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为我们的团队维持安全、 
健康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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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美光关心我们的团队成员和我们的全球社区。我们致力
于维护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促进团队成员的整
体健康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本指南重点介绍了在这段前所未有的时期内，美光为团
队成员提供安全的环境并维护业务运营所作的努力。我
们需要所有团队成员建立“Live Safe（安全生活）”的思
维模式，在工作时避免事故和伤害。我们每个人只有掌
握主动权、改变行为并为每个团队成员设置安全工作的
明确期望，才能将此实现。我们的成功需要我们乐于指
导和接受指导。

我们遵守政府的命令和法规，并实施其他健康和安全规
范，保护我们的团队和业务连续性。随着全球各国政府
放松和取消对远程办公人员的业务限制，美光正在制定
工作场所规范，将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我们正在仔细
地评估每个地点的风险，保护我们的团队并支持业务需
求。我们正采取分阶段策略让团队成员分批复工。每组
团队成员复工的确切时间将因地点、工作岗位和业务需
求而异。我们也在评估多种选择，确保一些岗位能够灵
活地进行部分或完全远程办公。

我们将继续实行新冠肺炎疫情之初各地工厂的严格预
防措施，部署新的规范，以促进人员安全。随着情况
改善，这些规范将根据工厂风险级别和当地政府的要
求放宽。我们正在关注和保护我们在 17 个国家/地区的 
40,000 名团队成员，同时让世界各地的工厂继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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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变革
“自始至终，在思维和应对措施方
面，我们都在努力引领，而非跟随。”
Sanjay Mehrotra
美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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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jay 寄语
尊敬的团队成员：

我们的团队在疫情期间展示出团结和关怀，对此我
深感自豪。自始至终，在思维和应对措施方面，
我们

都在努力引领，而非跟随。我们共同面对了有生之
年从未见过的挑战。但我们成功地适应环境，继续
运营，保持竞争力并照顾好我们的社区。

通过创新思维和对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我们维持
着制造能力和生产。我们的团队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和坚韧，尽管封锁与隔离对人员、货运和工作安排
提出了巨大挑战，但我们依然出色地运营。我们的
团队快速地适应远程办公，探索出新的协作和连络
方式。此外，各位慷慨解囊，向需要帮助的社区援
助了数百万美元。  

在这段时期，我们团队成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依
据近几个月来新实施的工作场所安全规范，我们不
断调整并予以改进。我们的安全团队密切关注行业
和健康专家的建议，确保在所有领域采用最佳

实践。

我们正在监测业务所在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程度，
以确定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更多的团队成员

复工，并确定何时可以放松安全措施。在应对计
划、当地条件、法规和场所安全允许的情况下，团
队成员将逐步复工。对于那些现场办公能带来最大
效益的团队成员，我们会优先考虑让其复工。

维护我们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持
续监控关键项目的运行状况，必要时扩大相关工作
人员的队伍，确保关键的工作进度。 

引领变革



引领变革

随着团队成员逐步复工，我们将继续评估如何组织
轮班和办公室布局，以拉大安全距离，将风险降到
最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
认真遵循这些新规定。 

如往常一样，如果您有问题或看到我们有可以进一
步改进的地方，请分享您的意见。在过去几个月的
艰难时期，美光团队的实力令人瞩目，而这种实力
也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引领我们前行。

美光加油！ 

Sanjay Mehrotra 
美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团队成员的安全 
是重中之重。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6



Micron & COVID-19

在新冠肺炎期间恪守价值观
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将继续恪守美光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们日常工作和
决策的基础。 
美光价值观
以人为本：我们互相关心 
协作精神：我们是一个团队
聚焦客户：我们以了解客户取胜 
勇于创新：我们制定塑造世界未来的解决方案
坚韧不拔：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的决心 

新冠肺炎指导原则
我们的领导团队还致力于遵循一系列受我们价值观影响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工作场所和团队成
员准备计划的核心所在：   

 � 我们将以高度谨慎的态度优先考虑团队成员的健康和安全。
 � 我们将安排逐步复工，重点考虑最需要现场办公的岗位。
 � 我们会持续监测数据趋势，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了解以及医疗专家建议，以安排复工时间和每
个工厂所需的安全预防措施级别。

 � 在团队成员复工或复工规模扩大之前，我们将实施详细的工作场所准备计划和安全措施检查清单。
 � 我们会照顾有特殊考虑和情况的团队成员。主管和人力资源 (HR) 负责回答团队成员的问题。
 � 我们会接受 Live Safe（安全生活）的心态，包括乐于指导和接受指导。

引领变革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7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8

