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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生文、景强、周鹏、张焰、杨纬华、肖梅良、黎志文、杨志花、曹日文、蒋

青青、梁晟铭、秦益楠、蒙俊、杨寓涵、李思果、翁家柱、张思煌、崔媛媛、罗洒、吴萍、颜方沁、谢

妙琦、苏巍、张旭杰、周哲、胡龙珍、练晓、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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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冻品集中监管仓 应急处置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冠肺炎疫情中，进口冻品集中监管仓开展应急工作的处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进口冻品集中监管仓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28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 50072 冷库设计规范

DB4403/T 131 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228、DB4403/T 13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进口冻品集中监管仓 imported frozen food centralized supervision warehouse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每批抽检全检测、每件冻品外包装全消杀、每件进口冻品全追溯的“三全”

管理要求，对从深圳各港口码头提柜离港并在深圳存储、销售、加工的进口冻品，在其储存、销售、加

工前必须进入的冻品集中监管仓库。本文件中简称为集中监管仓。

3.2

冻品 frozen food

在≤-18℃储存、运输和销售的畜肉、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属于冷链食品的一类。

注：集中监管仓管控的冻品目录清单由相关部门确定。

3.3

冷库 cold store

采用人工制冷降温并具有保冷功能的仓储建筑，为集中监管仓中完成核酸检测和外包装全消毒的进

口冻品的暂时储存场所。

3.4

应急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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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或事件，又称为紧急

情况；本文件中为进口冻品集中监管仓出现新冠肺炎检测阳性结果的货品或人员的应急。

3.5

应急处置 emergency response

按照规定的技术措施和要求对紧急情况下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对进口冻品进行安全无害和减量处理

并对相关人员、环境进行处置的过程。

3.6

Ct 值 cycle threshold value

通过 real-time RT-PCR 技术实时监测反应管中荧光经历多少循环数达到预定的阈值。

注：通过加入荧光基团，使得核酸逆转录复制形成新的DNA链中含有荧光标记，就可以记录荧光数量判断病毒核酸

浓度。病毒核酸浓度越高，荧光强度越高，循环阈值Ct越小。

4 应急处置启动

当初筛新冠病毒阳性经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核为阳性样品时（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结果判定方法见附录 A），立即启动对货品和相关人员的管控措施（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应急处置流程见附录 B）。

5 应急处置措施

5.1 信息上报

5.1.1 进口冻品抽样检测阳性时，经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检阳性后，应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及时报告上级部门（市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和疾控机构），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对同批次

相关阳性货品采取临时封存、工作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处理，并对接触阳性食品人员及时开展相关核酸检

测，并根据个人防护及暴露情况及检测结果决定是否进行隔离或转院治疗，深圳市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阳性货品处置指引见附录 C。

5.1.2 集中监管仓在对工作人员开展日常抽样核酸检测发现阳性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报告

有关部门，封锁园区，限制人员出入，启动人员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预案。

5.2 流行病学调查

集中监管仓出现进口冻品或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阳性时，应配合疾控机构做好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5.3 进口冻品、环境、人员检测

5.3.1 对阳性进口冻品，应完成扩大同批次货品抽样检测和环境样本采样检测，同时对当班作业人员

（可能接触）进行核酸检测，初筛阳性样本应立即送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复核。

5.3.2 集中监管仓出现阳性人员，检测实验室应根据疾控机构意见检测与阳性人员密切接触的人员、

进口冻品以及环境，检出阳性后应立即送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行复核。

5.4 进口冻品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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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核酸检测最终结果为阳性的进口冻品，本批次货品作为阳性样品处置，采取以下无害化处理措

施：

——根据国家有关不合格口产品的处置规定，将本批次进口冻品全部退回其输出国（地区）；

——扩大本批次进口冻品检测范围进行采样检测后，该批次货品经检测仅有 1件进口冻品检测结果

呈阳性，对本件进口冻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销毁，焚烧或填埋；

——扩大本批次进口冻品检测范围进行采样检测后，该批次货品经检测有 2 件及以上进口冻品检测

结果呈阳性的，可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将本批次货品经高温加工制成熟肉制品。

5.4.2 参与相关物品清运工作的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应穿戴防护服或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一次

