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

麻省安全規範
強制安全規範
除下述 1-3 戶住宅建設和改建專案的規定外，應為每個工地指定專門負責該工地的 COVID-19 官
員（可以兼任衛生與安全官）。
除下述 1-3 戶住宅建設和改建專案的規定外，承包商工地具體專案的 COVID-19 官員還應向業主
代表每天提交一份書面報告。COVID-19 官員應保證承包商及所有分包商充分遵循 B 部分和 D 部
分的要求，包括（COVID-19 施工安全指南）。
A.執法與監督

對於複雜的大型施工專案，市鎮政府可能會額外要求業主制定並提交一份針對工地的風險分析和
COVID-19 強化安全計劃，文件中可包括具體應對該專案或該專案類型特定風險的額外要求。市
鎮政府應審核、批准此類計劃，並可能要求此類專案暫停施工，直至此類風險分析與計劃並獲得
批准。此類 COVID-19 強化安全計劃經核準後，違反計劃的行為將面臨與違反《COVID-19 施工
安全指南》同樣的處罰。
對於由州政府機構或主管部門從事、管理或出資的所有專案，應由專案的公共業主和專案所在地
的市鎮政府共同承擔執法責任。公共專案的業主對遵守和執行規定負主要責任，包括由州政府機
構或主管部門的員工或承包商經常執行工地檢查，這些員工或承包商應熟悉《COVID-19 施工安
全指南》，有權在發現違規行為時強制實施指南規定，並停止現場施工。專案業主要在工地停工
時或發生任何違反《COVID-19 施工安全指南》的行為時，通知工程所在地的市政部門，報告相
應的橋正措施計劃，並應要求提供 COVID-19 官員的每日書面報告副本。雖然公共業主承擔主要
執法責任，但市鎮政府仍有權對不符合《COVID-19 施工安全指南》要求的公共專案採取強制措
施，包括授權命令專案停工，直至制定、批准、實施橋正措施計劃。
市鎮政府有權透過其公共衛生員工、建築檢查員或任何其他適當的官員或承包商強制執行
《COVID-19 施工安全指南》
市鎮政府可能強制實施安全和距離規定，包括如果發現存在多項違反行為，要求業主和/或承包商
保證工地安全，停止施工活動，直至制定、提交橋正計劃並獲得市鎮政府批准。
市鎮政府可能要求複雜大型私人專案的業主向獨立第三方檢查員或檢查公司支付費用（或繳付用
於支付此類檢查費用的賬目）。第三方檢查員應僅對市鎮政府負責，並應負責代表市鎮政府執法。
市鎮政府可能要求私人專案暫停施工，直至確定此類第三方檢查員。

對患病員工到崗零容忍。如果您生病了，請待在家裏！如果您感覺不適，請回家！如果您發現有
人生病，請讓他們回家！
如果有以下任一症狀，您應立即向自己的主管報告（透過電話、短信或電子郵件），並從工作場
所返回家中，如果已經在家，請留在家裏。
B.員工健康防護

如果您發現身邊有出現症狀或抱怨此類症狀的同事，應將他或她的情況報告給其主管（透過電話、
短信或電子郵件），並要求其立即離開專案現場。
COVID-19 典型症狀包括：發熱、咳嗽、呼吸急促和咽痛。
換班前自我認證
開始接班前，每位員工向其主管做出自我認證：
• 過去 24 小時內沒有發熱或體溫超過 100.3 度、咳嗽或呼吸困難等症狀

• 未與被確診為 COVID-19 的人有過「密切接觸」「密切接觸」是指與 COVID-19 檢測陽性的人
共同居住、照料 COVID-19 檢測陽性的人、與 COVID-19 檢測陽性的人在 6 呎範圍內共處約 15
分鐘或直接接觸過 COVID-19 檢測陽性的人的分泌物（如共用食具、接觸咳出的飛沫），同時
表現出有症狀
• 未被醫生或當地公共衛生官員要求自我隔離。
應要求有症狀或無法做出自我認證的員工離開工作現場並就醫，並由其醫療保健提供者做相應檢
測。這些員工在獲得專業醫療人員允許前不得返回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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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暴露於病毒並限制病毒傳播的一般在職工作指南
• 請勿握手
• 經常用肥皂洗手至少 20 秒，或使用或乙醇濃度至少 60% 或異丙醇濃度至少 70% 的酒精類洗手
液
• 除獲得授權者外，承包商或州政府機構當地辦事處向所有人關閉
• 每個工作場所均應制定清潔和消毒程式，並張貼和傳達。這些程式必須涵蓋所有區域，包括拖
車、大門、設備、車輛等，並應張貼於現場的所有入口處和整個專案場地

