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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单位交通运输部 签与

等级特急·明电 交运明电(2020J292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

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为切实做好交通运输行业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科学指导公

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相关单位和人员落实好防控主体责任,

切实强化“人物并防”,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加强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作的紧急通知)) (联

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220号)、《关于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

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和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

技术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J 245号)、《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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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

综发(2020 J 255号)等部署要求,结合我部印发的《交通运输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交

运明电(2020 J 241号)等工作部署,我部制定了《公路、水路进

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在当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

抓好贯彻落实,切实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传播。

铁路、民航、邮政领域的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

消毒技术指南,由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参

照本指南有关精神部署落实。

交通运输部

2020年11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

邮政局,部办公厅、政研室、法制司、公路局、水运局、安质司、

国际司、应急办、海事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

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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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

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

一、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规范指导公路、

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和从业人员落实好新冠病毒防控和消

毒主体责任,预防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

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渠道传播,

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冷链食品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作的紧急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 J

220号)、《关于印发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和冷

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的通知)) (联防联

控机制综发(2020 J 245号)、《关于印发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

消毒工作方案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C 2020 J 255号)等部

署要求,结合我部印发的((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

渠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交运明电C 2020 J 241号)

等工作部署,针对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企业和物流重点

环节,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从出厂到销售始终处于低温状态的进口冷链食

品在装卸、运输等各公路、水路运输环节中新冠病毒污染的防控。

本指南以预防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从业人员及相关

人员受到新冠病毒感染为主线,突出装卸、运输等重点环节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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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加强冷链食品包装的消毒。

本指南适用于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等环节的公路、

水路冷链物流企业、港口码头、货运场站等经营单位(以下统称

冷链物流企业)。

冷链物流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要求,按照本指南要求做好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工作,执行当地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项工作部署。

二、装卸、运输过程防控要求

(一〉装卸作业人员防控要求。

除做好个人一般卫生要求外,搬运货物前应当穿戴工作衣帽,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手套等,必要时佩

戴护自镜和面屏,避免货物表面频繁接触体表。

国际航行船舶经海关卫生检疫合格并取得检验检疫证明材料

后,方可安全稳妥地开展港口装卸作业。特别是装卸来自于有疫

情发生地区的进口冷链食品时,码头搬运工人等作业人员在搬运

货物过程中要全程规范戴好口罩,避免货物紧贴面部、手触摸口

鼻,防止接触到可能被新冠病毒污染的冷冻水产品等。装卸作业

过程中,采取相应的告示牌、警戒线等隔离措施,原则上禁止船

员进入码头作业区域;需要船岸配合时,应当要求船员正确佩戴

口罩、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并采取轮流作业或增加作业间隔等

措施,尽量避免码头人员与船员发生直接接触;对确需上岸作业

的船员,应进行体温监测。

如果搬运过程中发生口罩、手套破损,应当立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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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输人员防控要求。

运输进口冷链食品的作业人员及随行人员在运输过程中不得

擅自开箱,不能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装直接接触冷链食品。车辆

进出时,司机及随行人员应当避免与门卫值班员、工作人员有不

必要的接触。

(三〉货物源头防控管理。

在冷链物流过程中,物流包装内如需加装支撑物或衬垫,应

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加强对货物装卸搬运等操作管理?

不能使货物直接接触地面,不能随意打开冷链食品包装。应当保

障在运输过程中冷链食品的温度始终处于允许波动范围内。做好

各交接货环节的时间、温度等信息记录并留存。

〈四)货物信息登记。

货主或货代应主动向承运单位提供相关进口冷链食品海关通

关单证,冷链物流企业如实登记装运货物信息、车船信息、司乘

人员(船员)信息、装卸货信息及收货人信息等,不得承运无法

提供进货来源的进口冷链食品,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卫生健康、

交通运输、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按职责开展对进口冷链食品采

集相关样本及冷链货物运输车辆的核酸检测工作。港口企业、货

运场站等经营单位要如实登记进出港口场站的冷链食品道路水路

运输车辆信息及驾驶员信息。进口商或货主如委托第三方物流公

司提供运输、仓储等服务,在货物交付第三方物流公司时,应当

主动将相关食品安全和防疫需要的检测信息提供给第三方物流公

司。对于本地肉类屠宰、加工、经营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冷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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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相关质量管理和操作规范,加强环境卫生管理。配合进行冷

