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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作业程序 (SOP) 
#重新开业安全指南 

更新于 2022年 5月 1日 
 
一般要求 
标准作业程序（SOP） 
请确保严格遵守以下条件。 
 

要求 强制条件 
1. 作业时间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根据地方政府 (PBT) 的执照和许可证的条件进行作业。 
 
 
 
 
 
 
 
2. 佩戴口罩 1,2,3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需确保员工以及每一个人在室内空间始终佩戴口罩。2 
B. 员工 与 C. 个人 
i. 在室内空间佩戴口罩。2 
注意： 
1 在建筑物（室外）和开放区域外佩戴面罩是非强制性的，但鼓励民
众尤其是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佩戴口罩： 

- 位于斋月集市、夜市、体育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 
- 有发烧、咳嗽和流感等症状的人； 
- 高危人群； 
- 与老人、儿童等高危人群进行活动。 

2 在室内（包括商场）和公共交通工具（包括网包车）时必需佩戴口
罩。 
3 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允许在建筑物（室内）免戴口罩： 

- 在自己的住宅、酒店房间、住宿房间、公共场所和不涉及与
他人互动的设施； 
- 单独的工作空间； 
- 运动、娱乐和休闲活动，但必须在完成活动后立即佩戴； 
- 吃与喝； 
- 表演活动（唱歌、跳舞、表演）； 
- 演讲； 
- 五岁及以下的儿童； 
- 有特殊需要的人（有某些残疾的人，例如脑瘫或自闭症患
者）；或者 
- 有呼吸系统问题的人（只要他们提交一份经合格医生认证的
医疗报告）。 

3. 通风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根据职业安全与卫生局的《通风和室内空气质量指南》，确保所有
涉及场所，尤其是封闭空间内的场所具有良好的通风和通风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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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强制条件 
 注意： 

1 可游览此链接：Garis Panduan Pengudaraan dan Kualiti Udara 
Dalaman JKKP di https://www.dosh.gov.my/index.php/ms/guidance-
note-on-indoor-air-quality- iaq-during-covid-19-pandemic  

4. 手部卫生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在适当和必要的地方提供洗手的设施，如肥皂和洗手液等。 

5. 场地卫生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定期（至少每天一次）进行清洁或消毒，尤其是在公共区域或经常
接触的设备和表面； 和 
ii. 确保有检查清洁过程的记录。 

 
 
 
6. 新冠肺炎检测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确保员工和每个人的国家测试系统（NTS）1符合新冠肺炎测试要
求。 
ii. 任何医疗机构的医生都必须使用 e-COVID 系统输入个人检测数据，
好让医生进行物理或新冠肺炎检测测试。 
B. 员工 与 C. 个人 

i. 根据网络测试系统（NTS）1符合新冠肺炎测试要求； 和 
ii. 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上报告测试结果。 
注意： 
1请游览此链接：Strategi Pengujian COVID-19 Kebangsaan (NTS) 
KKM di https://covid-19.moh.gov.my/reopeningsafely/nts  

 
 
 
 
 
7A. 有症状和确诊者
的管理与责任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根据卫生部新冠肺炎工作场所管理指南 1 所提供的健康和安全协
议，并管理有症状的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 
ii. 确保 MySejahtera 状态为“高风险”的员工，即新冠肺炎阳性病例
和目前处于居家隔离令 (HSO) 期间的人，不得出现在场所或活动地
点； 
iii. 根据卫生部《公共场所清洁消毒指南》1 执行清洁和消毒过程； 
iv. 如果员工在场所或活动地点出现症状，筛查测试的费用则由场所提
供资金与报销，包括清洁和消毒费用； 
v. 雇主将必须承担新冠肺炎病例隔离和密切接触者隔离的费用。公务
员则以政府不时的通告为准；和 
vi. 接受确诊新冠肺炎的员工采用电子居家隔离令 (HSO)，作为员工正
在接受隔离的证据。 
vii. 如果发现场所内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群的病例，请立即向最近的地
区卫生办公室报告。 
B. 员工 与 C. 个人 
i. 如果新冠肺炎测试呈阳性，请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中报告测试结
果； 和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秘书处 
摘录中文翻译版 
2022年 05月 27日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ReopeningSafely 
Dikemaskini pada 01 May 2022                                                                                     

 

要求 强制条件 
ii. 如果新冠肺炎测试 2呈阳性，则根据卫生部（KKM）的指南进行隔
离。 
iii. 如果 MySejahtera 的状态为“高风险”，即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在
居家隔离令 (HSO) 期间，则禁止进入所以场所或进行任何活动。 

注意： 

1 请游览：garis panduan COVID-19 KKM (Annex 25 dan Annex 36)  

2 请游览：Protokol Kesihatan COVID-19 KKM  
 
 
 
