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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离子群安装于中央空调的位置。

(槟城5日讯）我们抗

楊永年、劉雯詩

疫抗了一年，保持一公尺人

2.净离子群安装于分体式空调的位置:，

身距离、戴口罩、量体温、

3.净离子群及紫外线C D

用免洗消毒液洗手，是不断

4.梁孙敏博士是循循集团抗疫工作队伍的
领导人，也是一个拥有逾50年经验的生物
医学科学家。

被强调的4大措施。不过，
或许我们忽略了空调（冷气

5.紫外线C安装于空气处理机组的回风管。

机）这一件事。

6.操作机器的位置隔开1公尺距离，也用
有机玻璃板隔起来I。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大
马第三波疫情一共发现852
个感染群。从去年9月20日

照片由主辦單位、主講人提供

至今年2月12日，国内共有

建議由主管組成

527个职场感染群，确诊冠

抗疫工作隊應涉各部門

病者迖7万8906人。
单是今年2月19至25日

孙敏认为，企业该正视冠病疫情
的缓解策略，不止是因为出现感
染群可能被勒令关闭而亏损了几天的收人，
更重要的是会伤害公司的声誉，尤其是食品
业，更影响人们对产品的信心。
为此，循循集团成立了抗疫T作队伍，
由他亲自指挥。抗疫工作队需掌握来自卫生
部消息和指南，也要经常联络政府或执法
部门，确保跟得上最新的标准作业程序和法
规。与此同时，还要掌握国际和国内最新疫
情和抗疫研究成果进展：
他建议抗疫工作队由高级管理层和所有
部门主管组成。有些公司或许会把这个责任
交由人力资源部负责或安全部门负责，而其
他部门没参与以致效果不佳。

一周内，国内就有66个新
增感染群，当中85%来自职
场。
冠病病毒会传染，其中
-个原因是空气中含有病毒
的飞沬，飞沫进入了人的口
鼻、肺部。因此，除了为职
场中的职员常接触的物体表
面消毒，职场中的空调管理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尤其
是办公室、工厂这类封闭的
工作空间。
问题是，政府并没有针
对这一点制定指南或标准作

丨冓設備口罩消毒劑等

业程序。

防疫開銷有必要

•

循集团在槟城和巴生西港共有13
间丁厂和办公室。过去•年，投人
抗疫的包括一次性6万令吉添购防疫设备，
以安装净离子群净化器、紫外线C、铺设新
办公室、电缆和空调、员T宿舍和家具等。
另外，还有每个月5万令吉开销，购买
口罩分派给员工、ViriomS消毒剂、额外的
员T住宿费和巴士费等。以13间T.厂而计，
平均每间丁厂每月多开销不到4000令吉：
梁孙敏认为，防疫措施的开销是必要的，
实际上也相气合理，不影响公司运作成本。

讲座由许子根（上排左）主持，梁孙敏(中排左）主讲。

7.载送员工的巴士内间隔而坐，保持人身距离。全程打开
窗户，不开冷气，确保空气流通。
8.小型办公室可以使用便携式净离子群器
9.换班控制在15分钟内完成，不允许早到的员工入内，以
免不同班次的员工接触时间过长。

-m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SECTION: NATION PAGE: 8 PRINTED SIZE: 1530.00cm²
MARKET: Malaysia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6,364.00 ITEM ID: MY0043054098

REGION: KL

06 MAR, 2021

Air conditioner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pandemic at workplace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Page 2 of 4

ATttitfttf fftttf tfffff t-ftfi-f

p管疫苗接种计划首个阶段已在国内展开，不过，梁孙敏
认为，这对未来10个月的情势助益不大：此时只能持续
严厉执行防疫措施。
根据政府公布的计划，18岁以上群体将于第3阶段（今年5月
至2022年2月)期间接种疫苗。
他说，该公司大部分员工是年轻人，这群体要等到年底或明
年才能接种。这期问T作场所的防疫工作仍充满挑战，公司也付
不起因为出现交叉感染而被迫暂时关闭的代价。
“试想想，若是你每天赚100万令吉，关闭7天就损失700万
令吉如果公司•再出现交叉感染，或一再被勒令关闭：损失的
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影响公司的声誉。”

t

續嚴厲執行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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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員工料年底才接種

*

n I劳住宿方面，该公司根据2019年T人宿舍及设施最低标

y r准法令第446条文，提供劳工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该公司宿舍分别设置在3个徒步距离无法抵达的地点，以方
便管理。而在疫情下的今天，这种做法就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梁孙敏说：“假设其中-个宿舍有人染疫，起码其他两个宿
舍里的员T可免于感染 c “
这种分散风险的做法，也运用在工厂运作层面，以便把各部
门停止运作的可能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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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分設3地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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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基本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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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敏说，在丁作时间内公司可要求员工遵守纪律，但公
K司对员工在外的私人生活则无权也无法管制。
“与其去责怪谁参与了婚宴、派对而染疫，不如审视公司本
身有没有严格防疫。若创设良好的追踪系统，就算有确诊者来到
公司，也不会发生交叉感染。”
他说，持续教育和提高员工防疫意识非常重要，该让他们了
解维护公司的共同责任。人人的举动都牵动着公司，若是公司被
关闭，员工的生计也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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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司是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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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員工防疫意識

要有效防止冠病
传播，必须立亥ij
切断第1和第2组
的密切接触者的
感染链。

要有效防止冠病传播，必须立刻切断第一和第二组的
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链 Q
部分防疫措施
遵守3W和3C守则
将每个部门的部份员工移去其他部门，避免某个部门无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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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个部门的部分员工移去其他部门，避免某个部门
无法运作。
个人密切接触者的每日接触史
•本公司内部创建一个密切接触者的每曰接
触史，用于记录员工在工作时间内所密切
接触的人。这表格可以是电子表格。
•密切接触者的定义是依据卫生部指南。
•员工必须每天记录自己的密切接触者。
• 一旦公司中有任何人成为第1组或第2组，
需要取回员工过去14天的密切接触记录，
以进行风险评估。
‘由于交叉感染可能发生在公司外部，如果

