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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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19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
挥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对于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部分地区出现零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为强化防控措施，巩固
防控成果，各地要进一步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现就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要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建立日常环境卫生和消毒管理监督制度。
针对复工复产后的生产、生活、购物、交通等环境，采取网格化管理、包片包干，责任到人。
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加大检查力度，对各单位、各场所环境卫生和消毒进行全面评估，开
展查漏洞补短板大排查，即查即改，将环境卫生和消毒措施布置到位、落实到位、效果到位。
二、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治理
（一）规范市场环境卫生管理。以农集贸市场为重点，发动商户对所有摊位进行全面彻
底环境卫生清理和卫生排查，对市场内公厕、水池、垃圾桶、活禽宰杀点等基础设施进行清
扫保洁。及时清运积存垃圾，清除卫生死角，对操作台面、下水道、运输车辆等重点部位严
格落实消毒措施。加强对运输车辆、存储库房、物品的环境和包装消毒，落实实名登记、验
视和可疑物品报告制度。
（二）开展企事业单位环境卫生大扫除。要对车间、厂房、办公室、职工宿舍、食堂等
人员较集中的场所环境进行大扫除，清理积存杂物、废弃物，彻底清理卫生死角，加强场所
内自然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规范空调运行管理与使用。要针对仓库、车间、食堂、
宿舍、地下车库等重点区域采取措施，清除隐患。
（三）强化重点场所环境卫生整治。要对机场、铁路、长途客运、公交、地铁、出租车
场站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开展环境卫生清扫，经常换气通风，科学规范做好日常消毒。超市、
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场所做好公共区域的物体表面清洁消毒，加强洗手、卫
生间等设施的卫生管理，及时清理下水明沟的污水污物，对下水管道、空气处理装置水封、
卫生间地漏等 U 型管定期检查与维护。要抓好小熟食店、流动摊贩、早夜市餐饮点等食品
重点场所卫生管理，及时清理垃圾，确保卫生整洁。
（四）落实社区自主保洁制度。充分发挥物业、居（村）委会等的作用，落实街道社区、
乡村的环境卫生保洁制度，确保有专人负责，定时定点清理垃圾和废弃物，消除卫生死角。
社区要组织群众自己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和公共空间，倡导群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提
升居民文明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充分休息，不随地吐痰，妥善处理
废弃口罩。
三、科学规范消毒
（一）采取科学消毒措施。应当合理使用消毒剂，遵循“五要”，即：隔离病区、病人住
所要进行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医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环境物体表面要增加消
毒频次；高频接触的门把手、电梯按钮等要加强清洁消毒；垃圾、粪便和污水要进行收集和
无害化处理；要做好个人手卫生。遵循“七不”，即：不对室外环境开展大规模的消毒；不对
外环境进行空气消毒；不直接使用消毒剂对人员进行消毒；不对水塘、水库、人工湖等环境
中投加消毒剂进行消毒；不在有人条件下对空气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不用戊二醛对环境进

行擦拭和喷雾消毒；不使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做预防性消毒。
（二）做好消毒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价。各地要确保消毒效果，做好消毒质量控制。所用
消毒产品要合法有效，并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要根据消毒对象的特点，选择可靠的消
