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
COVIDSafe
防疫安全
计划

Chinese (Simplified) | 简体中文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预约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vaccine

http://coronavirus.vic.gov.au/vaccine


您的 COVIDSafe 防疫安全  计划

1. 您的工作场所有防疫安全（COVIDSafe）计划吗？
防疫安全计划是一份健康与安全措施的清单。该计划是您职业健康与安全职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疫情限制令对此也有相关要求。
维多利亚州的所有线下工作场所* 必须为每处工作场地制定防疫安全计划，并在授权官员（Authorised Officer，简
称AO）要求时向其提供计划清单。每个工作场所都必须保存一份计划副本。
您的计划应详细描述您将如何确保您的员工、成员、顾客及社区的安全。该计划也能帮助您为工作场所出现新冠病例的
情况做好准备。
* 本文件中提到的工作场所指的是所有单位企业（例如零售商店、餐厅与办公室）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例如童子军团体、
体育团体与社区团体）。

2. 你的工作场所符合防疫安全（COVIDSafe）规定吗？
您的工作场所必须：

 – 在您的防疫安全计划中记录好如何在您的工作场所应对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包括：
• 您的工作场所中适用哪种口罩或个人防护用品的规定；
• 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新冠病毒传入工作场所的风险，包括非强制性防疫安全建议，例如通风、接种疫苗、保
持社交距离或工作场所安全圈的规定；

• 在员工出现新冠症状或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时的应对流程；
	– 如有相关规定，应该查看并记录好员工的疫苗接种情况；以及

	– 遵循任何其他适用于您工作场所的规定。

欲查询在维多利亚州政府的疫情限制令下，您的工作场所须遵循哪些防疫安全规定，请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how‑we‑work‑current‑restrictions。

3. 为了在您的工作场所降低新冠疫情的风险，您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在您的工作场所降低新冠传播风险：

 – 鼓励员工在有规定以及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佩戴口罩，口罩应该覆盖住口鼻、下巴和侧脸
 – 落实环境卫生程序，例如清洁/消毒以及提供免洗消毒液
 – 增加空气流通，减少空气再循环。

4. 您的员工知道您的防疫安全计划吗？
您的员工必须遵守防疫安全计划，所以让他们理解该计划的内容非常重要。向员工征求意见，包括您的健康与安全代
表，并为他们提供培训。确保他们能够方便地查阅计划副本。这样可以保证您的计划得到落实，并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得
到修改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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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多利亚州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授权官员（Authorised Officer，简称	AO），包括被任命为授权官员的工作安全局巡
查员（WorkSafe Inspector），都可以要求检查您是否为每个工作场所都制定好了防疫安全计划，并落实了所有计划
规定。如果	AO 有指令，您就必须对您的防疫安全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如果未能遵守该指令，则可能会面临法庭诉
讼与罚款。

6. 可在以下网页获取适用于您工作场所的告示、海报和模板：
coronavirus.vic.gov.au/signs‑posters‑and‑templates

可在以下网页获取不同语言版本的防疫安全计划模板：
coronavirus.vic.gov.au/covidsafe‑plan#covidsafe‑plan‑in‑languages‑other‑than‑english 。
要获取不同语言版本的信息，也可以致电维多利亚州商业热线（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电话 13 22 15。
您可以获得援助与支持。如果您对评估中得到的任何结果有所担心，例如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或无法落实的改进要求，
请联系您当地的公共卫生工作组（local public health unit，简称	LPHU）。
如果出现接触病毒或疫情爆发的情况，并且您需要获得援助，也可以联系	LPHU：

 – Albury Wodonga – phu@awh.org.au

 – Grampians – phu@bhs.org.au

 – Barwon – phu@barwonhealth.org.au

 – Loddon Mallee – phu@bendigohealth.org.au

 – Goulburn Valley – phu@gvhealth.org.au

 – Gippsland – phu@lrh.com.au

 – South East – SEPHU.TRACE@monashhealth.org

 – Western – wphu@wh.org.au

 – North Eastern – NEPHU@austin.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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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下列措施，确保员工与顾客的安全

机构名称 .........................................................................................................................................................................................................................................

商业名称 ......................................................................................................... ABN/ACN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地址 ...................................................................................................................................................................................................................................................

审核日期 ......................................................................................................... 下次审核日期................................................................................................

雇主签名表示其认同在疫情限制令下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姓名 ................................................................................................................... 签名 ...................................................................................................................