藏货物新冠病毒检疫的港口作业人员及场站工作人员应相对固

定,全程正确穿戴防护服、护自镜、口罩、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

〈五)运输工具的防控管理。

应当确保车辆、船舶厢体内部清洁、无毒、无害、无异味、

无污染,定期进行预防性消毒?具体清洁消毒措施参见第四节。

(六)中转转运设施的防控管理。

中转转运装卸货区宜配备封闭式月台,并配有与冷藏运输车

辆、船舶对接的密封装置。加强入库检验,除查验冷链食品的外

观、数量外,还应当查验冷链食品的中心温度。加强库内存放管

理7冷链食品堆码应当按规定置于托盘或货架上。冷链食品应当

按照特性分库或分库位码放,对温湿度要求差异大、容易交叉污

染的冷链食品不应混放。应当定期检测库内的温度和湿度,库内

温度和湿度应当满足冷链食品的中转转运要求并保持稳定。定期

对中转转运设施内部环境、货架、作业工具等进行清洁消毒,具

体清洁消毒措施参见第四节。

三、装卸、运输过程消毒要求

(一)人员。

冷链食品配送过程中,运输作业人员及随行人员应当保持个

人手部卫生,车内应当配备酒精类洗手液、消毒剂和纸市,以确

保在无清洁水洗手的条件下,对手进行定期消毒。

〈二)物体表面。

运输作业人员在向企业员工传输、递交配送文件前应当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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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毒,为避免清洗返还物,文件最好置于一次性容器和包装材

料中。对于重复使用的容器7应当进行定期、适宜的卫生清洁和

消毒。人手频繁接触的方向盘、车门把手、移动设备等最有可能

被病毒污染的表面,均要定期消毒。

(三〉运输工具。

为避免冷链食品被污染,运输作业人员需确保运输车辆、船

舶、冷藏集装箱等运输工具及容器的清洁和定期消毒。货物混载

时,应尽可能将食品与会造成污染的其他货物分开。从事冷链物

流运输的运输工具及容器运载一批货物之前和之后,均要对运输

作业人员可能接触的部位进行彻底消毒;承运单位负责组织或委

托有资质的消毒单位,对装运前后的进口冷链食品车辆船舶等装

载运输工具和装载过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壁组织实施消毒。

四、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涉及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的冷链物流企业应当根据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及时调整和更新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增加新

冠病毒防控的管理措施。

(一)上岗员工健康登记。

冷链物流企业要做好员工(含新进人员和临时参加工作人员)

14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建立上岗员工健康卡,掌握员工流

动及健康情况。鼓励新员工上岗前自愿接受核酸检测。

(二)员工日常健康监测。

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加强人员出入管理和健康监测,原则上,

各港口码头、货运场站的作业场所及工作区域入口需配备体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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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设备;建立全体员工健康状况台账和风险接触信息报告制度,

设置作业区域入口测温点,落实登记、测温、消毒、查验健康码

等防控措施,实行“绿码”上岗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定期组织冷

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直接接触进口散装冷藏货物

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间不超过7天。

(三)外来人员登记与管理。

尽可能减少外来人员进入生产经营区域,确需进入的,需询

问所在单位、健康状况、接触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等情况,通过登

记、测温等措施并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如佩戴口罩等) ,方

可进入。车辆进出时,门卫值班员、工作人员和司机应当避免不

必要的接触。

〈四)从业人员防护。

1.健康上岗。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向冷链物流经营者

报告健康状况信息,主动接受体温检测?若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等症状,立即主动报告,并及时就医。

2.做好个人防护。冷链物流企业要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消毒

用品和装备,按照最新版《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问针对患病海员紧急救助处置指南>) (<港

