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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更安全经济的蓝图”下， 各个县根据一些因素会被放入颜色编码级别。随着沙
加缅度进入不同的颜色级别，对于餐馆和酒吧的限制也会随之调整。以下就是每一种颜色级别的限
制总结。 调整操作前，请查看沙加缅度县是在哪个颜色的级别中。沙加缅度县的情况可以在以下
的网站中找到。https://www.saccounty.net/COVID-19/Pages/default.aspx 
 

 
紫色 – 普遍级别1 红色- 实质级别2 橙色- 中等级别3 黄色- 低级别4 

餐馆 
不允许室内用餐，允许

室外用餐（但有限

制）。 

室内用餐只允许到容

量的25%或者100
人。（以较少者为

准） 

室内用餐只允许到容

量的50%或者200
人。（以较少者为

准） 

室内用餐允许到容量

的50%。 

酒吧, 酒厂和 
酿酒蒸馏厂（不

提供餐饮服务

的） 

关闭。不允许经营。 关闭。不允许经营。 

室内区域必须对顾

客保持关闭（洗手

间除外）。允许室

外座位区域。 

室内用餐允许到容量

的50%。 

酒庄 品酒只限于户外服务。 
品酒只限于户外服

务。 

室内品酒只允许到容

量的25%或者100
人。（以较少者为

准） 

室内品酒只允许到容

量的50%或者200
人。（以较少者为

准）. 
 

户外就餐区域必须在家里成员/群体之间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户外就餐可能可以在一个帐篷，天

棚，或者遮阳棚下进行。具体对于庭院和临时户外搭建的建筑的要求可以在这份指南的第5页中找

到。  
 
 

所有的酒吧， 酒馆，啤酒厂和小酒吧必须在紫色和红色的级别中保持关闭，除非他们经营有许可经

营牌照的厨房并提供用餐服务。啤酒厂，酒吧，小酒馆，小酒吧，酿酒厂和酒庄没有有效许可牌照

的厨房的话，可以与另一家有牌照的食物供应商签订协议来提供餐点。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餐，酒类

应该当成一份餐在同一笔交易中进行销售。 
 
现授权用于非现场销售啤酒，红/白酒，烈酒的场地，必须遵循零售经营指引和而且只能提供路边销

售。 
 

背 景 
COVID-19 又称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通过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或者接触感染的

表面而进行传播。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19 的传播需要采取一个全面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社交距离，佩戴口罩，消

毒表面，和感到不适的时候留在家中。请注意：单单依靠社交距离是不足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19 
的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19对于餐馆，酒吧和酒庄的行业指南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发布了餐馆，酒吧和酒庄的指引，必须遵守该指引来帮助防止新型冠状病毒-19 

的传播。以下的清单是由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餐馆，酒吧和酒庄指南衍生出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餐馆的商业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酒吧，酿酒厂和蒸馏酿酒厂的商业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酒庄和品酒室的商业指南 

 

要求有可能会更改。请浏览 EMD 的网站以获取 新的信息。 
 
 

 

食品安全，清洁消毒和店铺检查 

在 近的几个月内，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已经成为主要焦点，食品安全理应继续关注和注意。请

保证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的要求： 

 所有洗手盆都要有洗手液和纸巾以及随时可用 
 保持所有冷冻的食品在 41 度以下 
 保持所有的热食品在 135 度以上 
 储存食品以防止交叉感染 
 定期清洗和消毒食品准备表面以防止交叉感染 

 

如有疑问，请致电或者通过邮件的方式联系您的卫生检查员，或者致电卫生局 916-875-8440。 
 

针对餐馆新型冠状病毒的常规检查事项清单 
这个检查事项清单是用于帮助餐馆实施计划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制定一个书面计划。它需要有以下的要素: 

 确定负责计划的负责人执行这个计划。 

 确认高危地区和在店铺内的活动以及为限制风险所采取的措施。 

 描述如何与员工进行培训和交流。 

 描述如何自我检查店铺是否遵从安全措施以及如何纠正没有正确实施的安全措施。 

 准备一个方案来让员工们提交阳性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果。请查看对新型冠状病毒-19 呈阳性或者

有症状的餐饮员工的应对指引。 

 建立一个用来解决客人在高峰期可能会超过店铺容量的计划。与将执行此方案的员工们一起审

查这个计划。 
 

*社交距离方案 – 附件 A 或者沙加缅度县“对于餐馆，酒吧和酒庄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计划”。 

