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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疫情
防控要点



(3) 山东疫情：
       6月 30 日山东青岛报告一起新的本地疫情，新增 13 例感染者，均为重
点人员筛查发现。山东近期最后一例感染者的报告 者为 6 月 5 日，已连续 
25 天没有新增报告感染者。
       30日新增感染者均为某公司进口冷链货物仓库工作人员，6 月 28 日前
核酸每日一检，均 为阴性。
       流调显示所有感染者均为闭环管理，但多人存在社会活动， 提示闭环管
理未严格实施，社区传播风险较高。 
目前感染者有进口冷冻食品 (冷冻鳕鱼) 暴露史，本起疫情的来源可能与冷链
有关。测序 结果显示，报送的 10 例病例 (69~70 个突变位点) 与 1 份环境
样本 (68 个突变位点) 同源，共享 68 个突变位点，属于 VOC/Omicron 变 
异株 (BA.2 进化分支) 。



1、做好境外疫情输入“人、物、环境”同防工作；

2、进一 步加强入境人员、入境物品和口岸直接接触

入境物品人员管理；

3、落实口岸城市疫情监测预警，有效防范疫情输入

风险



入境人员管理一 入境物品管理二

口岸进口货物直
接接触人员管理

三 边境口岸城市
疫情防控

四



一、入境人员管理

（一）入境人员转运

（二）入境人员管理

（三）入境人员信息沟通与共享



（一）入境人员转运

1.口岸所在地联防联控机制指定相关机构及时将海关部门检疫发现的确诊病例

（染疫人）、疑似病例（染疫嫌疑人）、有发热等症状的人员，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排查分诊。 转运要求和工作流程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 运工

作方案（试行）》执行。

2.将密切接触者和非“四类”人员转运至指定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转运过

程中做好被转运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

3.在入境人员转运中，各地应落实各环节责任人，规范操作流程、明确工作要求，

确保闭环式交接转运和无缝对接, 防止发生转运过程中脱管、失控等问题。



（二）入境人员管理

1.入境
“四类”
人员管理。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根据病情分类诊治。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者，定点医疗机构要采集其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测，

结果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者按照确诊病例处理，阴性者需进一步排查流感、

疟疾、登革热等其他疾病，并进行相应治疗。

    密切接触者入境后实施“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管理措施，

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在3天居

家健康监测的第3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做好体温和症状

监测，不外出，如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1.入境“四
类"人员管理。



（二）入境人员管理

    对入境的非“四类"人员，如经医疗卫生机构判定为无症状感

染者的，及时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集中隔离，观察病

情进展。

    对入境人员实施“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管理措施, 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7天各开展一

次核酸检测。在3天居家健康监测的第3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期间做好体温和症状监测，不外出，如就医等特殊情况必需外出

时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2.入境非
“四类"人
员管理。

2.入境非
“四类"人
员管理。



（二）入境人员管理

    集中隔离点检出阳性，应尽早（复核确定后2小时内） 将阳性

人员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分类诊治，迅速排查隔离点交叉感染的

风险，发现并管控风险人员，及时开展终末消毒。

    如发现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地解除集中隔离时核酸检测阴性，

到达目的地后核酸检测阳性时，第一入境省份疾控机构应及时组

织对相关核酸检测试剂、标本采集质量和集中隔离点管理等情况

进行调查，分析评估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2.入境非
“四类"人
员管理。







（二）入境人员管理

    对所有入境阳性检出人员及时进行调查，并采集个人基本信息、

疫苗接种及病毒基 因分型等信息，参见附表13-l。3.入境阳
性检出人
员信息收
集。





（三）入境人员信息沟通与共享

    加强卫生健康、外交、海关、移民、交通运输、民航、 铁路、公安、

工信（通管）等部门工作沟通协调，共享入境人员相关信息。

    入境人员解除隔离前，第一入境地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应及时将入境人

员姓名、身份证号或护照号、手机号码、来源国家和地区、入境时间、

解除隔离时间、拟去向地址等信息推送至目的地省级联防联控机制，确

保人员信息及时共享、人员及时管控、疫情及时处置。



二、入境物品管理

（一）进口冷链食品管理

（二）进口非冷链物品管理

（三）阳性物品及接触人群处置



（一）进口冷链食品管理

1.对进口冷链食品适当进行抽样检测。在进口冷链食品与境内人员首次

接触前，实施预防性消毒处理，避免消毒对食品产生污染，避免重复消

毒。具体工作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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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55号）要求执行。

2.进口冷链食品入境量较大的口岸城市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设集中

监管仓，对进口冷链食品入库统一消毒、统一检测。严格进口冷链食品

境内生产、流通、销售全程防控和追溯管理。



（一）进口冷链食品管理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食品安全自查、追溯管理、人

员管理、索取核酸检测报告和消毒证明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做好进

口冷链食品内外包装、贮存场所、生产加工设备等清洁消毒。

      各地结合实际利用溯源码、信息追溯平台等手段，实现进口冷链食品

全链条信息化追溯，具体工作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冷链食品追溯 管理工

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63号）要求执行。



（二）进口非冷链物品管理

    根据进口非冷链物品来源国家（地区）疫情、物品类别和特征、

运输方式和时长、装卸方式等，研判进口非冷链物品被污染的风

险等级，分级分类采取预防性消毒或放行措施。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避免重复消毒和增加不必要作业环节。



