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部门

第 2 阶段重新开放指南常见问题解答
场地和活动运营商(更新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
以下是有关俄勒冈州卫生局（OHA）第 2 阶段重新开放指南-场地和活动运营商（场地指
南）的常见问题解答。指南以及这些常见问题解答仅适用于在已批准进行第 2 阶段重新
开放的县内营业的机构。OHA 提供这些常见问题解答，以帮助公众理解该指南，回答利益
相关者的问题并阐明该指南在特定情况下的适用方式。这些常见问题解答可能会陆陆续续
地更新。FAQ 不能代替指南，而是解释、补充和帮助说明指南的细节。

运营
Q1:

聚会/团体限制为十人。这是在场地内举行活动的最多人数，还是一个团体可以容
纳的人数？
A1：场地可以容纳多个聚会/团体。一个场地中的一个聚会或一个团体最多只能有 10
个人。场地和活动运营商不得将多个聚会或团体合并为 10 人一组。超过 10 人的聚
会是禁止的。聚会人数最多为室内 100 人或室外 250 人，室内和室外不超过 250
人；或根据确定的容纳率（平方英尺/容纳人数）而定的人数，包括员工在内，以较
少人数者为准。更多信息，请查阅聚会以及场地指南。

Q2:

场地指南是否适用于会议室？
A2: 场地内的任何房间均需遵守聚会和场地指南。

Q3:

是否会有可供张贴的告示，以便保持合规性？
A3: 是的。OHA 提供的告示包括以下内容：COVID-19 症状，指导有症状的雇员和参
与者/参加者待在家里或者回家，以及列出在需要帮助时与谁联系的信息。这些告示
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告示。

Q4:

是否有可用资金来协助获得在线票务或预订系统？
A4: 否。当前没有可用的资金来帮助获得在线票务或预订系统。

Q5:

场地指南仅适用于公共活动吗？ 什么指南适用于私人聚会？
A5: 场地指南适用于公共和私人活动。本指南适用于主持或推动室内或室外活动
（包括社交、娱乐、文化、市政和基于信仰的聚会）的场地和活动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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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许多场所没有自己的户外厕所。流动厕所是可接受的吗？ 场地可以将一套厕所指
定给某个室外空间用户吗？
A6: 是的。场地可以使用流动厕所。场地运营商必须指派至少一名卫生服务员，其
唯一职责是在活动期间每小时清洁厕所，并在所有活动中确保充足的卫生用品（例
如肥皂、卫生纸、酒精含量为 60-95％的免洗洁手液）。这包括流动厕所的清洁。

Q7:

场地运营商必须在参加者进入场地时筛查其是否有 COVID-19 症状吗？
A7: 否。场地运营商不需要筛查参与者或参加者。然而，要求运营商张贴告示清楚
地列出 COVID-19 症状，指导有症状的雇员和参与者/参加者留在家里或者回家，以
及列出在需要帮助时与谁联系的信息。

Q8:

是否有针对改善暖通空调(HVAC)的具体建议？ 如果升级费用对小型企业来说无法
承受，是否有财务支持来升级 HVAC 系统？
A8: 否。OHA 没有 HVAC 系统升级的建议，也不要求这些。场地运营商必须确保通风
系统正常运行。通过打开窗户和门，使用风扇或其它方法尽可能增加空气流通。如
果打开门窗可能会给雇员或参与者/参加者带来安全隐患，运营商切勿打开门窗。

Q9:

电影院是否可以在第二阶段开放？
A9: 是的。电影院被认为是场地的一种，可以在第二阶段中根据场地和活动运营商
指南重新开放。

Q10: 如果电影院大楼有多个单独放映厅，那么最大容纳人数限制（100 人或根据容纳率
确定的其他人数）是基于每个放映厅或是整个大楼？
A10: 电影院经营者必须遵守场地和活动经营者指南。剧院经营者必须将在同一场
地同一时间举行单独室内活动的所有设施和活动分开。在同一场地参加单独的室内
活动的参与者/参加者不得共享空间，包括洗手间。
Q11: 两次演出之间的剧院清洁有哪些要求？
A11: 剧院经营者必须在演出之间清洁和消毒剧院中人流量大的区域和经常接触的表
面（包括座椅和桌子）。剧院经营者也必须每天至少两次彻底清洁卫生间设施，并
尽可能确保足够全天使用的卫生用品（肥皂、卫生纸、免洗洁手液）。使用环境保
护局（EPA）批准清单中包含的消毒剂，用于杀灭导致 COVID-19 的 SARS-CoV-2 病
毒。尚无产品被标记为用于 COVID-19，但是许多产品会在其网站上提供有关其对人
类冠状病毒效力的产品标签或信息。
Q12: 我们如何确定场地和活动运营商指南是否适用，而不是室内和室外娱乐设施指南？
A12: 商务企业的许多部门可能归属于一个以上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遵
守多个指南文件。要了解最适合您所在行业或商务企业的指南文件，请参阅重新开
放指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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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场地和活动运营商需要记录什么信息以追踪接触者？
A13: 对于任何活动，公共卫生部门都要求活动组织者/运营商记录以下内容：