引领变革

以数据驱动制定决策 
的关键监测指标
我们正在持续监测数据趋势，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了解以及医疗
专家建议，以安排复工时间和每个工厂所需的安全预防措施级别。 
一些关键数据和监测指标包括社区疫情趋势以及地方、省和国家政府法规。如果关键监测指标风险增加
或呈上升趋势，美光的工厂将收紧安全规范，并返回到先前的疫情应急准备计划 (PEPP) 的级别。以下
是我们正在监测的五个关键领域及其重要性的一张快照。  

关键监测指标
PEPP*
6 级

PEPP
5 级

PEPP
4 级

PEPP
3 级

PEPP
2 级

PEPP
1 级

PEPP
0 级

地区封锁状态 
确保区域在控制范围内

处于封锁状
态或面临各
种调整后的
限制

封锁中 解除封锁 
数周后

无疫情

现场确诊病例 
量化美光团队成员和社区
的健康状况

有（过去 7 
天内）

有（过
去 14 天
内）

数周内 0 
病例

所在市内
零病例

每日内每百万人中 
确诊病例 
显示疫情是否得到控制；
如果测试能力低，则存在
漏报风险

严重或呈上
升趋势

高或 
呈上升
趋势

在下降 零

检测阳性率 
显示检测能力和新增病例
情况；阳性率低则表明检
测能力高且新增病例少 

严重 高 中等 零

每百万人中现有病例 
测量人群中已知的风险

严重或呈上
升趋势

高或 
呈上升
趋势

在下降 零

*疫情应急准备计划 (PE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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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变革

我们的复 
工进程

对现场生产、设备、实验室和关
键项目具有高依赖度的岗位

工作场所
准备
制定规划并为现场工
作人员作好复工准备

需要现场工作的岗位

远程办公的工作岗位逐步复工

完全
恢复现场
办公

对第 1 组团队成员进行现场培训

工作场所
准备
监控并调整

1
第 1 组

2
第 2 组

3
第 3 组

检查点 第 2 组团队成员在前往现场工作之前
完成培训并准备好检查清单

工厂完成第 2 组团队成
员复工的工作场所准备
计划

树立安全生
活的观念 
日常检
查清单

团队成员准备

检查点 第 3 组团队成员在前往现场工作之前
完成培训并准备好检查清单

工厂完成第 3 组团队成
员复工的工作场所准备
计划



工作场所准备
“我们依据这几个月实施全新现场安
全规程的经验，不断调整及改进工厂
计划。”
Sanjay Mehrotra
美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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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准备

快速指南

T团队成员准备
不舒服？留在家中
如果您感到身体不适，请留在家中，努力恢复健康，避免将
病菌传播给他人。 
在入口处进行体温检测*
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热扫描仪才能进入工作场所。这种筛查措
施可以防止任何发烧人员进入工厂。

每次当班前：完成健康和旅行申报调查*
所有团队成员和承包商，无论是现场办公还是居家远程办
公，都应在每次当班之前完成每日签到。任何现场工作人员
都必须完成每日签到。该签到包括有关体温、症状、旅行和
其他潜在暴露风险的问题。工作人员向保安人员出示结果
后，方可进入美光工厂 。

进行日中体温检测同样重要*
现场工作人员每天必须进行两次体温检测。第一次是通过建
筑物入口处的热扫描站进行检测，第二次应在当班中途使用
个人温度计或热扫描站进行检测。

健康和旅行隔离要求
在过去 14 天内，出于个人或业务原因曾搭乘飞机、船舶或巴
士前往邻近区域以外地区旅行的人员，返程后必须进行自我
隔离，且 14 天内不得前往任何美光工厂。如果您选择在旅行
后的第五天进行检测，您可以在第七天或之后收到阴性检测
结果并且无症状的情况下返岗。隔离期要求也适用于任何有
潜在接触风险的人员，或与有新冠肺炎迹象或症状的人密切
接触的人员。 

每个人必须在现场佩戴口罩
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需要佩戴三层医用口罩（或在采取相应
政策的工厂佩戴美光牌布口罩）。

不举行大型聚集活动
鼓励各工厂及各团队限制、取消或推迟大规模会议或聚集活
动，例如现场活动、全员体会议及大量人员聚集的活动、会
议或公共场所活动。

再次强调——勤洗手
请记住勤洗手。请养成这个简单的卫生习惯。用肥皂和清水
洗手 20 秒或使用免洗消毒洗手液，这样不仅可以保护您的
安全，还可以减少病毒传播。

报告不安全的行为或环境
接受团队成员关于最佳安全措施的建议，比如始终佩戴口
罩。您可以向 EHS、HR 或您的主管报告不安全行为，也可
以通过“Good Catch”系统或合规热线进行报告。

团队成员可用资源
请访问 MicronNow 新冠肺炎资源页面获取更新、指导、常
见问题解答等。有关本地工厂的问题，请联系您的经理或 
EHS/HR 代表。

工作场所准备
追踪接触者有助于识别具有潜在风险的人员
在确认存在确诊病例的 24 小时内，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和人力资源代表将对确诊患者以及等待检测结果的工作人员
进行调查。被确认为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人员将被要求留在家
中接受密切监控。