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道路货运车辆、

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等要求,进一步加

强对船代等登轮人员、港口作业人员以及司机、装卸工、船员、

引航员等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防止感染风险。冷

链物流企业要督促指导作业人员工作期间正确佩戴口罩、手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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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作服上岗。工作服保持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必要时消毒。

直接接触进口冷藏集装箱或者冷藏货物的物流一线工作人员,应

全程佩戴口罩、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至少应上下岗前各测量一

次体温。其中,道路冷链物流企业应按照《道路货运车辆、从业

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有关高风险区域的规定

执行。

冷链物流企业、港航企业、引航机构等单位要在卫健部门的

指导下,加强对本单位直接接触散装冷藏货物、冷藏集装箱拆箱

作业人员、与国际航行船舶上船员近距离接触的船代等登轮人员、

引航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正确穿脱防护服进行专业培训,并定期

进行检查,确保关键防护措施到位。同时,按照卫健部门有关规

定,工作结束后,对工作服、防护服、一次性用具进行消杀处理。

3.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嚷、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

遮挡。不随地吐痰,搏鼻涕时注意卫生。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口、

眼、鼻。

4.加强手卫生。在处理货品时或双手触碰过货架、扶手等公用

物体时,要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洗手,或用速干手消

毒剂揉搓双手。

(五)健康异常报告程序。

员工一旦发现自身以及共同生活人员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等疑似症状,应当及时上报冷链物流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可视情

况采用逐级上报或直报的方式。冷链物流企业一旦发现员工出现

上述健康异常症状7无论其呈现出的健康状况如何,均应当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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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将其及与其密切接触的员工迅速排除在食品工作环境之

外。新冠肺炎传播风险高的地区,建议根据当地主管部门防控规

定,要求健康员工进行“零”报告。

〈六)从业人员返岗程序。

根据作业区域上岗人员登记和健康档案,及时追踪健康异常、

身体不适、疑似或者感染了新冠病毒(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

员工的治疗和康复状况,在其康复后科学评定是否符合返岗条件。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症状消退,并且问隔至少24小时的两次PCR

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的,可解除隔离。对属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

触者的从业人员返岗前也应当符合上述控制要求。

(七)加强防控知识宣传。

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引导从业人员掌握新冠肺炎和其

他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和技能?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加强

自我防护意识。

五、应急处置要求

冷链物流企业应当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方案,用以及

时处置和报告疫情情况?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

(一)出现健康状况异常人员的应急处置。

冷链食品物流工作相关区域一旦发现病例或疑似新冠肺炎的

异常状况人员,必须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防控措施,配合

有关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疫点消毒等

工作,并对该人员作业和出现的区域及其加工的冷链食品进行采

样和核酸检测。如有空调通风系统,则同时对其进行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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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经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暂时关

问工作区域,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切断传播途径、隔离密切

接触者等措施,同时按规定处置污染物。

〈二〉发现样品核酸检测阳性的应急处置。

一旦接到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样品的通知,冷链物流企

业应当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根据当地要求在专业人员指导

下?及时对相关物品和环境采取应急处置。对相关物品临时封存、

无害化处理,对工作区域进行消毒封闭处理,对可能接触人员及

时按规定采取核酸检测和健康筛查等措施。相关物品处理时避免

运输过程溢洒或泄露。参与相关物品清运工作的人员应当做好个

人防护。

对于核酸阳性产品,应当按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处置。

六、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冷链食品装卸、运输等物流运输过程中常用的消毒剂及使用

方法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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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冷链食品物流运输常用消毒剂及使用方法

L__..~!坦型白1芷_.Jr--"n~交泊φE声r1 乙却4豆…了 哇甏仰7巾手 ( Ij先J沁志 1飞j哇y牧泣31 1 川.迅搞火3慧罩.1
f 'J" ~1 I草i段i附j苟! ~垂4飞 I ßB菠注院衍Eiε芋(;,;1 c 2拙,忏 2、不适用于大前帜钳!

