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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庄工业区防控相关工作任务单 

（2020 年 2 月 17 日） 

 
即日起对标调整对“重点人群”的防控管理措施 

 
 

一、“重点人群”范围及工作要求 

二、对“重点人群”之外新来沪（返沪）人员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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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属重点关注地区（19 城市）的，要求其登录“健

康云”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每日两次体温等）并主动配合社区

的防疫管理工作，不限制其社区出入（除无小区地址的居住证

人员和无有效租房协议的人员），小区保持出入证管理。已隔

离人员以企业商函可予以解除。 

（二）属其他地区的，提示其登录“健康云”进行自我 

健康管理并主动配合社区的防疫管理工作，不限制其社区出 

入（除无小区地址的居住证人员和无有效租房协议的人员），

小区保持出入证管理。 

（三）对其中发现涉“新冠”异常情形的人员，按卫生防疫

的要求处置。电话：34626110 

 

三、全面启用并互认长三角地区（含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告知单》。共含 4 种告知单（“3 解除 1 出院”：《重

点地区人员隔离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病例密切接触者隔离医

学观察解除告知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解除告知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告知单》），由区卫健委负责

指导《告知单》出具工作，对携带并出示《告知单》 者，不限

制其入住酒店、入职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参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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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从事民生类交通运输工作的员工（含铁路、航空、

水运等行业从业人员，以及短期内向疫情重点区域运送物资的

司机、装卸工等提供保障的人员），在核验其工作证件（或单

位证明函、相关工作函等）的基础上，原则上不需采取隔离 

14 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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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区新来沪（返沪）人员居家隔离（自我健康管理）流程图（3.0   版） 

“10 行业”范围（教育、托育、医务、家政、护理以及劳

动密集型企业，物业、快递、公交、出租车行业）； 

重点关注地区系 19 城市。 

新来沪（返沪）人员回小区 

重点关注   

地区 

1、信息登记    非“湖北、10 

2、登录“健康云” 行业、重点关 

注地区” 

湖北接触史或“10 行业” 

要求其做好 

“自我健康管理” 
实施隔离（居家、集中） 

提示其进行 

“自我健康管理” 

小区依托“封闭管理”，暂不对此类人员发放“出门证” 

14 天内限制其不离开隔离点（小区） 不配合 
强行“冲门”等 

小区协助解决 
特殊生活困难 

配合 公安视情“训诫” 

有妨碍、扰序情形 

解除隔离后发放“出门证” 
公安视情依法处理 

回小区条件： 

有本小区地址的居住证，

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在租赁

期间内。 

 

 
1、 信息登记 

2、 签署自我健康管理提示 

3、 登录健康云 

4、 登录工业区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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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我健康管理温馨提示存根（3.0 版，2020 年2 月17 日起启用） 
 

本人承诺：

自我健康管理温馨提示（3.0 版，2020 年 2 月 17 日起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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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三角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重点地区人员隔离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 

（模板） 

 
姓名： 

证件类型：门身份证勹护照口其他： 

证件号码： （必填） 

您为期 14 天（ 年月日一 年月日）的门居家 

集中（必选）隔离健康观察（留验）期已满？根据您的健康状况，现

准予解除隔 离健康观察 3 

后续如您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请佩戴口罩，及时至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感谢您在隔离健康观察 期间对省／本市疫情 防控工作的理 解、 

支持和配合！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负责隔离观察的单位）（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 1. 疫情防控期间，告知单持有人进入长 三角地区 各城市时，应遵照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如实申 报和登记健康 状况信息 令 

么各地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要求持有人采取相应的防控或防护 

措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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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病例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告知单 

（模板） 

 
姓名： 

证件类型：口 身份证 O 护照 口 其他： 

证件号码： （必填） 

您为期 14 天（  年月日一   年月 日）的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期巳满。根据您的健康状况，现准予解除隔离医学   观察。 

后续如您出现发 热、咳嗽等不适症状 ，请佩戴口 罩，及时至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感谢您在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对本省／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 

支持和配合！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负责隔离医学观察的单位）（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L疫情防控期间·. 告知单持 有人进入长二角地区各 城 市时，应遵照 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如实申报和登记健康状况信息。 

2.各地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要求持有人采取相应的防控或防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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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解除告知单 

（模板） 

 
姓名： 

证件类型上工身份证口护照亡其他： 

证件号码； ． （必埮） 

您于  年月日－ 年月 日期间，在我院留观（住院）

隔离治疗。 经诊查 ，现已符合国家《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

方案乃皂似病例排除标准。根据您的健康状况今现准予解除隔离。 

后续如您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请佩戴口罩，及时至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感谢您在此期间，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负贵留观（住院）隔离的单位）（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 : L 疫情防控期间，告知单持有人进入长 三角地区各城市时，应遵照 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如实申报和登记健康状况信息。 

2.各地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要求持有人采取相应的防控或防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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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告知单 

（模板） 

 
姓名： 

证件 类型 :0 身份证 口 护照 亡：其他： 

证件号码： （必填） 

您千 年月  日 一 年月 日期间．在我院住院隔 

离治疗。经诊治，现 已符合《新型冠状 病毒感 染的肺 炎诊 疗方案 ））

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根据您的健康状况，现准予解除隔离出院。

后续如您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请佩戴口罩，及时至就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感谢您在此期间，对我们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负责留观（住院）隔离的单位）（盖章） 

20 20 年 月 日 

 

注 ; L 疫情防 控期间，告知单持有人进入长三角 地区各城市时．应遵照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如实申报和登记健康状况信息。 

2.各地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实际，要求持有人采取相应的防控或防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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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离观察／疑似病例解除告知

和确诊病例出院告知互认说明 

 
施行统一样式的重点地区人员隔离健康观察／病例密切接触

者隔离医学观察解除告知单』以及疑似病例解除和确诊病例出院

告知单．由负责隔离观察的单位或者相应的医疗机构在其悟除隔

离观察、排除疑似或治愈出院时填写、盖章确认。依托公安和卫生

健康相关信息系统．在长三角范围内核查互认。具体要求如下： 

1. 重点地区人员进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时，应携带并出示相

关解除／出院告知单，按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如实申报和登记健康状 

况信息。 

2在 当地 公安和 卫生健 康部门 核实信 息的基 础上，各 地可结合

当地疫情防控实际，要求重点地区人员采取相应的防控或防护  措施。 

3.经公安和卫生健康部门信息核实确认后，重点地区人员可 

在当地入住酒店、入职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附件 5： 

 

对非“教育、托育、医务、家政、护理及劳动密集型企业， 物业、快递、

公交、出租等行业”单位，如提出员工复工申请，请其通过传真、邮件等

方式发函至相关街镇（工业区） 疫情防控办商请（街镇、工业区主动公开

传真或邮箱号）。 

 

商请函基本格式为： 

闵行区***街镇（工业区）疫情防控办： 

我单位系****类型企业，不属“教育、托育、医务、家政、护理及劳动密

集型企业，物业、快递、公交、出租等行业”范畴，兹有员工***（性别*、

身份证号码********，* 月*日由**省**市返沪），其不属 “重点地区

（湖北）新来沪（返沪）应当在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期间的人员”，现按

本市有关防疫工作规定，在你地区***小区（村组）***路***号（弄）***

室配合实施“自我健康管理”等防控措施，现因我单位***业务开展的急需， 

特商请贵办能予协调帮助其尽快返我单位复工（工作地址： 

***区***路***号）。 

我单位保证上述商请事项的真实性，并将严格按照国家防疫工作要求，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对其的防疫管理工作，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此致。 

******单位（落款，盖章） 联系人****，电话****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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