性手套、医用 N95 口罩、护目镜或面屏、工作鞋或胶鞋、防水鞋套等防护用品。

5.4.3 运输涉疫食（物）品运输车辆应密闭防渗，及时对车辆和相关运输设施消毒。

5.5 相关场所环境消毒

5.5.1 工作场所的消毒

5.5.1.1 相关场所应在疾控机构指导下进行终末消毒。消毒后应再次采集环境样品进行检测评估消毒

效果。

5.5.1.2 在确保消毒效果情况下，应选择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消毒产品。

5.5.1.3 消毒范围应覆盖场所的地面、置物架、墙面、门把手、工具等，宜采用喷雾（洒）、擦拭、

浸泡的方式进行消毒。

5.5.2 冷库的消毒

5.5.2.1 库体、包装物、搬运工具、门把手等，宜采用表面喷雾（洒）的方式消毒。

5.5.2.2 消毒前，应将库房内物品全部搬出，对存放阳性食品的地面，进行喷洒终末消毒。

5.5.3 融冰与污水消毒

冷库的融冰与污水应及时收集，经消毒处理后排放到市政污水管网或外环境。

5.5.4 垃圾和污物消毒

5.5.4.1 涉疫食（物）品产生的垃圾和污物应按医疗废弃物处理，不再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5.5.4.2 应对存放垃圾点进行消毒处理。

5.6 进口冻品追溯

集中监管仓进口冻品追溯码等信息可协助阳性样本涉及进口冻品的追踪溯源，核查问题进口冻品的

购进来源、流转环节及最终去向，核查生产、采购、经营、使用数量，实行严格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5.7 阳性人员的应急

如果集中监管仓工作人员，在阳性食品的检测或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疑似阳性经政府指定具备资

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确诊阳性病例后，应立即上报，按深圳市或广东省的应急方案处理。

6 应急评估与研判

6.1 进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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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监管仓专班应对应急处理进程进行评估，及时提出防控建议。

6.2 分区分级风险研判

根据分区分级实施方案评判疫情发生县区及周边区域低中高风险，并按照程序确定集中监管仓的防

控级别。

7 应急结束与总结

7.1 应急处置结束

集中监管仓专班应根据疫情发展态势，评判疫情防控效果，宣布疫情应急处置结束，并报告上级部

门。

7.2 总结与评估

集中监管仓专班应及时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提出相关防

范和处置建议。

8 应急保障

8.1 基本要求

集中监管仓专班应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做好突发疫情事件的人力、物力、财力、交通运输、医

疗卫生及通信保障等工作，保障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和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集中监管仓专班各组

应急职责见附录 D。

8.2 人力资源

集中监管仓各部门应加强应急防控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提高装备水平。

8.3 财力保障

8.3.1 应保证所需突发疫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资金。

8.3.2 应对突发疫情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8.4 物资保障

应建立健全应急所需疫情防控物资监测网络、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储备、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完

善应急工作程序，确保应急期间集中监管仓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并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

管理，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8.5 基本生活保障

应做好集中监管仓内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8.6 医疗卫生保障

8.6.1 应组建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根据需要及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卫生

应急工作。

8.6.2 应及时为疫情突发地区提供药品、器械等卫生和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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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可组织动员红十字会等社会卫生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工作。

8.7 交通运输保障

应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集中监管仓运输安全畅通。

8.8 治安维护

应加强对集中监管仓范围内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

8.9 人员防护

8.9.1 应指定或建立与集中监管仓人口密度、规模相适应的应急隔离场所，完善紧急隔离管理办法和

程序，明确各级责任人，确保在疫情突发情况下公众安全、有序的转移、疏散及隔离。

8.9.2 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确保人员安全。

8.10 通信保障

应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体系，完善公用通信网，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

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确保集中监管仓通信畅通。

8.11 资源保障

8.11.1 应保障集中监管仓电、油、气、水等资源的供给。

8.11.2 应监测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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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进口冻品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判定方法

A.1 进口冻品新冠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判定方法

A.1.1 具有检测资质的实验室(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初筛检测Ct值<37，立即将样本送政府

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核，如复核结果为阴性则终止处置，若复核结果为阳性应启动应急处置。

A.1.2 具有检测资质的实验室(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初筛检测Ct值在37-40之间，按可疑阳

性看待，立即送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核。

A.1.3 复核结果Ct值小于37，按阳性报告并立即启动处置。

A.1.4 在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核结果报出之前，将初步结果通报所在地农贸市场疫情

防控工作专班(含Ct值、采样时间、采样地点、采样部位、生产企业、产品批号、原产国、国内经销商、

国内经销商地址等信息)。

A.1.5 在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复核结果报出之前，暂不启动向企业和社会通报，但要对

进口冻品和相关人员采取管控措施；待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有复核结果后，做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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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应急处置流程图

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应急处置流程见图B.1。

注1：核酸检测结果Ct值大于37、小于40为灰区，Ct值小于37为阳性或疑似阳性，Ct值大于40为阴性。

注2：初检与复检由集中监管仓内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复检由疾控机构进行。

图 B.1 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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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深圳市进口冻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货品处置指引

C.1 初筛复核

经具有检测资质的实验室（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市场监管部门相关实验室、海关检疫和第三方机构）

检测，初筛显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时，应于2小时内将初筛阳性样本上送政府指定具备资质的检验检测