错峰上班以减少风险
工厂应实行错峰上班和轮班制，以确保安全距离和减少团队
接触的风险。

人流量高区域的清洁规程
提高清洁频率，特别是公共空间或经常触摸的物品，在洗手
间和公共区域张贴清洁时间表。

重新布置所有工作地点以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正在重新布置所有工作地点，在团队成员的工作空间内
打造安全距离，防止产生意外接触。我们正在实施单行/单向
交通模式，并在走廊、楼梯间、电梯设置中设置工厂和楼层
指引标记。我们的目标是设置 6 英尺即 2 米的安全距离和/
或竖立隔板，防止说话时飞沫传播到邻近工作区，要求的严
格程度具体取决于 PEPP 等级（PEPP 等级 5、4、3 或  
2）。

限制会议室座位
我们正在减少会议和聚会的空间，以遵守 6 英尺或 2 米的安
全距离要求。

休息室和餐厅的安全距离限制
休息室和餐厅区域也将采取安全距离规程，以确保团队成员
彼此以及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安全距离。 

通风最佳实践
我们将根据最佳实践和领先空气质量专家的指导建议，对通
风过滤和楼宇系统进行安全优化。

新冠肺炎 
症状 

 � 发热（全球标准为体温达到或超过 37.5°C 或  
99.5°F / 中国标准为 37.3°C 或 99.1°F） 

 � 呼吸道症状（咳嗽、呼吸困难） 
 � 畏寒
 � 肌肉酸痛

 � 咽痛 
 � 近期出现味觉或嗅觉失灵 
 � 任何其他确认为与该病毒有关的症状

您有新冠肺炎的症状吗？禁止任何表现出新冠肺炎症状的人员进入美光工厂： 

*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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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准备

确保安全的环境 
美光各工厂在工作场所实施严格预防措施，以确保所有团队成员和承包
商的健康与安全。为了减少潜在的暴露风险，并使我们的工厂为其他的
现场工作做好准备，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制定疫情应急准备和工作场所准备计划
美光在全球的各分公司均制定了业务连续性计划、疫情应急准备计划 (PEPP) 和工作场所准备计划。我
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人持续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随着情况改善以及风险级别降低，可以有更多的团队成员根据需要安全地现场办公，更多人可以面对面
参加会议。每个工厂都有各自的时间安排，逐步让团队成员和承包商分阶段复工，首要关注点是团队成
员的安全，其次关注需要监测的关键领域以及将复工接触风险和社区传播可能性降到最小的其他措施。  

实施工厂安全措施 
每个工厂根据风险级别和当地状况，向其团队成员提供新的或修订的规范和保护措施。PEPP 的多数级
别要求在现场佩戴口罩，团队成员通过错峰和分段轮班保持安全距离。此外，所有的工厂都在采取这些
保护措施。 

 � 筛查进入工厂的任何人员
 � 为所有现场办公的人提供医用口罩
 � 确保所有的洗手间都有肥皂和手部消毒液等洗手用品
 � 在所有入口处和电梯位置都提供洗手液，并要求所有人员在进入设施之前洗手
 � 要求体温筛查人员穿戴个人防护用具
 � 每天至少额外清洁一次公共接触区域，包括楼梯、电梯和门把手
 � 与餐厅及厨房员工沟通，确保供应的所有餐食完全煮熟，温度达到标准
 � 重新配置所有工作场所，建立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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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准备

安全措施
PEPP
6 级

PEPP
5 级

PEPP
4 级

PEPP
3 级

PEPP
2 级

PEPP
1 级

PEPP
0 级

现场的团队成员 
和承包商

工人的角色
取决于具体
的现场生
产、设备、
实验室门禁
和关键项目

工人的角色
主要取决于
具体的现场
生产、设
备、实验室
门禁和关键
项目

需要前往 
现场工作的
工人岗位

远程办公的 
工人逐步
复工

远程办公的 
工人逐步
复工

具备全面复
工的能力

全面复工

防线 1 
将新冠病毒携带者进入美光工厂的风险降到最低

旅行和健康申报与 
筛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每日 TBA 
（有待宣
布）

TBA 
（有待宣
布）

来访人员和供应商 
入口

严格禁止 不允许 受限制 受限制 受限制 允许 允许

防线 2 
将社区传播的风险降到最低

佩戴口罩 在工厂必须
佩戴

在工厂必须
佩戴

在工厂必须
佩戴

在工厂必须
佩戴

移动和参会
时佩戴

鼓励佩戴 不要求

安全距离 2 米** 2 米** 2 米** 2 米** 1 米 1 米 TBA 
（有待宣
布）

团队成员现场隔离 
和错峰轮班

是 是 是 是 是，可调整 是，可调整 TBA 
（有待宣
布）

面对面开会 社交距离不
超过 5 米，
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

不多于 5 
人，保持安
全距离***

不多于 10
人，保持安
全距离

不多于 10
人，保持安
全距离

不多于  
25人，保持 
安全距离

不多于  
50 人，保
持安全距离

允许

净化规范 每 2 小时 每 2 小时 每天 4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每天 2 次