毒方法及消毒剂量，采取必要的检测手段，确保消毒效果。对消毒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预
防性消毒和影响大的终末消毒，各级疾控部门要做好消毒效果评价。
各地要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强化对各行各业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落实情
况的监督指导，加强培训与科普宣传，有效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消除疫情传播隐患。
附件：常用消毒剂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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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用消毒剂使用指南
一、醇类消毒剂
1.有效成分
乙醇含量为 70%～80%（v/v），含醇手消毒剂＞60%（v/v），复配产品可依据产品
说明书。
2.应用范围
主要用于手和皮肤消毒，也可用于较小物体表面的消毒。
3.使用方法
卫生手消毒：均匀喷雾手部或涂擦揉搓手部 1～2 遍，作用 1min。
外科手消毒：擦拭 2 遍，作用 3min。
皮肤消毒：涂擦皮肤表面 2 遍，作用 3min。
较小物体表面消毒：擦拭物体表面 2 遍，作用 3min。
4.注意事项
如单一使用乙醇进行手消毒，建议消毒后使用护手霜。
外用消毒液，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易燃，远离火源。
对酒精过敏者慎用。
避光，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密封保存。
不宜用于脂溶性物体表面的消毒，不可用于空气消毒。
二、含氯消毒剂
1.有效成分
以有效氯计，含量以 mg/L 或%表示，漂白粉≥20%，二氯异氰尿酸钠≥55%，84 消毒
液依据产品说明书，常见为 2%～5%。

2.应用范围
适用于物体表面、织物等污染物品以及水、果蔬和食饮具等的消毒。
次氯酸消毒剂除上述用途外，还可用于室内空气、二次供水设备设施表面、手、皮肤和
黏膜的消毒。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消毒时，使用浓度 500mg/L；疫源地消毒时，物体表面使用浓度 1000mg/L，
有明显污染物时，使用浓度 10000mg/L；室内空气和水等其他消毒时，依据产品说明书。
4.注意事项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配制和分装高浓度消毒液时，应当戴口罩和手套；使用时应当戴手套，避免接触皮肤。
如不慎溅入眼睛，应当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对金属有腐蚀作用，对织物有漂白、褪色作用。金属和有色织物慎用。
强氧化剂，不得与易燃物接触，应当远离火源。
置于阴凉、干燥处密封保存，不得与还原物质共储共运。
包装应当标示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
依照具体产品说明书注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有效期和安全性检测结果使用。
三、二氧化氯消毒剂
1.有效成分
活化后二氧化氯含量≥2000mg/L，无需活化产品依据产品说明书。
2.应用范围
适用于水（饮用水、医院污水）、物体表面、餐饮具、食品加工工具和设备、瓜果蔬菜、
医疗器械（含内镜）和空气的消毒处理。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消毒时，使用浓度 50mg/L～100mg/L，作用 10min～15min；生活饮用水消
毒时，使用浓度 1mg/L～2mg/L，作用 15min～30min；医院污水消毒时，使用浓度 20mg/L～
40mg/L，作用 30min～60min；室内空气消毒时，依据产品说明书。
4.注意事项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不宜与其他消毒剂、碱或有机物混用。
本品有漂白作用；对金属有腐蚀性。
使用时应当戴手套，避免高浓度消毒剂接触皮肤和吸入呼吸道。如不慎溅入眼睛，应当
立即用水冲洗，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四、过氧化物类消毒剂
1.有效成分
过氧化氢消毒剂：过氧化氢（以 H2O2 计）质量分数 3%～6%。
过氧乙酸消毒剂：过氧乙酸（以 C2H4O3 计）质量分数 15%～21%。
2.应用范围
适用于物体表面、室内空气消毒、皮肤伤口消毒、耐腐蚀医疗器械的消毒。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0.1%～0.2%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喷洒或浸泡消毒作用时间 30min，