机构复核，并采取初步应急处置措施。

C.2 结果判定

核酸检测结果应按照下列方法判定：

——阴性：无 Ct 值或 Ct 为 40；

——阳性：Ct 值＜37，可报告为阳性；

——灰区：Ct 值在 37-40 之间，重复实验，若重做结果 Ct 值＜40,扩增曲线有明显起峰，该样本

判断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如使用商品化试剂盒，应以厂家提供的说明书为准。

C.3 结果报告

C.3.1 初筛阳性结果应及时报告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和疾控机构，若初筛Ct值＜33，应同时报

省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和省疾控机构。

C.3.2 报告信息应包括Ct值、采样时间、采样地点、采样部位、生产企业、产品批号、原产国、进出

口商、境外企业名称和注册编号、标注的生产日期、进境口岸和日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国内

经销商、国内经销商地址等。

C.3.3 复核阳性结果应及时通报市级、省级联防联控机制和省疾控机构。

C.4 应急处置

C.4.1 初步应急处置

C.4.1.1 复核结果出具之前，应对发现阳性进口冻品的场所和冻品采取管控措施，直接接触进口冻品

人员采取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C.4.1.2 复核结果出具之前暂不实施货物和人员追溯，视复核结果开展下一步工作。

C.4.2 后续应急处置

C.4.2.1 复核为阴性，应终止应急处置，复核阳性，应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C.4.2.2 人员健康管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直接接触阳性样本货物的人员，采取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在第 1、4、7、14 天采样

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无直接接触阳性样本货物、但 14 天内曾在该发现阳性货物的场所（档口、冷库等）活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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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判定存在暴露风险，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并开展新冠病毒检测，两次核酸检测阴

性（间隔 24 小时）后，解除居家隔离；

——阳性样本货物同批次直接接触人员，经判定存在暴露风险，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并开

展新冠病毒检测，两次核酸检测阴性（间隔 24 小时）后，解除居家隔离。

C.4.2.3 进口冻品货物追踪和处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进口冻品在口岸检出核酸阳性结果，由海关部门监督进口商或其代理人按规定作退运或销毁处

理；

——进口冻品在口岸后其他环节检出核酸阳性结果，由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做好同批次货物市场排查，

督促相关生产经营者立即下架停售，专区封存；做好地区间信息通报，相关设施产品销毁处置

等工作。

C.4.2.4 污染进口冻品无害化处理应采取以下措施：

——对判定为需要无害化处理的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货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冷链货物消毒处理前，如涉及到有冷库、冰箱、冰柜的，由消防部门对冷库、冰箱、冰柜的电

路、电源进行安全检测，确保不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

C.4.2.5 环境消毒应采取以下措施：

——对检出核酸阳性货物所在场所立即开展场所环境采样检测；

——及时对原存放环境进行消毒。

C.5 其他

本文件适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日常监测。如涉及进口冻品与疫情传播有直接关联证据，则按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风险评估另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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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深圳市集中监管仓专班各组应急职责

D.1 深圳市集中监管仓专班各组应急职责

D.1.1 综合协调组：负责统筹上报应急处置的快报、续报、终报；负责协调专班各组、冷库依托企业

和核酸检测依托机构，依据应急处置预案完成人员、产品、环境的管控、抽检、消毒，完成阳性批次进

口冻品的隔离、清运；负责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流程等。

D.1.2 检测消杀组：负责第一时间研判应急处置级别，按照规定组织送样复核及结果确认；负责指导

检测机构对人员、环境、产品开展扩大化抽检；负责组织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定直接接触人员

和指导环境终末消毒等。

D.1.3 预约信息组：负责全数据核查阳性批次相关产品的出入库信息，确定同厂家同品名同批次产品

流向，提供阳性批次相关产品的原始预约、入库、出库单据等。

D.1.4 现场监管组：负责对作业现场的管控，监督运营单位及检测机构按照预案停止或重启作业，监

督运营单位按照要求开展环境终末消毒，协助提供现场作业原始单据或材料等。

D.1.5 交通运输保障组：在集中监管仓停止作业期间，疏导交通，巡逻排堵，做好园区周边流量管控

工作。

D.1.6 后勤与园区疫情防控监督组；负责加强园区疫情防控措施，负责核实直接接触人员的核酸检测

记录、疫苗接种记录及“一人一档”健康档案，负责监督落实直接接触人员健康管理。

D.1.7 冷库依托企业：按照专班的指令，控制现场作业，负责统计直接接触人员名单，配合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完成直接接触人员的隔离工作，配合检测机构开展人员、环境、产品扩大化抽样检测，负责

完成阳性批次相关进口冻品的隔离封存及清运工作等。

D.1.8 核酸检测依托机构：及时上送复核样本并追踪检测结果，按照专班的指令，开展人员、环境、

产品扩大化抽样检测，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配合完成直接接触人员隔离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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