样板可以在沙加缅度卫生局新型冠状病毒的网页上找到。 
 

提供员工培训。主题应该包括： 
 

 新型冠状病毒的资讯，防止传播，和谁容易受到感染伤害。  

 居家自我检测，包括体温和或者按照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引来进行症状检测。 

 请不要上班，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发烧，呼吸困难，发冷，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 近丧

失味觉和嗅觉，或者他/她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人被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  

 对新型冠状病毒-19 呈阳性或者有症状的餐饮员工的应对指引 



 
 洗手的重要性和洗手的要求。 

 省/县规定要求佩戴口罩和正确使用口罩的方式。 

 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包括上班和下班的时候。 

 有关雇主或者政府资助休假的福利信息，包括支持病假的政府项目以及对员工新型冠状病毒-19

的补偿。 
 

执行控制措施和现场员工检测 

 要求每位员工在每次上班/轮班前填写好一份健康问卷调查以及为员工们提供温度检测（不要

求，但是鼓励这么做）。 

 鼓励生病的员工或者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症状的员工留在家中。另外，加州条例 113949 中提到，

员工有肠胃疾病（例如呕吐或者腹泻）可能不建议参与任何处理食物的活动。 

 要求经常洗手和使用洗手消毒液。指派员工定时检查洗手液和纸巾盒确保储备充足以及可用

的。保留用于移动感应分配盒的备用电池。 

 张贴告示规定员工和顾客都要佩戴口罩。 

 张贴告示提醒人们要保持 6英尺的社交距离。 

 随时都可以找到/使用一次性手套。提醒员工除洗手外还应该使用手套以及每一次更换手套的时

候都必须洗手。 

 确保处理脏盘子的员工使用手套和不渗透的围裙。员工洗碗碟的时候应要提供眼睛和脸部保护

设施。手套，围裙，和眼罩应该经常更换和/或者经常消毒。  

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准则 

更多 新资讯，就查看加州公共卫生部的口罩指引。 

 要求所有的员工在任何时间都要佩戴口罩。如有需要，请提供口罩。对于现在的口罩豁免清

单，请查看加州公共卫生部的口罩指引。在从事与他人定期接触的工作中因医疗状况而豁免佩

戴口罩的人员，必须戴上非限制性的替代品，在他们状况许可下，例如戴上底部有皱褶的面

罩。  

 当工人无法保持 6英尺的距离（等待人员），雇主应该提供第二道屏障（例如面罩或者安全防

护眼镜）给与希望可以使用的工人使用和允许工人使用他们自己的防护物品如果他们愿意的

话。 

 要求所有走进店铺的顾客都要佩戴口罩。顾客可能会因为口罩要求豁免而不用佩戴口罩 （例

如：健康，残疾等等）。 

 如果顾客需要等待外卖或者户外就餐桌子，请他们回到自己的车里面等待并且提供通过他们的

手机来通知他们。 

 使用订座的方式来帮助防止人们聚集。 

 实施一个用来解决高峰期和当有人龙形成的过程中使用的系统，包括指派一个负责人去提醒顾

客要保持社交距离。提供胶带或者地上的标记在可能形成人龙的任何地方来指示出 6英尺的间

隔。 
 张贴告示在每一个进入店铺的公共入口来告知公众： 

 佩戴口罩 

 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 

 在进入餐厅之前洗手或者使用洗手消毒液 

 当他们生病或者有任何新型冠状病毒-19症状的时候， 请留在家中 



 
 重新规划，限制和关闭公共地方，例如员工的休息室。不鼓励员工们聚集在人流密集/高流量的

地方。 

 减少菜单的选项，这样可以让厨房里的每一个地方只站立一名员工。考虑交错员工的轮班时

间。尽可能在不忙的上班时间内完成 多的准备工作。 

 使用非接触的付款方式，尽可能使用领取和外卖的方式。 
 

座位安排 

 所有的座位与其他座位之间保持间隔 少6英尺。任何已经坐了客人的椅子靠背应该和其他已经

坐了客人的椅子靠背间隔 少6英尺。 

 不允许在面向员工工作的吧台和柜台的地方摆放座位。 

 通过重新配置员工和顾客之间的空间来采取措施，安装隔板，或者视觉提示（例如地面标志，

色彩胶带，或者用标志来指示员工应该站立的位置）来提供 6英尺的距离。 
 顾客不能坐在员工工作区，食物或者饮料准备区 6英尺范围内的地方。 

 如现场有额外的桌子和椅子，但不能够使用，需要提供告示或者其他视觉提示来表明它们不可

用。 

 在红色，橙色和黄色级别，私人聚会可以预定一个宴会/私人用餐室，但是，该群体 多只能有3

个家庭而且仍然必须要安排座位以确保每个家庭之间可以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 

 尽可能保持门窗打开来增加空气流通。如果观察到有苍蝇，蟑螂和老鼠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害