员工与COVID-19确诊者或任何第1、2或
3组人士有密切接触，员工必须向管理层
报告。

公司内部可创建一个密切接触者的日接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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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病毒傳播率

增空調每小時換氣次數
循集团执行董事拿督梁孙
循 敏博士在宏愿开放大学主
办的“2019冠状病毒病在T.作场所的
缓解策略：如何预防Ctwid-19在T.作
场所传播以避免工厂关闭”讲座上，
提出的-•个重点是运用技术和T程方
法，提高空调每小时换气的次数，及
净化空调系统以预防病毒传播。
这场线上讲座会由宏愿开放大学
理事会主席丹斯里许子根博士主持。
梁孙敏是循循集团抗疫工作队伍的领
导人，他主掌该年销15亿令吉的集团
董事经理逾40年，出任南华医院的董
事已30年，也是-个拥有逾50年经验
的生物医学科学家。
梁孙敏说，-般中央空调的新鲜
空气摄入S占总气流的10至20%,新
鲜空气每小时的换气次数是1至3次，

但庄这种情况下，病毒传播的相对风
险率只是降低40至78%:

可装紫外线c及净离子群净化
“如果要降低90%的病毒传播风
险，每小时换气次数必须达到4.5次。

不过，这对大多数丁I 一和职场而n是
很难做到的，因为冷却和/或气流不
足o ”
他说，另•个替代方案是安装紫
外线C ( UVC Light)和净离子群净化
器(Plasma Cluster Ionizer ) ， 来 处 理
空调系统中的冋风。这样_ •来可以将
病毒载量减少99%以上：、远紫外线C
(222 nm)可以安全有效消灭由空气
传播的冠状病毒。
“这将使循环空气无病毒，而空
调每小时换气次数等于10次以上 : ”

阻斷感染鏈

须建追蹤程序評估風險
家公司有必要建立和执行追
踪员T.与冠病患者密切接触
的程序，为阻断感染链设下坚固防线。
基于80%的年轻人感染后并无症
状，或H出现轻微症状，梁孙敏说，
在防疫工作上，需要预设每一位员工
都可能是潜在的冠病传播者。
他说，因为不可能防止任何潜在
感染者进人TJ
就得防止无症状者
在职场传播病毒给其他人：
除了遵守卫生部指定的基本
3W守则：勤洗手（wash ) 、 戴 口
罩(wear
)和提醒他人（warn )，
以及3C守则，避免拥挤（crowded
place)、密闭空间(confined
spaces ) 、 近 距 离 交 谈 （ c l o s e
conversation )，最重要的步骤是追踪
密切接触者和评估风险。
他说，公司有必要建立追踪程
序，确保员T在必要时交出在职场内
的每日接触史。卫生部亦规定，确诊
者须交出过去14天接触史记录。
"-P公司有员.T跟第一和第
组密切接触者接触，需调取过去14天
接触史记录，用来评估风险。”

每

他说，密切接触的定义是指少于
1公尺的距离超过15分钟，以及同处
-间冷气房超过2小时。员工每天H
要花_ -点时间记录这类接触，R前该
公司是使用纸本填写
根据卫生部定义，所谓第一组
即是冠病确诊者。第二组是与第一组
(确诊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第厂组
是与第二组有过密切接触者。至于第
四组，是与第三组有过密切接触者。

员工自行保管接触史记录
每日接触史记录会不会有隐私方
面疑虑呢？他说，所有记录都是由员
t自行保管，不需上缴，n的是追踪
跟确诊者的密切接触，以便在发现感
染状况时，能立即采取隔离等措施，
第一时间阻断感染链。
“部门主管有责任突击检査，抽
查接触史，确保员工有遵循（”
如果因为在T.作时间之外的接触
史，成了第二，二或第四组接触
者，也需汇报公司，否则公司有权对
隐瞒者采取纪律行动。

工廠868人僅3確診

循循成功阻斷交叉感染
循集团在槟城和西港设有
循 T.J区，员T共868人，其
屮有239名外劳。截至今年2月2 R ,
只有3名员丁.确诊冠病，但没有发现
仟何内部交叉感染。
在槟城的丁厂区有647个员工，
有1人确诊:在这种案例中，从第
-至第四組的密切接触人数共有162

人，最终病毒并没有在厂内传开。
在西港的工厂区有221个员T，
有2人确诊。在这种案例中，从第-组至第四组的密切接触人数共有86
人，病毒也没有在丨内传开。
循循集团如何做到这_ •点？有兴
趣观赏重播者，可以浏览shorturl.at/

xKQT20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SECTION: NATION PAGE: 8 PRINTED SIZE: 1530.00cm²
MARKET: Malaysia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6,364.00 ITEM ID: MY0043054098

REGION: KL

06 MAR, 2021

Air conditioner is very important to prevent
pandemic at workplace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Page 4 of 4

SUMMARIES
楊永年、劉雯詩照片由主辦單位、主講人提供(槟城5日讯）
我们抗疫抗了一年，保持一公尺人身距离、戴口罩、量体温、用免洗消毒液洗手，是不断被强调的4大措施。不过，或许我们忽略
了空调（冷气机）这一件事。根据卫生部的数据，大马第三波疫情一共发现852个感染群。从去年9 月2 0 日至今年2月12日，
国内共有527个职场感染群， 确诊冠病者迖7万8906人。单是今年2月19至25日一周内， 国内就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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