美光主办的社区志愿
活动

工厂内外禁
止提供志愿
工作

工厂内外禁
止提供志愿
工作

工厂领导酌
情决定

工厂领导酌
情决定

获得允许 获得允许 获得允许

感觉不适？请待在家中！

* 检测的实施取决于每个地区医疗合作伙伴或专业人员的能力
**入座时应保持 2 米的安全距离；如果不能保持 2 米的距离，必须设置隔板或其他工程控制
*** 如果获得 EHS 批准，且有足够空间保持安全距离，则允许召开不超过 10 人的会议。必须指定会议室。



重新配置所有工作场所， 
建立安全距离  
在扩大团队成员复工规模之前，我们正在各个工厂
实施详细的工作场所准备计划和安全措施检查清
单。

健康和安全经理格外用心重新配置了所有工作场
所，避免拥挤，允许保持最佳安全距离。这意味
着，根据当地的指导原则，工人们将至少保持 6 
英尺即 2 米的距离，以防止意外接触。

我们的团队为各楼层制定计划，以提供安全距离。
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正在实施单向流通和交通模
式。地面和墙壁上的指示标志将建立并帮助维护走
廊、楼梯和电梯的新的单向移动模式。

我们在所有办公地点均遵守建议（6 英尺即 2 米）
的安全距离，并减少了工作场所和实验室的整体容
纳人数。您可能还会发现大厅、餐厅/食堂、协作
空间、会议室和其他公共区域也有相应变化。某些
工厂还可能实施错峰轮班，或实施轮班制，在保持
安全距离的同时，降低团队接触的风险。

在团队成员复工或复工规模扩大之前，我们将实施
详细的工作场所准备计划和安全措施检查清单。在
该检查清单示例中，每个类别都有工厂要完成的各
种操作。

 

工作场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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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实施检查清单——类别示例
 � 工作场所的空气流通
 � 电梯调查与变更
 � 暖通空调 (HVAC) 机械变更
 � 会议室
 � 休息室
 � 餐厅
 � 清洁 
 � 卫生间
 � 实验室
 � 通信与变更管理
 � 紧急程序
 � 潜在现场病例的应对措施



工作场所准备

设立体温扫描站  
按照适用法律和法规，在大部分工作现场的设施入
口均设有体温扫描仪。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体温扫描
仪才能进入工作场所。该筛查可以防止发热人员（
全球标准为体温达到或超过 37.5°C 或 99.5°F/中
国标准为 37.3°C 或 99.1°F）进入工厂。任何进入
没有设立体温扫描站的工厂的人员，都要酌情遵循
当地健康和旅行申报规范。  

限制人员进入会议室 
允许在会议室开会的人数将会减少。我们正在限制会
议室的容纳人数，保持人与人之间建议的安全距离
（6 英尺或 2 米）。某些会议室可能无法使用。预
订会议室时，请留意列出最大会议室占用率的标志
和/或查看 Outlook 的日历资源了解详情。 

减少休息室和餐厅的人员接触 
我们将对休息室和餐厅的空间进行重新安排，以减
少服务人员和其他团队成员之间的接触。除保持安
全距离的要求外，将更多采用屏幕点单和无手部接
触转账系统。尽量减少接取咖啡、茶及饮用水时的
身体接触。休息室、餐厅和公共区域的地面将进行
标记，注明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并设置标志，引
导团队成员在接触机器按钮后对其擦拭消毒。 

发布公共区域清洁规范和时间表   
将提高清洁的频率，尤其是对公共区域和经常接触
的物品的清洁。将发布针对实验室和其他公共区域
的清洁规范 我们将发布卫生间和公共区域的清洁
时间表，以确保对团队成员经常接触的表面进行消
毒。卫生间和其他区域的门将在安全和适当时保持
打开，以减少团队成员接触公用物品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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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通风系统的最佳做法 
在美光的所有建筑和工作场所（包括租赁的场所），
正在优化 HVAC 通风系统，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为
团队成员维持一个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些改进
措施是根据当地和国际建筑规范、行业最佳实践中的
最佳实践和指南，以及空气质量方面领先专家的建议
作出的，这些专家包括疾病控制中心、美国供暖、制
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 (ASHRAE) 以及环境保护署。以
下是一些正在实施的最佳实践和改进措施： 

 �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和行业指南进行定期维护
 � 额外清洁 HVAC 系统，包括更换过滤器、清洁冷却
旋管和表面以及清洁供风扩散器 