活动的名称、日期、时间和地点



对于参与者：


姓名



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



座位号或座位区（如果已知）

每次活动后 60 天内必须保留此信息。
Q14: 谁将有权访问参加公共和私人活动的参与者需要维护的联系信息，以及如何将这些
信息用于接触者追踪？
A14: 如果有与该场地/活动经营者相关的 COVID-19 阳性病例，则州或当地公共卫生
部门可能需要活动组织者/运营商提供此信息以进行接触者追踪调查。联系信息将仅
与州或地方公共卫生部门共享，以致电可能接触过 COVID-19 阳性者的人，以提供指
南和支持。追踪接触者将遵循适用的隐私/机密性要求和当前的调查准则。公共卫生
机构获得的联系信息根据州法律是机密的，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公开。接触者
追踪是州或当地公共卫生要求或使用该信息的唯一原因。活动组织者/运营商可以在
活动 60 天后销毁信息。
Q15: 谁负责执行有关场地的第二阶段准则？
A15: 所有与重新开放有关的投诉都应提交给俄勒冈州职业安全与健康（俄勒冈州
OSHA）。俄勒冈州 OSHA 正在与州机构和州长办公室协调，以跟进投诉的处置。
Q16: 场地和活动运营商指南中的“聚会”如何定义？
A16: 聚会是选择聚集在一起的 10 人以下的团体。
Q17: 室内和室外活动都有不同的容纳人数限制。第二阶段场地和活动运营商指南中“室
外空间”的定义是什么？
A17: 在第二阶段场地和活动运营商指南中，“室外空间”是指可能具有临时或固定
遮盖物的露天空间，例如遮阳篷或屋顶，前提是空间四周至少有 75％的面积开放，
可供气流流动。
Q18: 在第二阶段县的电影院是否需要在特定时间停止向顾客提供食物和酒水？
A18: 电影院场地内所有食物和酒水消费必须在晚上 10:00 之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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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和容纳率
Q1:

对于在整个场地中充分分隔空间的设施，每个空间是否可以容纳最多人数，同时
又遵守其它指南要求（即分开的进/出口和厕所、消毒液和洗手池）？
A1：在以下情况下，可在场地内对每个单独的设施/活动采用最大容纳人数规定：

Q2:



场地可以将其设施和活动分开，使在单独设施和活动中的参与者之间没有接
触，



安排分开的进/出口，和



分开的厕所。

顾客桌子与演出区之间推荐的距离是多少？ 室内与室外会有所不同吗？ 歌手和
听众之间是否需要有挡板？
A2: 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顾客桌子和座位都必须距表演者和主持人至少 12 英尺。不
要求挡板，但其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和保障，特别是对于可能长时间表演和用声的
歌手和主持人。如果在室内和室外无法保持至少六（6）英尺的物理距离，则要求表
演者佩戴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罩。

Q3:

您能否区分“聚会”的限制和餐厅的容纳限制？
A3: 在第 2 阶段，餐厅/场地中人数限制为室内最多 100 人或室外最多 250 人，室内
和室外不超过 250 人；或根据确定的容纳率（平方英尺/容纳人数）而定的人数，包
括员工在内，以较少数者为准。应确定每个室内和室外区域的最大容纳率，以便各
方之间至少保持六（6）英尺的物理距离。如果场地/活动经营者在室内和室外举办
单个活动，则最大总容纳人数不能超过 250 人（包括员工）。

清洁和消毒:
Q1:

需要多少个洗手或免洗洁手液站？ 是根据人数而定吗？ 它们需要放置在哪里？
A1：没有具体的数字要求，但是在整个活动期间，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方便地使用洗
手和/或免洗洁手液站。场地运营商必须在整个设施内提供洗手站或免洗洁手液（酒
精含量为 60-95％），供雇员和参与者/参加者使用。场地运营商还应尽可能在入口
处提供免洗洁手液（酒精含量为 60-95％）。

Q2: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彻底清洁和消毒？
A2: CDC 网站上提供了有关如何清洁和消毒表面的特定信息，网址见链接。

Q3:

用纸巾代替吹风干手器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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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没有关于吹风干手器是否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切数据。然而，从卫生的角度
来看，纸巾被认为优于干手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使用纸巾，而
不要使用吹风干手器。

基于信仰的场地
Q1:

针对信仰聚会需要而量身定制的有效座位策略、间距、握手、物理疏离的适
当指南是什么？
A1：除同一家庭外，不建议握手、拥抱和其它身体接触。防止 COVID-19 传播的最佳
方法是保持与家庭外成员的身体距离。我们了解，在身体接触和问候成为文化一部
分的社区中，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对于座位，支持疏离的策略可能包括移除椅子以增加家庭团体之间的间隔。对于座
位固定（例如条凳）的建筑物，隔行座位或使用胶带分隔适当的物理距离也可以是
有效的策略。

Q2:

对于我们信仰活动中的演唱或音乐部分，是否应采取特殊预防措施？
A2: 在合唱团中唱歌与 COVID-19 的广泛传播有关，这可能是因为剧烈的唱歌更可能
导致从喉咙中排出潜在的传染性飞沫。吹奏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可能会带来类似的
风险。在室内唱歌和弹奏乐器时，需要佩戴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罩。如果不能保
持至少六（6）英尺的物理距离，则在户外也需要佩戴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罩。

Q3:



考虑取消合唱团和乐队的表演。



如果表演音乐：


音乐演奏者应自带乐器并在每次使用后对其进行消毒。



确保所有音乐演奏者之间至少保持六（6）英尺的物理距离。



尽可能避免共用麦克风。每次使用后都要对麦克风进行消毒。

是否有关于如何安全地加入圣餐环节的建议？
A3: 如果进行圣餐，则在开始圣餐之前，准备圣餐的人应即刻用肥皂和温水洗手至
少 20 秒钟。


圣餐施者在分发圣餐时必须戴上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罩。所有的圣餐施者都
应在戴面罩后和分发圣餐之前即刻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免洗洁手液。



施者在分发圣餐时应尽量避免触摸受圣餐者的手。



不建议使用共用圣餐杯。如果不能省略从圣杯分配圣餐，应考虑将盘子上的
圣餐分到不同的杯中，而杯与杯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参与者可以在取出
一只杯时不会碰到其他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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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应该建议受圣餐者与他人之间保持至少六（6）英尺的距离。考虑在地板上标记
相关区域以方便进行此运作。

是否有关于活动前后如何对建筑物进行消毒的指南？
A4: 请参考我们此处的一般清洁建议指南。

Q5:

对于拥有保安人员的信仰社区，重新开放服务时是否需要保安人员对人们进行疾
病筛查？ 如果是这样，谁来提供培训？
A5: 信仰社区不需要进行筛查。然而，需要告示提醒人们如果他们有 COVID 相关症
状和/或被认为是特别容易感染 COVID-19 病毒的人群，请留在家中。

Q6:

如果信仰活动重新开放，而脆弱成员（如有潜在基础病的人等）拒绝离开，我们
该怎么办？
A6: 如果可能的话，鼓励被认为更容易受到 COVID-19 感染的人留在家中参加信仰活
动。考虑建议较易受感染的成员，如果他们可以使用互联网流服务或在家中进行视
频通话，则建议他们使用这些服务。如果个体确实来参加信仰活动，强烈建议他们
戴上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罩，并确保始终保持物理疏离。

Q7:

在重新开放计划期间，是否将有/已有针对重大生活事件（婚礼、葬礼、分娩、成
年礼等）提供的持续指南？
A7: 每种信仰传统在重大生活事件上都有独特的做法。虽然我们无法为所有这些提
供详细的指南，但我们鼓励其采用其它环境使用的相同原则，包括物理疏离、彻底
洗手和在适当时使用面罩。

Q8:

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儿童聚会、信仰活动期间的儿童课程、夏令营等的指南？
A8: 请使用学龄日间夏令营指南。
儿童课或其它可以被视为儿童保育的项目必须遵循儿童保育指南 （仅当它们被批
准作为紧急儿童保育运营时）。

Q9: “神圣空间”是为特定宗教目的而分开的神圣区域，例如灵位和庙宇。对于“神圣
空间”很重要的社区，允许某人出于特定目的进入该空间的准则是什么？ 虽然不能
举行聚会，但在公共空间进行较为基于个人的做法如何？
A9: 我们明白，每种信仰传统都具有独特之处，其中包括许多细微的做法、仪式和
礼仪，因此不容易套用所提供的官方指南。在这些情况下，需要保持物理距离，定
期洗手，确保对频繁接触表面进行定期清洁，并需要使用口罩、面部防护罩或面
罩。有关洗手、面罩和清洁实践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此处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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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访问性：对于残疾人或说英语以外的其它语言的人，OHA 可以提供其它格式的信
息，例如其它语言版本、大字体、盲文。请致电 1-844-882-7889，711 TTY 联系 Mavel
Morales 或发送邮件至 OHA.ADAModifications@dhsoha.state.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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