网站：
http://www.ph.lacounty.gov/media/Coronavirus/以获取本规定的任何更新信息
该清单包括：
(1) 为保障员工健康而制定的工作场所政策和措施
(2) 保持身体距离的措施
(3) 确保感染控制的措施
(4) 与员工和公众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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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公平获得重要服务的措施。
这五个关键领域必须在你所在设施制定重新开放规定时加以解决。

本指南涵盖的所有商店必须实施以下列出的所有适用措施，
并准备好解释为什么任何未实施的措施不适用于该商店。

商店名称：
设施地址：
根据建筑规范，设施内的
最大可容纳人数：
张贴日期：

A. 为保障员工健康而制定的工作场所政策和措施（检查适用于该设施的所有内容）

 每个能在家完成工作任务的员工都被要求继续这样做。
 尽可能指派比较容易感染病毒的员工（65岁以上、有慢性疾病健康问题的员工）在家完成工作。
 已告知所有员工如果生病了，不要来上班，并且在适用的情况下遵守DPH的自我隔离和检疫指南。对
工作场所的请假政策进行了审核和修改，以确保员工因病在家时，不会受到处罚。

 向员工提供有关员工可能有权获得的雇主或政府资助的休假福利的信息，这些福利将使其在经济上更
容易留在家里。详情请参见关于支持COVID-19病假和员工补偿金的政府方案的补充资料，包括《家庭
优先新冠病毒应对法案》规定的雇员病假权利，以及根据州长第N-62-20号行政命令规定的员工可获
得的员工补偿福利以及推定的因COVID-19而与工作相关的权利。

 尽可能重新分配工作流程，以增加员工在家工作的机会。
 当被告知一名或多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或有符合COVID-19的症状（病例）时，雇主应制定计划
或方案，要求病例患者在家中进行隔离，并要求所有在工作场所接触过病例患者的员工立即进行自我
检疫。雇主的计划中应考虑制定一项规定，即让所有被检疫的员工都能进行或接受COVID-19检测，以
确定是否存在其他的工作场所接触情况（这可能需要实施额外的COVID-19控制措施）。请参见关于在
工作场所应对COVID-19的公共卫生局指南。

 在员工进入工作区域之前进行员工症状检查。检查必须包括咳嗽、呼吸短促、呼吸困难、发烧或发
冷，以及个人目前是否处于隔离或检疫令的限制之下。这些检查可以远程进行，也可以在员工到达时
当面进行。如果可行的话，还应在工作现场进行体温检查。

 如果14天内在工作场所发现3例或更多COVID-19病例，雇主必须向公共卫生局报告该群集病例事件，
电话是(888)397-3993或(213)240-7821。如果在工作地点发现了群集病例，公共卫生局将启动群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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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应对反应措施，其中包括提供感染控制指南和建议、技术支持和针对特定场所的控制措施。公共卫
生局将指派一名公共卫生病例管理人员参与群集病例的调查，以帮助指导该设施制定应对措施。

 与他人接触的员工可以免费获得适合的可以覆盖口鼻的布面罩。员工在工作期间与他人接触或可能与
他人接触时，应始终佩戴布面罩。已被医生告知不应佩戴面罩的员工，只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
遵照加州的指引，佩戴底部有褶皱的防护面罩。该面罩最好有适合下巴形状的褶皱。不应该佩戴带有
单向呼吸阀门的口罩。当员工独自在私人办公室或有实心隔板的隔间（其竖起的高度已超过员工的高
度）时，员工无需佩戴面罩。

 根据2020年11月28日发布的“控制COVID-19的卫生主管令：第一级县病例大幅激增应对措施”，所有
员工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佩戴面罩，但在紧闭的私人办公室单独工作或进食或喝东西时除外。在临时命
令生效期间，（即从2020年11月30日上午12点01分(太平洋标准时间)至另行通知为止），在超过员工
站立时高度的隔间工作的员工也应佩戴面罩（之前的例外已被否决）。