 � 验证 HVAC 的过滤效率，尽可能升级至 MERV 13 的
过滤效率 

 � 验证新鲜空气的通风水平，并尽可能增加工作场所
新鲜空气的流通

 � 全天候运行 HVAC 系统，保持新鲜空气持续流通
 � 控制工作场所的温度和湿度水平，以实现最佳的安
全和舒适

工作场所准备

https://www.ashrae.org/File%20Library/Technical%20Resources/ASHRAE%20Journal/2020JournalDocuments/72-74_IEQ_Schoen.pdf
https://www.ashrae.org/File%20Library/Technical%20Resources/ASHRAE%20Journal/2020JournalDocuments/72-74_IEQ_Schoen.pdf
https://www.grainger.com/know-how/equipment-information/kh-what-is-merv-rating-air-filter-rating-chart?ef_id=CjwKCAjwqpP2BRBTEiwAfpiD-8gXIYuTifSysKkNzpvTnBCauIBNbUJ5weliq0nuJv1Flt8bFvVWsBoC8boQAvD_BwE:G:s&s_kwcid=AL!2966!3!380017044231!b!!g!!&cm_mmc=PPC:+Google+PPC


工作场所准备

识别可能的暴露风险
我们了解到团队成员中存在疑似或确诊病例，为此创建了
一个协调的流程，来处理任何与新冠肺炎有关的问题和接
触者追踪。公司的执行团队和工厂领导还致力于传达各个
工厂已知的确诊病例。
接触者追踪
接触者追踪是一个过程，用以确定个人是否接触过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工人。
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和 HR 团队的代表正采用各种方法来确定处于风险中的人
员。例如，他们可以进行走访、观看工厂视频监控，以及查看会议参会者。对确定
为处于潜在风险中的个人进行通报和密切监测。可能会对其进行隔离，以便及早治
疗，避免其他人接触感染。保密的接触者追踪过程应在确诊病例诊断后的 24 小时
之内完成。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17



工作场所准备

新冠肺炎症状 
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所有团队成员、来访人员、承
包商或供应商均禁止进入美光工厂： 

 � 发热（全球标准为体温达到或超过 37.5°C 或  
99.5°F/中国标准为 37.3°C 或 99.1°F）

 � 呼吸道症状（咳嗽、呼吸困难）
 � 发冷
 � 肌肉疼痛
 � 咽痛
 � 近期出现味觉或嗅觉失灵
 � 任何其他确认为与该病毒有关的症状 

我们鼓励疑似出现新冠肺炎症状的团队成员或来访
人员立即就医，并避开美光设施和其他公共场所。
受影响的人员必须与直属主管沟通，按需安排工
作。

我们在新冠肺炎检测中的立场
美光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关注检测方面的机会。
我们正在监测的领域包括即将上市的技术、疫苗研
发、我们当地社区中的检测、政府参与以及雇主在
检测中所起的总体作用。我们还拥有一位为美光提
供咨询的医学顾问。

目前，在适用和特定情况下，我们在工厂提供新冠
肺炎检测。我们将继续积极关注事态发展，与当地
卫生和政府官员合作，确定为团队成员提供检测的
最佳方法。

报告新冠肺炎疑似病 
例的健康情境和规范 
我们提供了健康方面的情境，帮助您理解，当知晓
美光存在疑似和确诊病例时，应当如何报告。当前
提供的健康情境可在 MicronNow 新冠肺炎资源站
点上找到。

我们创建了一个协调流程来处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相
关的任何问题。EHS 和 HR 的代表将管理我们的
流程，包括向主管、受影响的团队成员进行内部通
报/向当地政府机关进行外部通报。如果我们确定
美光工厂出现疑似或确诊病例，工厂的 EHS 联系
人也将与我们的工厂服务人员协调清洁工作。

对于报告有关检测或接触等健康信息的团队成员，
保护他们的隐私非常重要。对于报告受到新冠肺炎
影响的任何团队成员的姓名，将会作为保密信息予
以保护，并且仅作为接触者追踪过程或政府授权报
告的一部分，在需要知情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密切接触的定义为：与疑似或确诊患者在 2 米（6 
英尺）内进行面对面接触，且 24 小时内的接触时
间共计达到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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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准备
“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每
个人是否认真遵循新指南。” 
Sanjay Mehrotra
美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团队成员准备