工作职务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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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场所出现新冠病例的应对措施做好记录
规定 采取的措施（请填写您的回答）

一旦出现新冠症状，员工需要接受检测，且不得
出勤。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员工，如果在传染期到访
过工作场所，则必须遵循以下网页中列出的规
定：coronavirus.vic.gov.au/checklist‑cases

一旦了解到您的工作场所出现新冠病例，
您必须遵循以下网页中列出的政府规定：	
coronavirus.vic.gov.au/case‑workplace

如果您需要有关以上任何步骤的帮助，请联系卫
生部，电话 1300 651 160。

您的员工是否知道，一旦出现新
冠症状，就需要接受检测并进行
隔离？

您的员工是否知道，他们必须列出
工作场所的社交接触者？

如果工作场所有员工出现了新冠
症状，或出现了新冠确诊病例，谁
负责通知其他员工？

谁负责通知您的健康与安全代表？

谁负责记录采取了什么措施？

您是否知道，如果您的工作场所出
现了病例，需要在什么时候通知卫
生部？谁负责通知卫生部？

如果您或您的员工需要隔离，您的
工作场所将采取哪些应对办法？

建议 采取的措施（请填写您的回答）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考虑将员工分组排班（即工
作场所安全圈）。
避免在换班时出现人员混杂的情况。

您是否对员工进行了分组排班？

换班时是否会出现人员混杂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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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接种疫苗对工作场所安全起到的作用
规定

某些工作场所的员工必须接种疫苗，才能在家外或特定机构（例如医疗保健机构）工作，除非存在例外情况。如果您的员工或工作场
所需要遵守接种疫苗的规定，请查看并记录疫苗接种证明或有效的医疗豁免。
请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worker‑vaccination‑requirements，查看最新的信息和规定。

建议 采取的措施（请填写您的回答）

考虑一下，制定疫苗接种政策能否持续确保您的
员工免得重症。

是否存在规定或政策，要求您查看并记录员工的疫苗接种情况？如果是：

谁负责检查您员工的疫苗接种	
情况？

您将如何管理接种情况记录？

如果您的工作场所包括了多处工
作场地，您将如何管理接种情况记
录——集中管理或按地点管理？

在有规定时佩戴口罩或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以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
规定 采取的措施（请填写您的回答）

确保所有员工都遵循当前有关口罩的规定。
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
face‑masks‑when‑wear‑face‑mask，获得
最新的信息和规定。
在敏感或高风险环境中，推荐使用个人防护用
品（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简称	
PPE）。

员工是否知道您工作场所中有关
口罩的规定？

谁负责确保员工了解正确佩戴口
罩的方法以及何时需要佩戴口罩？

如果规定佩戴，谁负责为员工提供
口罩？

建议

如果有佩戴口罩的规定，每个口罩最长可使用四小时，然后需要更换新口罩。
按规定应使用	N95/P2 口罩的员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密合性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为员工配备呼吸器类口罩（respirator 
mask）。员工也需要知道每次佩戴时应如何进行密合性检查。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http://coronavirus.vic.gov.au/worker-vaccination-requirements
https://www.coronavirus.vic.gov.au/face-masks-when-wear-face-mask
https://www.coronavirus.vic.gov.au/face-masks-when-wear-face-mask


您的 COVIDSafe 防疫安全  计划

D
J

P
R

13
76

5
_0

72
2

Authoris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7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建议 采取的措施（请填写您的回答）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可以降低新冠病毒在工作场所
的传播。
改善方式有：
	– 开窗
	– 打开过道和走廊上的门
	– 调整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h e a t i n g ,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简称
HVAC）系统或空调设备的设置，增加室外
空气的占比。

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ventilation，
获得有关在工作场所如何改善通风系统的信息。

门窗可以打开吗？

是否可以开启吊扇或壁挂式空调
设备，以增加空气流通？

您是否定期保养	HVAC 系统，包括
对过滤装置进行升级？

您是否可以使用移动式过滤装置
来补充清洁的空气并降低病毒颗
粒的浓度？

如果使用了空气净化器，是否会定
期保养？是否制定了相关政策来规
范净化器的使用？

请务必在以下网站查看最新指示	CORONAVIRUS.vic.gov.au

根据我们隐私政策的规定，您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得到保密，并仅用于指定目的。欲知有关隐私政策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business.vic.gov.au 或联系维多利亚州商业热线（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电话：13 22 15。

如欲获得有关防疫安全计划的帮助：

请访问	CORONAVIRUS.vic.gov.au/covidsafe‑plan

请致电维多利亚州商业热线（Business Victoria Hotline），电话：13 22 15，可提供口译服务。

http://coronavirus.vic.gov.au/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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