I 1;南7口艳~30'" ; l1ìi卒;;飞;;由tHl'Ji自;{i 11全nll1i风波H税!你我也2且向. I体:在韧的消毒使用.

I I . ., A _. I作ff!3min.,! I (v/叶,含在$ I I
I手消辛苦剖>60%

I I (v/v) •复iZ

I产品叮优据产品I I I
I说明书. I

「…飞;每@i;~;~fl'-…叫t:(ï'!均应?一一右边干部寸’…丁i:;~军副峭t时;--'i')fiγ1……ï:')ifi:,_运',l丽jf'-"1
1i!.台1点1以 !在i且*iifi手nfì~ 1滚度§∞叫/l; 8t豫地消毒时. 1月.对织物有漂白、褪色作

1 1Jng/lfie');~表 10的沁t礼?当部级 |物体表面使用泼皮1000町iL. 1用.因此全,_和有色织锦慎1
1 1忌,说i习在l泊莲:~f(H证ïílfU于全, 11全明显污染绪对且使用浓度 |剂,
I江20% ,总咒:气.亨、仪n互相Uti I 10000mgfL;空气都其他消毒 2、建氧化割.不得与

!言HI:~ej,声 111'乡的沁J队 |对,依撑产品说明书. 1 ì7饱物接触.应当提高jt.
Iι55;i;~ , H4;白布2, ~氢存革主动体在面满 !法.

I 1 i在{在iff产品出tf说1事.使用法庭10∞吨IL;或漂

I I扫刑1月川I………1 ..5';;.币 ! 120∞mgι唱钙显污集楠时.

I侠用浓度200ω1全i(/l,
3冷冻物体表面消毒:应

采J附l降低届二点的方法.确保消

霉事H结泳.旦须进行;将毒效

果确认.i 剧仰矢| 1d!;?i72j如l 沁马~}知1:j叶3庭Ht I il'.i丑j、空气的;肖 IO,21全全过氧乙被或3'\过氧化童1’1 ;气、ì附i热合哥1起燃古挂3品卢丰.

7,[ ( ~:{H202 I ;ti, I喷洒.全.全~费边消毒作用时别 2、与还原剂接触、或
30min.熬A庭Jfi清水冲洗杏除残l遇企锵粉末.均有路1是爆炸

lJ1消毒剂I~陪.

2.空气瑞毒: O,:N过氧乙
竣自是3\过氧化氢.到气i在校喷

雾万法. J1J量控1伽L庭..' -
20皿LI囚’计算,消毒作用60附in i
后退风换气马也可使用15辑过载i
乙被加热$<1.用量接'(mL/w'
计算,黛蒸作用lh~劫后遇R
换气.

3, (飞飞运冷毅物体表面消

毒0.2\-0.拍过氯乙破或6拖

过氧化氢.啧j满载!堆满嘴作

用时间30也in,然后用清水冲洗

去EK贱宙消毒剂

4"冷冻拢体农前消毒:房: I
3在规降j亘在点前方法,确(~消 i
毒#!不结比.且须进行消毒效 |

(|ii帆!jj,在L瓦E-1-M一一一一一一一…茸n盯骗了下一「棋王副←忍耐豆一~否可轩岳rrrm眩目崩

离别 | 销产品 :这丽的泊Ze h协桐,使用叫 l-:飞-ijL~il;ír;~~íi;t;~:;j~'.与附

|说明书画 : 110。在mg/L;有明显均主任主苦奋才,1m织代价[如H[~)~剖11'.i:飞飞:

i I 2.低温冷~;*体表面消 l
i 呻元明显污荣钩i!幸.使用浓l

I I I皮2COOmg/L,衔明曼污和物 i
i I il1.使用浓度40创J ..哩儿。I

I I I 3冷冻耕生非最面消毒:应j
I I ;且用降低冰点的方法.四幅提满 1
I I~刻不制. li~进行消毒纹 |

j I ) r:li'附在j:r放
3卢:, ,6';<", i过手1

乙呈交消说恕:iJ

平tt己的( l'J.
C二H斗。3d ) ø;
tii分数157:,、
21'X,

一12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