然后用清水冲洗去除残留消毒剂。
室内空气消毒：0.2%过氧乙酸或 3%过氧化氢，用气溶胶喷雾方法，用量按 10mL/m³～
20mL/m³计算，消毒作用 60min 后通风换气；也可使用 15%过氧乙酸加热熏蒸，用量按
7mL/m³计算，熏蒸作用 1h～2h 后通风换气。

皮肤伤口消毒：3%过氧化氢消毒液，直接冲洗皮肤表面，作用 3min～5min。
医疗器械消毒：耐腐蚀医疗器械的高水平消毒，6%过氧化氢浸泡作用 120min，或 0.5%
过氧乙酸冲洗作用 10min，消毒结束后应当使用无菌水冲洗去除残留消毒剂。
4.注意事项
液体过氧化物类消毒剂有腐蚀性，对眼睛、黏膜和皮肤有刺激性，有灼伤危险，若不慎
接触，应当用大量水冲洗并及时就医。
在实施消毒作业时，应当佩戴个人防护用具。
如出现容器破裂或渗漏现象，应当用大量水冲洗，或用沙子、惰性吸收剂吸收残液，并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易燃易爆，遇明火、高热会引起燃烧爆炸，与还原剂接触，遇金属粉末有燃烧爆炸危险。
五、含碘消毒剂
1.有效成分
碘酊：有效碘 18g/L～22g/L，乙醇 40%～50%。
碘伏：有效碘 2g/L～10g/L。
2.应用范围
碘酊：适用于手术部位、注射和穿刺部位皮肤及新生儿脐带部位皮肤消毒，不适用于黏
膜和敏感部位皮肤消毒。
碘伏：适用于外科手及前臂消毒，黏膜冲洗消毒等。
3.使用方法
碘酊：用无菌棉拭或无菌纱布蘸取本品，在消毒部位皮肤进行擦拭 2 遍以上，再用棉
拭或无菌纱布蘸取 75%医用乙醇擦拭脱碘。使用有效碘 18g/L～22g/L，作用时间 1min～
3min。
碘伏：
外科术前手及前臂消毒：在常规刷手基础上，用无菌纱布蘸取使用浓度碘伏均匀擦拭从
手指尖擦至前臂部位和上臂下 1/3 部位皮肤；或直接用无菌刷蘸取使用浓度碘伏从手指尖刷
手至前臂和上臂下 1/3 部位皮肤，然后擦干。使用有效碘 2g/L～10g/L，作用时间 3min～
5min。
黏膜冲洗消毒：含有效碘 250mg/L～500mg/L 的碘伏稀释液直接对消毒部位冲洗或擦
拭。
4.注意事项
外用消毒液，禁止口服。
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对碘过敏者慎用。
密封、避光，置于阴凉通风处保存。
六、含溴消毒剂
1.有效成分
溴氯-5,5-二甲基乙内酰脲，质量分数 92%～95%，有效卤素（以 Cl 计）质量分数 54%～
56%。
1，3-二溴-5,5-二甲基乙内酰脲，质量分数 96%～99%，有效溴（以 Br 计）质量分数
107%～111%。
2.应用范围
适用于物体表面的消毒。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消毒常用浸泡、擦拭或喷洒等方法。溴氯-5,5-二甲基乙内酰脲总有效卤素

200mg/L ～ 400mg/L ， 作 用 15min ～ 20min ； 1,3- 二 溴 -5,5- 二 甲 基 乙 内 酰 脲 有 效 溴
400mg/L～500mg/L，作用 10min～20min。
4.注意事项
含溴消毒剂为外用品，不得口服。
本品属强氧化剂，与易燃物接触可引发无明火自燃，应当远离易燃物及火源。
禁止与还原物共贮共运，以防爆炸。
未加入防腐蚀剂的产品对金属有腐蚀性。
对有色织物有漂白褪色作用。
本品有刺激性气味，对眼睛、黏膜、皮肤有灼伤危险，严禁与人体接触。如不慎接触，
则应及时用大量水冲洗，严重时送医院治疗。
操作人员应当佩戴防护眼镜、橡胶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
七、酚类消毒剂
1.有效成分
依据产品说明书。
2.应用范围
适用于物体表面和织物等消毒。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和织物用有效成分 1000mg/L～2000mg/L 擦拭消毒 15min～30min。
4.注意事项
苯酚、甲酚对人体有毒性，在对环境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处理时，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如有高浓度溶液接触到皮肤，可用乙醇擦去或大量清水冲洗。
消毒结束后，应当对所处理的物体表面、织物等对象用清水进行擦拭或洗涤，去除残留
的消毒剂。
不能用于细菌芽孢污染物品的消毒，不能用于医疗器械的高中水平消毒，苯酚、甲酚为
主要杀菌成分的消毒剂不适用于皮肤、黏膜消毒。
八、季铵盐类消毒剂
1.有效成分
依据产品说明书。
2.应用范围
适用于环境与物体表面（包括纤维与织物）的消毒。
适用于卫生手消毒，与醇复配的消毒剂可用于外科手消毒。
3.使用方法
物体表面消毒：无明显污染物时，使用浓度 1000mg/L；有明显污染物时，使用浓度
2000mg/L。
卫生手消毒：清洁时使用浓度 1000mg/L，污染时使用浓度 2000mg/L。
4.注意事项
外用消毒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易触及处。
避免接触有机物和拮抗物。不能与肥皂或其他阴离子洗涤剂同用,也不能与碘或过氧化
物（如高锰酸钾、过氧化氢、磺胺粉等）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