7B. 旅客入境马来西
亚的完整的疫苗接
种管理 1,2,3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通过适当的沟通方式告知旅行者入境的要求； 和 
ii. 确保将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无论是使用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
具者都已完成 MySejahtera 申请，在出发前填写表格，并在搭乘空
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之前获得跨境准证 4。 
B. 员工  
i. 确保将搭乘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前往马来西亚的旅客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中显示跨境准证 4，表明旅客已填写出发前的表
格并上传了疫苗接种证明。 
C. 个人 
i. 旅客在入境马来西亚前必须完成以下项目（例如：登机前/在国
外）： 
a. 下载、注册和激活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 
b. 在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前 7天内，在 MySejahtera 的“旅行者”图标
处填写出发前表格，包括疫苗接种信息以及上传疫苗接种证书。 
ii. 抵达马来西亚后需要做以下事情： 
a. 携带所需资料作为证据或上传至 MySejahtera 以供审核； 
b. 抵达国际入境口岸 (PMA) 时出示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中显示的跨
境准证；和 
c. 通过热扫描仪进行发烧筛查或在出现症状时自行转诊给卫生工作
者，以便在国际入境口岸 (PMA) 的卫生柜台进行进一步检查。 
d. 任何在国家的国际入境口岸 (PMA) 被发现有症状的旅客都将被指示
在抵达后 24 小时内接受 RTK-Ag检测，并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身体检
查。 
注意： 
1 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旅客的具体需求（上述协议以外的要求），以
两国协议为准，请参考交通出行指南。 
2 相同的协议将适用于所有类别的旅行者，包括朝觐、外国工人、海
员/水手、石油钻井工人和日常通勤者/经常通勤者。 
3 已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包括已完全接种疫苗的 18 岁及以上的旅行；
在采集阳性样本之日起 6至 60天内有新冠肺炎感染史的旅行者以及 
17 岁的旅行者年龄及以上则不计疫苗接种状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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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强制条件 
4 日常通勤者在搭乘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之前无需获得跨境准
证。 
 

 
 
 
 
7C. 非完整疫苗接种
者/没有接种最新疫
苗的马来西入境者
之管理 1,2 

A. 各场所负责人的职责 
i. 通过适当的沟通方式告知旅行者入境的要求； 和 
ii. 确保将入境马来西亚的旅客，无论是使用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
具者都已完成 MySejahtera 申请，在出发前填写表格，上传在出发前
2天内所做的 RT-PCR 测试结果，并在搭乘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
之前获得跨境准证。 
B. 员工  
i. 确保将搭乘空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前往马来西亚的旅客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中显示跨境准证，表明旅客拥有： 
a. 已填写出发前的表格；和 
b. 上传了疫苗接种证明和出发前 2天内所做的 RT-PCR 测试结果。 
ii. 仅允许在出发前两 2天内做出 RT-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旅客搭乘空
中、海上或陆路交通工具前往马来西亚。 
C. 个人 
i. 旅客在入境马来西亚前必须完成以下项目（例如：登机前/在国
外）： 
a. 在出发前两 2天内进行 RT-PCR 检测； 
b. 下载、注册和激活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 
c. 在出发前往马来西亚前 7天内，在 MySejahtera 的“旅行者”图标
处填写出发前表格，包括疫苗接种信息以及上传疫苗接种证书（如果
有）和在出发前两 2天内进行 RT-PCR 检测结果。 
ii.抵达马来西亚后需要做以下事情： 
a. 携带所需资料作为证据或上传至 MySejahtera 以供审核； 
b. 抵达国际入境口岸 (PMA) 时出示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中显示的跨
境准证；和 
c. 通过热扫描仪进行发烧筛查或在出现症状时自行转诊给卫生工作
者，以便在国际入境口岸 (PMA) 的卫生柜台进行进一步检查。 
iii. 确保按照相关程序完成以下事项： 
a.抵达后 24 小时内在私人医疗机构接受 RTK-Ag检测，或在私人医生
的监督下进行 RTK-Ag检测。 
b. 在家/酒店/住所接受强制性筛检（根据第 342 法令实施的监督和观
察令）5天； 
c. 每天在 MySejahtera的自我健康评估工具 (HAT) 中汇报自身健康状
况； 
d. 在私人医生的监督下进行 RT-PCR 测试（第 4 天）或专业 RTK-Ag 测
试/自我 RTK-Ag 测试（第 5 天）。 
iv. 对于每天/经常通过陆地边界通勤的旅客，必须遵守交通和旅行指
南 1中规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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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强制条件 
注意： 
1 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旅客的具体需求（上述协议以外的要求），以
两国协议为准，请参考交通出行指南。 
2 相同的协议将适用于所有类别的旅行者，包括朝觐、外国工人、海
员/水手、石油钻井工人和日常通勤者/经常通勤者。 
3 可以在私人医生的监督下进行自我 RTK-Ag 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