B.員工健康防護

• 「禁止聚集」政策生效，個人必須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寸的社交距離
• 避免面對面的會議——關鍵情況下，要求面對面討論時必須遵循社交距離要求
• 在可能的情況下，透過電話舉行所有會議。請勿召集 10 人以上的會議。建議利用手機、短信、
網路會議網站和電話會議討論專案。
• 所有工作團隊會議/工間閒聊均應在室外，並遵循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
• 請保證所有員工始終保持至少 6 呎間距，以杜絕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 每次簡要佈置工作/工具箱會議時，都要詢問員工是否有任何症狀，如有症狀則將其遣送回家
• 每個工作場所均應配備 COVID-19 安全指南手冊和洗手說明
• 所有洗手間/移動廁所均應清潔，洗手站必須配備肥皂、洗手液和紙巾
• 所有表面均應定期清潔，包括表面、門把手、筆記本電腦等
• 所有公共區和會議區均應定期清潔並每天至少消毒一次，但最好每天消毒兩次
• 使用您自己的水瓶，勿與他人合用
• 為避免外部感染，建議每人從家中自帶食物
• 請在工休和午餐時段保持社交距離
• 咳嗽或擤鼻涕時用紙巾捂住，然後將紙巾丟入垃圾桶並洗手，如果沒有紙巾，咳嗽時用自己的
臂肘遮住
• 避免用手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 為避免傳播細菌，請你先自己洗手，然後再做清潔工作。請勿讓他人負責搬動、拆包和包裝您
的個人物品
• 有關商務旅行的指引，請參閱州政府的現行州外旅行令。我們不鼓勵雇主要求或允許前往那些
在公共衛生部COVID-19低風險州名單之外目的地的業務相關旅行。如果雇主允許員工前往這些
州旅行並由雇主支付或報銷費用，則應採取措施以確保員工遵守該命令。我們還敦促雇主不鼓
勵其員工前往那些COVID-19低風險州名單之外目的地的休閒旅行。
• 如果您或家人感覺不適，請留在家中！
工作場所風險防範做法

• 每班開始工作前，與所有員工確認身體健康
• 從現在開始，我們將實施 100% 手套政策。所有建築工人均需佩戴防割手套或等同防護用品
• 建議使用護目裝備（防護眼鏡/面罩）
• 在無法達到要求社交距離的工作條件下，應為受影響員工配備個人防護設備，包括適用的標準
面罩、手套和護目裝備
• 所有員工均應單人駕駛車輛至工作場所/停車場。承包商/州政府員工不得同乘一輛車
• 進入無法確定自己是最後一個進入人的機器或車輛時，進入前要保證用消毒液擦拭內部和門把
手
• 在可能情況下，員工應按照 CDC 指南的要求彼此之間保持 6 英寸的距離

• 應盡可能限制多人活動（兩人以上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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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取消窩棚和休息區等工地大型聚會場所，採用限制席位數量的小型休息區，以保證社交距離
• 聯絡清潔人員清潔您的辦公車或辦公空間，並確定他們採用正確的 COVID- 19 消毒程式。將他
們的清潔頻率增加到每天一次
B.員工健康防護

• 每天至少清潔兩次所有高頻率接觸表面，以盡可能減少頻繁接觸區域的病菌傳播。這包括但不
限於桌子、筆記本電腦和車輛

洗手站
• 對於有室外施工場所的所有現場專案，如果沒有現成的室內洗手間可用，則必須安裝洗手站
• 在消防栓或其他水源處安裝帶熱水（如可行）和肥皂的洗手站，供工地所有員工經常洗手之用
• 所有工地員工必須幫助保持洗手站清潔
• 如果員工注意到肥皂或毛巾即將用完或已用完，請立即通知主管
• 在洗手站旁邊放置垃圾桶，用於棄置紙巾/毛巾
盡可能透過以下方式保持自身健康：充足睡眠、飲食均衡、健康膳食、避免飲酒；大量吃水果
請注意：本文件並非取代任何總承包商目前已制定的正式程式

如果這些指南未達到或超過總承包制定的標準，則每個人均應遵守適用的最嚴格的程式
應為每個工地指定專門負責該工地的 COVID-19 官員（可以兼任衛生與安全官）。
承包商工地具體專案的 COVID-19 官員還應向業主代表每天提交一份書面報告。COVID-19 官員
應保證承包商及所有分包商均完全遵循這些指南
違反這些指南的任何問題均可作為暫時停工的依據。將要求承包商提供橋正措施計劃，詳列每個
不合規問題及問題橋正計劃。在業主批准計劃前，承包商不得復工。任何其他不合規問題都可能
影響承包商的預審資格和認證狀態
限制暴露風險
員工應遵守「防止暴露於 COVID-19 病毒並限制病毒傳播的一般在職工作指南」，員工健康、防
護指南和預防指南