 为了确保员工始终能够正确佩戴口罩，不鼓励员工进食或喝东西，除非在休息期间，他们能够安全地摘下
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身体距离。在进食或饮东西时，员工必须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当需要吃或
喝东西时，最好在室外进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远离其他人。如果在隔间或工作站吃东西会让员工之
间有更大的距离和障碍，比起在休息室吃东西，员工更应该在小隔间或工作站吃东西或喝东西。

 在供员工用餐和/或休息的任何房间或区域内，可容纳人数的限制已降低，且员工之间的距离已最大化。
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

 张贴最大可容纳人数的限制，使休息房间或区域内的个人之间的距离至少达到6英尺；
 错开休息时间或就餐时间，以减少在就餐和休息的房间或区域的可容纳人数；以及
 摆放桌子时应保持间距6英尺，确保座位之间的距离为6英尺，移除座位或用胶带固定座位以减少可
容纳人数，在地板上贴上标记以确保距离，安排座位的方式应尽量满足减少面对面的接触。鼓励使
用隔板以进一步防止疫情蔓延，但这不应被视为减少可容纳人数和保持身体距离的替代措施。

 要求员工每天清洗或更换布面罩。
 雇主应考虑在哪些地点使用一次性手套可能有助于弥补经常洗手或使用消毒洗手液的必要；例如，员
工正在检查其他人的症状或处理经常接触的物品时需要戴一次性手套。

 所有工作站之间至少应保持6英尺的距离。
 分发区（路边取货区）、休息室、洗手间及其他公共区域应每小时消毒一次，消毒时间应在下表中标
注：

o 分发区
o 休息室
o 洗手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 其他公共区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工资和工时规定，员工的休息时间应是错开的，这可以确保在休息室中的员工始终与他人保持六
（6）英尺的距离。

 员工可在下列地点取得消毒剂及有关用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员工均可在以下地点获得有效对抗COVID-19的消毒擦手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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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员工经常休息以清洗其双手。
 本规定副本已分发给每位员工。
 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员工都已获得分配给他们使用的工具，设备和确定的工作空间。需最大限度避
免或取消所有人共享的物品。

 工作人员在轮班期间有时间进行清洁工作。清洁任务应在工作时间内分配，并作为员工工作职责
的一部分。

 除与雇用条款有关的政策外，本清单中所述的所有政策均适用于送货人员和任何在该场所第三方公司
的员工。

 可选项——说明其他措施：
B. 保持身体距离的措施

 室内零售商店的顾客数量应限制在足以确保身体距离的范围内，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整个室内零售商
店最大可容纳人数的20%。
室内零售商店的顾客人数上限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零售商店应监控所有入口，以便跟踪其内部的人数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单一的，明确指定的
入口和不同的出口，以帮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距离。

 准备好让顾客在外面排队，同时保持身体距离，包括通过使用视觉提示的方式提醒顾客。如有必要，一名
工作人员（或工作人员群体（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入口））应戴着布面遮盖物站在门附近，但与最近的顾客
应至少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跟踪设施内的顾客人数情况。如果该设施已达到其顾客人数上限要求，则应
指示顾客在入口处外相距6英尺的地方排队等候。

 已采取措施，确保员工和顾客之间至少能够保持六英尺的身体距离。这可能包括使用物理分区或视觉
提示（例如，地板标记，彩色胶带或指示员工和/或工作人员应站立位置的标志）。

 提供一个单独的、明确指定的入口和单独的出口，以尽可能使所有人之间能够保持身体距离。
 已在收银台处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收银员和顾客之间的接触，例如使用有机玻璃屏障。确保在入口、结账
排队处和收银台附近都张贴了指示牌，提醒顾客保持身体距离。

 如果场所的入口空间允许，可将顾客引导至门口的两条线路中的一条：一条线路用于领取预定的货物，另
一条线路用于现场订购。

 胶带或其他标记可以确定来取货的顾客的起始站立位置，也可以确定来领取货物的后续加入排队队伍顾客
的6英尺间隔。

 要求员工在店内所有区域与顾客保持至少六(6)英尺的距离。当需要接受付款、交付货物或服务或进行其
他必要事项时，员工可以暂时靠近他人。

 员工洗手间不提供给顾客使用。
 休息室和其他公共区域已进行了重新调整，以限制员工聚集，并确保人与人之间至少保持6英尺的身
体距离。在可能的情况下，创建带有遮阳伞和座位的户外休息区域，以确保身体距离。根据工资和工
时规定，员工的休息时间应是错开的，以确保与他人保持身体距离。