（三）阳性物品及接触人群处置。

    在进口冷链食品的流通、销售等环节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物品后，对相关物

品临时封存、消毒处理，对工作区域进行消毒处理。

     对于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冷链食品，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冷链食品

分级分类处置有关要求进行处置。 

    对阳性物品的来源地与同批次物品的流向地通报信息。

    对接触同批次阳性物品的从业人员进行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

其中接触频次较高的从业人员采取7天居家健康监测，在第1、4、7天各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



三、口岸进口货物直接接触人员管理

（一）制定管理制度

（二）强化核酸检测

（三）落实闭环管理和定期轮班



（一）制定管理制度

      加强口岸进口货物直接接触人员所在单位主体责任意识，加强从业人

员健康教育，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掌握相关防护技能，自觉落实相关防

控要求。 

      对高风险岗位人员登记造册，严格落实相关人员规范防护、闭环管

理、高频次核酸检测和每日健康监测零报告等措施。



(3) 山东疫情：
     6月 30 日山东青岛报告一起新的本地疫情，新增 13 例感染者，均为重
点人员筛查发现。山东近期最后一例感染者的报告 者为 6 月 5 日，已连续 
25 天没有新增报告感染者。
    30日新增感染者均为某公司进口冷链货物仓库工作人员，6 月 28 日前核
酸每日一检，均 为阴性。
    流调显示所有感染者均为闭环管理，但多人存在社会活动（但多人存在社
会活动，轨迹涉及超市商店、餐馆、市 场、KTV、购物街、路边摊、加油站
等场所）， 提示闭环管理未严格实施，社区传播风险较高。 
目前感染者有进口冷冻食品 (冷冻鳕鱼) 暴露史，本起疫情的来源可能与冷链
有关。
--------急需围绕新增感 染者的风险人群和风险点位进行全面排查，推进流
调溯源分 析，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做好涉疫厂区及相关产品追溯及应 急处置；
加强相关重点从业人员培训和管理。



(4) 湖北疫情：湖北武汉市30日报告一起新的本地疫情，新增 2 例
感染者，均在武汉市黄坡区天河国际机场，为重点人员筛查发现。 30
日新增 2 例感染者均为天河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其中，1 例为境外 航
班搬运工，自 5 月 10 日起全程闭环管理；另 1 例为境外货物转运对
接及消毒人员，自 4 月 18 日起全程闭环管理；两人均通过每日常规
筛查检出阳性，最后一次阴性时间均为 6 月 28 日，近期均执行 6 月 
23 号、6 月 26 号韩国入境货运航班出境货物装机工作，其中 1 例 6 
月 28日执行比利时入境货运航班消毒及监督货物装机的工作。

因 2 人均全程闭环管理，疫情外溢风险基本可控，在其共同作业和
密接人员中存在疫情续发风险。

需尽快全面排查风险点位及风险人群，尤其是机场范围内风险排查；
对机场闭环管理工作进行梳理，研判外溢社区风险； 尽快完成基因测
序比对分析。



（二）强化核酸检测

    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高风险岗位人员每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对其他工作人员每周开展两次核酸检测，可根据当地疫情风险，

适当扩大重点区域和人员核酸筛查范围。



（三）落实闭环管理和定期轮班

    相关人员闭环管理期间，不得与非闭环管理人员接触。 

推广“X+7”（X天封闭管理作业+7天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的作业模式，做好轮班工作。

隔离期间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四、边境口岸城市疫情防控

（一）落实属地主体责任

（二）严格口岸疫情防控



（一）落实属地主体责任

口岸所在地建立口岸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建立口岸防控专班，落实属地和部门责任，

明确各环节职责分工和责任人，

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要求，

加强疫情输入风险研判，

动态调整口岸检疫措施，

实现口岸核心区整体运行的闭环管理。



（二）严格口岸疫情防控

    严格口岸闭环管理，落实“人货分离、分段运输、封闭管理”防控措施。

督促跨境运输企业落实“人货分离、分段运输”的要求，实行甩挂、接驳、

吊装等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

    对跨境货车司机全流程的闭环管理，控制入境人员数量，实行备案管理。

对入境人员实行固定人员、全程免疫接种，每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港澳除

外）等远端防控要求。

 对入境人员停留区域和所接触物品做好消毒。



严格口岸疫情防控

    口岸高风险职业人员登记造册，人员固定，督促其做好个人防护，根

据风险规范佩戴N95/KN95颗粒物防护口罩、 防护面罩、手套等防护用

具。工作期间工作人员要求集中住宿、闭环管理、点对点转运，隔天开展

一次核酸检测，实施每日健康监测零报告，避免与家庭成员和社区人群接

触。

    采取轮班制，轮班休息前或离开工作岗位前，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并规范开展7天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原

则上完成同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严格口岸疫情防控

 严格车辆和货物消毒，对载货工具外表面、货物装载外表面、装

卸人员可能手接触部位，包括车辆驾驶室、高频接触部位，采取

严格消毒措施，避免出现消毒死角。

落实入境货物“批批检”和消毒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