团队成员准备事项检查清单
准备事项检查清单 
我们的工厂安全和厂务团队已经为您做好准备，现在需
要您来采取行动。以下是帮助您做准备的一些条目：

 � 请参加当地的工厂培训。团队成员将收到通知，要求
他们在复工前完成关于变更和新期望的培训。

 � 请留意当地工厂的新健康和安全规范，这些规范可能
会改变您在工厂的工作方式。

 � 请与您的经理商定复工日期和时间。一些工厂会要求
错峰复工，避免入口处人员拥挤。

 � 请了解徽章颜色编码，一些工厂需要其来实行轮班和
保持安全距离

 � 在您复工之前，请确定完成每日签到调查*的方式。
设置提醒并进行练习。

 � 计划通勤方式。此时尽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
拼车。

 � 归还现场办公所需的 IT 和桌面设备。如果您在家中
需要另一套设备来支持灵活的工作安排，请与您的
经理讨论设备需求并获得批准。 

日常检查清单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每个人身处安全的工作环境中，
这需要您的帮助。现场的工作方式和行动方式将有所不
同。以下是您每天可以做的事情，以此协助变更。我们
要求您承诺以下事项：

 � 如果您感到不适，请待在家中。

 � 请按照当地协议，在复工前完成每日签到调查*。

 � 除了喝水或吃饭外，请一直佩戴口罩。

 � 在工厂的清洁站擦拭您的设备。

 � 保持安全距离并遵循方向指示牌。

 � 遵守会议室的使用限制。

 � 轮班中途测量体温*，并按照当地协议完成中午的签
到调查*。

 � 经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0 秒，或一天中按要求使
用免洗洗手液洗手。

 � 随时了解全球和当地规范。

 � 向 EHS（环境、健康与安全）、HR 或您的主管报告
不安全的行为或环境。

 � 将您的健康幸福放在首位。

 � 查看 MicronNow 网站上的新冠肺炎页面，获取最新
信息。

* 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20



团队成员准备

您在将美光打造成安全工
作场所中发挥的作用
由于采取了增强的预防性规程和安全距离措施，团队成
员的现场工作和移动方式也将有所不同。我们希望所有
团队成员和承包商能够理解我们的做法，遵循并采用全
新的工厂、健康和旅行规程。我们需要改变自身行为和
心态，以适应这些总体变化，确保我们持续打造安全的
工作环境——因为我们彼此关怀。我们团结一致，共渡
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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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准备

不舒服？留在家中 
如果您感到身体不适，请留在家中，努力恢复健
康，避免将病菌传播给他人。留在家中观察 72 个
小时，不要服用药物（季节性过敏或其他确诊疾病
除外），直到症状完全消失。 如果您对请病假有
任何疑问，请与您的经理或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交谈，或者私下与您的团队成员倡导者联系。

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必须佩戴口罩 
为了有效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所有工厂都要求
现场工作人员佩戴三层医用口罩（或在采取相应政
策的工厂佩戴美光牌布口罩，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安
全要求，并且与三层医用口罩功能相似）。美光在
各个设施的入口处向所有现场工作人员（包括承包
商）提供此类口罩，不允许佩戴自家中携带的口罩
进入设施。在美光设施中（包括在封闭的办公室或
会议室中），无论您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如何，都必
须佩戴口罩。只有喝水和进食时方可暂时取下口
罩。MicronNow 上发布了 “如何佩戴口罩”的指南
和视频 ，以帮助团队成员保持安全健康。

我们还建议您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或
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在离开家外出时佩戴医
用口罩、布口罩或围巾。 

每日签到：每次当班之前回答健康和
出行问题 
在适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所有团队成员和承
包商，无论他们是现场办公还是远程办公，都被要
求在任何班次之前完成每日签到。而现场工作的团
队成员和承包商则必须完成每日签到。每日签到包
括有关体温、旅行和其他潜在暴露风险的问题。调
查结束后，工作人员将被告知是否获准进入工厂。
工作人员需要向保安出示结果，方可进入美光工
厂。

现场工作人员还需要在当班过半时完成第二次签
到，以符合每天检测两次体温的规程。如果团队
成员在当班期间感觉自己发热（体温达到或超过 
37.5 ℃ 或 99.5 ℉（全球标准）/37.3 ℃ 或 99.1 
℉（中国标准）），可以随时使用工厂入口处的热
扫描站进行体温检测。对于未配备热扫描装置的地
点，团队成员和承包商应遵守工厂规程。 

https://now.micron.com/News/141820/2020-04-06-how-to-wear-a-mask
https://now.micron.com/News/141820/2020-04-06-how-to-wear-a-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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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n & COVID-19

搭乘飞机、船舶、或巴士旅行后须进
行隔离
美光已针对所有国家/地区采取旅行和健康筛查措 
施。过去 14 天内曾搭乘飞机、船舶或巴士到邻 
近区域以外地区旅行的所有团队成员、承包商、 
供应商或访客，返程后必须进行自我隔离。乘坐
火车和汽车旅行不需要进行自我隔离。该项 要求
适用于商务旅行和个人旅行。  

您需要进行自我隔离，14 天内禁止进入任何美光
工厂。如果您选择在旅行后的第五天进行检测，
您可以在第七天或之后收到阴性检测结果并且无
症状的情况下返岗。旅行归来的当天为第一天。
对于通勤出行及任何当地工厂的例外情况，须经 
CEO 直接下属批准。