 在装货区实施了身体距离要求，并对交付流程实施了非接触式签名的方式。
 不属于商店员工的卡车司机，送货员，或供应商被要求在进入零售场所时，应戴上布面遮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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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确保感染控制的措施

 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状况良好，且工作正常；已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增加了通风。考虑安装便携式
高效空气净化器，将建筑物的空气过滤器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效率，并进行其他改变，以增加办公
室和其他区域的外部空气量和通风量。

 建立非接触式支付系统，或者，如果不可行，定期对支付系统进行消毒。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营业时间内，使用EPA批准的消毒剂对客户取货和付款中使用的公共区域和经常接触的物体
（例如，桌子，门把手或把手，信用卡读卡器）进行每小时一次的消毒。

 工作空间和整个设施至少需要每天清洁一次，卫生间和经常接触的区域/物体需要每小时清洁一
次。

 零售商店的营业时间已经调整，以提供足够的时间进行定期深度清洁工作和产品备货。错开员工
的备货时间，让员工在不同的过道里进行工作。

 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顾客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鼓励顾客经常清洁他们的环保袋，并要求携带
环保袋的顾客将自己购买的物品装袋。

 开放供顾客使用的试衣间由工作人员监控。任何试穿但未购买的服装在放回货架或衣架前都要放
置24小时。

 提醒到达该场所的顾客，应在该场所内或在属于该场所的区域内时，必须一直戴着面罩。这适用于所有成
人和2岁及2岁以上的儿童。只有被医生告知不得佩戴面罩的个人才可免于佩戴面罩。为了保障员工和其他
顾客的安全，应向到达场所且没有面罩的顾客提供面罩。

 在顾客进入商店之前应进行症状检查。检查必须包括有关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发烧或发冷，以及
个人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或检疫令的登记检查。这些检查可以等顾客到达现场后进行，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
进行，例如在线检查系统，或者通过在设施入口处张贴标牌，以告知出现这些症状的顾客不应进入设施
内。

 带着孩子来到现场的顾客必须确保他们的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并避免接触任何其他人或任何不属于他
们的物品，如果年龄允许，他们还需要戴上布面遮盖物。

 店内酒吧、散装产品包装选项和产品试样服务都要暂停。
 顾客购买的物品都使用密封包装或袋子装着，且里面附有收据。
 提醒顾客，他们在零售商店内时不得进食或喝东西。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安装非接触式装置，包括动态感应灯、非接触式付款系统、自动肥皂及纸巾分配
器及考勤卡系统。

 在设施入口处或附近向公众提供洗手液，纸巾和垃圾桶。
 所有的支付终端设备、笔和手写笔都要每小时进行一次消毒。
 可选项—请说明其他措施（例如，提供仅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时间，鼓励大家在非高峰时段到店
购买商品）:

D. 与公众沟通的措施

 本规定的副本需张贴在设施的所有公共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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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口和/或顾客排队的地方设置指示牌，告知顾客提前预订和提前付款的选项和好处。
 整个商店内都设有指示牌，以提醒顾客禁止在商店内吃/喝东西。
 商店的在线网点（网站，社交媒体等）应提供关于商店的营业时间，要求佩戴布面遮盖物，关
于预订，预付款，取货和/或送货的政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明确信息。
E. 确保公平获得重要服务的措施

 在适当的情况下，最好是在彻底清洁之后，为弱势人群（包括老年人和医疗弱势人群）设置专
用的购物时间。

 对顾客至关重要的服务应被优先考虑。
 可以远程提供的交易或服务转到线上进行。
 制定相应措施，确保行动不便和（或）在公共场所面临高风险的顾客能够获得商品和服务。

上述未包括的任何额外措施应另在单独的页面上列出，且商店应将其附到本文件之后。
关于本规定的任何问题或意见，你可以联系以下人员：
商店联系人
姓名：
电话号码：
最后一次
修改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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