此外，承包商應建議員工採用最佳做法，限制在建築工地以外的暴露風險
因休息、午餐或其他原因離開建築工地時，要求在離開工地前用肥皂洗手至少 20 秒，或使用或
乙醇濃度至少 60% 或異丙醇濃度至少 70% 的酒精類洗手液，如果從建築工地前往其他場所，必
須保持社交距離並戴面罩。應鼓勵經常使用洗手液或酒精類洗手液，並應在工作場所提供洗手設
施和/或酒精類洗手液

對於 1-3 戶住宅的建設和改建專案，B 部分應修改為：

C. 1-3 戶住宅的建設
和改建

• 如果工地在任何時段的員工人數為 5 人或更少，則承包商無需為每個工地指定專門負責該工地
的 COVID-19 官員（可以兼任衛生與安全官）。承包商可為市鎮政府的所有此類小型工地指定
一名 COVID-19 官員，該官員應每天與每個工地聯絡，保證承包商和所有分包商均完全遵守此
安全指南。該 COVID-19 安全官員應撰寫一份每日書面報告，涵蓋每個市鎮的所有小型工地，
並製作一份報告副本，應要求提供給市政官員和/或住宅業主
• 如果專案設有洗手間設施/移動廁所，則必須清潔，洗手站必須配備肥皂、洗手液和紙巾。對於
無室內洗手間可供使用的建築工地外場所，承包商必須在消防栓或其他水源處安裝帶熱水（如
可行）和肥皂的洗手站，供工地所有員工經常洗手之用，或為每位員工和分包商提供足量的洗
手液，使他們能夠經常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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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患病員工到崗零容忍。應向員工說明，即使有輕微呼吸感染症狀（咳嗽、呼吸急促、咽痛）或
輕微發熱的員工也不應到崗。在員工被檢測為 COVID-19 陽性或有 COVID-19 相關症狀的情況下，
承包商應立即採取措施限制病毒在工作場所的傳播
D. 員工感染規定

雖然我們理解承包商實施了「工作場所風險防範做法」，包括社交距離規定、使用個人防護設備、
遵守指南等，但我們也認識到在有些情況下被檢測為 COVID-19 陽性或有 COVID-19 相關症狀的
人員會出現在工作場所
立即確定、隔離可能受到感染的人員，這是保護員工、供應商、訪客及工作場所其他人員的重要
措施
確定暴露風險
承包商應指示有 COVID-19 相關症狀的員工立即離開工作場所，並聯絡其醫療保健提供者。麻省
衛生部 (DPH) 或當地衛生局將向與 COVID-19 陽性員工有過長時間直接接觸的人發出相應通知
承包商應與當地衛生局密切合作，確定任何潛在工作場所的暴露風險，包括：
• 與當事人有過密切接觸的其他員工、供應商、檢查員或工作場所訪客
• 用品櫃和指定工作站或工作間等工作區
• 工具與設備
• 休息室和桌子、自動售貨機和衛生設施等共用區
通知和隔離要求
根據法律規定，必須保密員工身份
在知曉感染事件後，承包商必須立即通知指定的 COVID-19 安全官、工地安全官及業主
消毒要求
在有 COVID-19 相關症狀的員工離開工作現場後，承包商應立即採取措施對公共區域和直接工作
場所消毒。包括所有工地上的洗手間設施、休息設施及被感染員工可能密切接觸過的工作場所的
任何其他公共區域
將由經核準執行 COVID-19 消毒的人員使用經核準的設備和材料實施消毒
員工應與被確定的區域隔離，直至完成衛生消毒程式且該區域被認定為可安全使用
重返工作
所有受影響員工均應遵循 CDC 和 DPH 關於重返工作的建議步驟。公共衛生主管部門視為與
COVID-19 病例有過密切接觸的員工，在 14 天內不得重返工作崗位，並應隔離。
因 COVID-19 症狀並經實驗室檢測確定或由醫療保健提供者確診為 COVID-19 而在工作日離開崗
位的員工，在醫療保健提供者或公共衛生官員解除隔離前，不得返回工地。
在所有情況下
• 按法律要求為所有員工姓名保密
• 工作場所清潔期間，其他員工可能被遣送回家，除非醫療保健提供者另有建議，否則將在清潔
後返回工地

• 其他員工如有任何疑問，應聯絡其醫療保健提供者
• 提醒其他員工繼續採取適當的衛生消毒，並隨時注意有無流感類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