隔离期要求还适用于有潜在接触风险的团队成
员、承包商、供应商或访客。这一群体包括搭乘
飞机、船舶或巴士直接从邻近区域以外地区返程
的人员，这些人员存在被感染的风险，不应该返
回工作场所。

如果团队成员、承包商和供应商需要前往现场工
作，但其曾搭乘飞机、船舶或巴士去邻近区域以
外地区旅行，或者已知其曾与旅行者有过接触，
则必须通知其直接主管或雇主。

美光旅行自我隔离要求基于旅行发生地区的 PEPP 
等级而异。前往 PEPP 3 级或以上的地区进行任
何邻近区域之外地区旅行（搭乘飞机、船舶或巴
士）的人员，在返程后均需自我隔离。前往 PEPP 
2 级或以下的地区旅行的人员，返程后无需自我
隔离即可进入美光工厂。美光将遵守当地政府的
所有旅行规定。  

商务旅行和个人旅行 
由于本地工厂和国家/地区的情况正在逐步改善，
美光的商务旅行仅限于具有业务关键性/必要性的
旅行。根据旅行者所在工厂、中转地和目的地工
厂的当地 PEPP 等级，实施不同的批准级别。

 � 在本地工厂、中转地和目的地工厂的 PEPP 等级
均不超过 3 级时，经副总裁批准，允许进行国
内商务旅行。此要求适用于搭乘飞机、船舶或巴
士前往邻近区域以外地区的旅行，包括过夜的汽
车或火车旅行。

 � 在本地工厂、中转地及目的地工厂的 PEPP 等级
均不超过 2 级时，经副总裁批准，允许进行国
际商务旅行。此要求适用于搭乘飞机、船舶或巴
士前往邻近区域以外地区的旅行。

 � 在更高 PEPP 等级地区的商务旅行视为例外情
况，须获得首席执行官直接下属的批准。

 � 通勤出行不需要获得商务旅行批准。通勤出行是
指员工每日乘坐渡轮、巴士、汽车等交通工具在
邻近区域内地区往返工作的常规通勤。

 � 所有商务出行者均必须遵守当地政府和工厂的健
康及安全要求，包括隔离措施。 

团队成员可以在 MicronNow 新冠肺炎资源网站
或美光旅行网站上搜索“旅行”来获取最新版商务旅
行指导。

有个人旅行和家庭旅行计划的团队成员，应当及
时了解出行者所在工厂和国家/地区的指导。如果
您所在工厂对前往邻近区域以外地区的飞机、船
舶或巴士旅行有限制规定，您在返程后可能需要
居家隔离或远程办公。虽然出行与否由您自行决
定，但我们希望您持续关注最新信息，遵循当地
政府的指导，并在评估旅行必要性时考虑所有因
素。

为了帮助您在商务旅行和个人旅行前作出明智决
定，请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和国际 
SOS 等官方旅行指导。 

团队成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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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光工厂的访客 
我们建议，在业务允许的情况下，推迟各地客户、
承包商、供应商和访客的所有不必要旅行。本指南
适用于访问我们工厂参与商务会议的人员。如果可
以进行在线会议或视频会议，我们建议您使用可用
的在线工具开展业务。访客需要申报健康和旅行信
息，而且在访问任何美光工厂之前，还可能需要根
据当地规定进行隔离，原因包括乘坐飞机、船舶或
巴士访问过邻近区域以外的地区。 

不举行大型聚集活动 
各工厂及各团队应限制或推迟大规模会议或聚集活
动，例如现场活动、全员会议及大量人员聚集的会
议或公共场所活动。

如果需要召开商务会议，应精简会议内容和出席人
数（根据您所在工厂的规程等级以及国家/地区的
指导政策）。可使用 Zoom 或网络直播资源进行
远程会议，来代替面对面交流。

如可行，团队成员应取消或推迟出席会议，并遵从
各自组织内首席执行官工作团队的出席指示。该要
求将持续到未来可预测的一段时间。 

遵循安全距离指导 
为了进一步支持您所在工厂的安全距离指导政策，
请保持标志所示距离。我们还要求团队成员避免聚
集在走廊、入口、助餐厅或休息室，并限制与相邻
工作区人员交谈的距离。 

勤洗手 
请记住勤洗手。请养成这个简单的卫生习惯。用肥
皂和清水洗手 20 秒或使用免洗消毒洗手液，这样
不仅可以保护您的安全，还可以减少病毒传播。

乐于提供指导和接受指导 
安全是我们员工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参与的所有活
动都涉及安全问题，并且我们都需要时刻确保安
全。我们努力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始终将自己和同
事的安全放在首位。当他人有安全疑虑时，我们须
乐于提供指导，同时也要乐于在自己产生疑虑时接
受指导。遵循这些规程将有助于确保您和您团队成
员的安全，熟练掌握安全规程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并且大家都有可能犯错。帮助他人遵循安全规程，
并接受如何正确行事的指导，例如始终佩戴口罩。

报告不安全的行为或环境 
您可以向 EHS、HR 或您的主管报告不安全的行
为、环境或情况，也可以通过查缺补漏计划或合规
热线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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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您的持续承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确保您的健康就一直是我们的
首要任务。我们关心您，并将继续以高度谨慎的态度，优
先考虑您的健康和安全。我们正一起经历疫情，从医疗问
题到需要照顾的父母和孩子，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可能
都有特殊的考虑和情况。您的主管和 HR 团队可以解决您
的任何问题。您并不孤单。 
由于形势不断变化，我们鼓励您与您的领导保持密切联系，定期与您的团队联系，并保持
消息灵通。同时，我们还准备了各种可用的资源，帮助您度过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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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历经济困难？提供补助 
团队成员援助基金可为经济困难且符合资格要求的
团队成员提供财务支持。团队成员可通过 Micron 
Gives 门户为此计划捐款。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联系您的团队成员倡导者（在 MicronNow 中搜
索“倡导者”）。

401(k) 借款
美国的团队成员可以直接从他们的 401(k) 基金中
借款，还款期适当延长且不收取违约金。感谢美国
联邦政府最近颁布的新冠肺炎援助法案，让我们能
为同仁提供这一支持。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Fidelity 的  NetBenefits。 

需要帮助？您并不孤单 
借助 在线指导资源 借助在线指导资源的员工援助
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可以通过广泛的服务连
接您和您的家人，包括保密咨询服务、财务援助以
及法律或家庭支持。新用户请使用“MICRON”作为
网络 ID。

此外，团队成员倡导者可以帮助需要支持、信息或
指导的任何人。如果您有问题，请联系他们。在 
MicronNow 上搜索“advocate”以取得联系。

把健康放在首位 
为了帮助您关注您的整体健康，Micron Global 
Wellness（美光全球健康）提供全球计划，专注于
工厂层面、社区和在线机会促进健康习惯。请访问 
myHR 上的“Choose Well, Live Well（选择好、生
活好）”页面，访问适合地区的全球方案。另外，
关注您的电子邮箱或 MicronNow，寻找优先考虑
您健康的新方式。

 想念健身房吗？在 Zoom 健康课程中与美光
健身教练一起锻炼。通过搜索“well-being”并在 
MicronNow 上选择群 Zoom 会议查看课程。

获取或提供关键用品的帮助 
您需要用品吗？您有东西要捐赠吗？员工资源组织 
(ERG) 正在向团队成员收集和分发关键用品。在每
个工厂的法律和地理限制范围内，请通过电子邮
件联系多元、平等与包容项目的副总裁 Sharawn 
Connors 寻求帮助，以获得 ERG 团队捐赠的用
品。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26

http://NetBenefits
https://www.guidanceresources.com/groWeb/login/login.xhtml


美光新冠肺炎手册 | 27

保持联系 
为了支持在家办公的团队成员，IT 扩展并增强了远程
访问功能，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在家办公资源网站，帮
助您有效地工作。在 MicronNow 上搜索“WFH”，获
取有关访问支持服务、资源和设备请求以及提示和技
巧的信息。 

使您的工作空间符合人体工程学， 
防止伤害和疼痛 
我们有一款办公室人体工程学培训和评估工
具：Ergopoint，为您提供了一些建议，改善您办公、
在家和通勤时工作空间设置的安全和效率。您将获得
一个根据您的自我评估答案得出的风险评分。如果根
据您的风险评分确定您需要其他帮助，人体工程学
代表将会与您联系，为您的工作站设置提供帮助。在 
MicronNow 上搜索“HomeErgo”，访问 Ergopoint 和
其他人体工程学指导。 

有闲暇帮助他人？以下 
是为虚拟志愿者提供的大量机会。您可以通过电话与
孤立的社区成员聊天、帮助难民掌握语言技能或者指
导退伍军人过渡到平民护理。内容不止于此。通过 
Micron Gives 门户网站注册成为志愿者。 

保持消息灵通 
可以在 MicronNow 上找到我们的新冠肺炎资源网
站，帮助您保持消息灵通和互联。请访问该网站获取
最新新冠肺炎相关新闻、提问并获得答案的论坛、市
政厅时间表或要加入的 Zoom 群。您还可发布您团队
共度虚拟欢乐时光的照片。

团队成员准备



美光新冠肺炎全球应对措施 
我们关心我们的团队成员和我们的全球社区。访问 micron.com/COVID-19 查看更多信息，了解美光如何致力于帮助那些受到新冠肺炎严重影响的人们，
以及我们为全球社区提供支持的其他方式。

©2020 Micron Technology, Inc.。保留所有权利。美光、美光徽标、美光标志和 Intelligence Accelerated™ 均为美光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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