虫，请立刻采取措施来消除害虫并且保持门窗关闭，直到害虫问题解决为止。  

 将桌子放在室内靠近窗户和门的位置来进行 大程度的空气对流和通风，但是要避免使气流从

一方客人坐着的地方流向另一桌客人坐着的地方。 

 对于室内场所，通过运用通风系统来获得 多的室外的空气量。安装 高效率的过滤器给通风

系统。 

 尽可能安装便携式高效率的空气净化器， 尽可能升级 高效率的建筑物空气过滤器，并且进行

其他修改来增加所有工作区域的室外空气和通风量。 

 定期查询加州卫生部的网页以获得室内空气质量的 新信息和室内环境中空气传播疾病的通风

指南。 

 
 

清洁，消毒，和污染控制措施 

 在入口和结账的枱面提供洗手消毒液给顾客和员工。 

 安排员工们完成清洁活动的时间和并在每次换班的时候指派一个团队的成员来监管可能需要额

外的消毒步骤。 

 在每位顾客使用后，要清洁和消毒桌子，椅子，儿童防护座椅，儿童增高椅和周边的区域。 

 定期清洁消毒高频率接触的地方，例如柜台面，电话，门把手，信用卡设施等等。 

 经常清洁和消毒顾客的洗手间。 

 每天认真清洁人流密集/高流量的地方。 

 保持消毒液，抹布，和/或者消毒纸在等候区，吧台地区，带位人员位置，和厨房。保证清洁用

品新鲜和随时都可以使用。 



 
 保证餐具和食物用具经过正确的清洁，冲洗，和一定时间的消毒或者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和食物

用具。 

餐具的消毒液: 氯（漂白水）浓度 少要达到 100PPM 并且浸泡 30 秒。 

 季铵浓度 少要达到 200PPM 并且浸泡 1分钟。 

 

 经常消毒自助机器，例如汽水和雪糕机。 

 尽可能安装免手碰触纸巾分流盒和洗手液分流盒。 

 提供一次性菜单，在每位顾客使用之间消毒菜单，或者建议顾客使用网上菜单。 

 不要预先准备设置餐桌。有需要的时候再提供餐纸，餐具，杯子等等给客人。 

 在顾客使用之前，提前用纸巾卷好餐具并且存放在干净的器皿里面。 

 有需要的时候，用干净的服务用具（小碗）装着调味品给顾客或者提供一次性包装的调味品。

如果顾客将盐和胡椒粉放在桌子上，在每次顾客使用之间应对其进行消毒。 

 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外卖饭盒并且请顾客自行打包剩菜。 

 如果使用桌布，请为每位顾客提供新的桌布。 

 不要提供自助薄荷，糖果，零食和牙签。 

 除去自助餐和沙拉吧。 
 除去餐具，纸巾，吸管，水壶，和调味品自助区域。 
 停止使用共享娱乐物品例如桌面游戏，卓球枱，飞镖，保龄，和游乐场游戏。 

 停止任何外场桌面食物准备，食物选择车，和运输带。 
 

请注意：高频率触碰表面需要使用漂白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稀释 1/3 杯漂白水到 1 加仑的

水里面。不要使用添加香味或者不溅晒的漂白水。 
 
娱乐  

餐馆，酒吧和酒庄禁止现场表演娱乐活动，但以下的情况例外： 

 现场背景音乐是允许的，但是一定要限于非管乐，例如吉他或者钢琴。禁止使用萨克斯风和小

号等管乐器。 

 唱歌是不允许的。 

请注意：   可能不允许在临时的室外区域使用音乐和声音系统。请查阅计划部门的网站

www.Planning.Saccounty.net 以了解县中未包含在内的部分和对于未合并城市中可应用的城市部

门。 
 

室外用餐区域      

 

以下的内容是根据“公共卫生部门的临时结构用于室外商业营运”中所提供的指引。请查阅该指引

以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室外用餐区域必须在家庭/群体之间仍然保持 6英尺的社交距离。 

有或者没有头顶上覆盖的室外用餐区域可能只能有两个封闭而不可渗透的侧面墙壁。 



防渗透墙壁可以由任何限制气雾通过的材料制成（布料， 乙烯基防水布， 塑料布，玻璃，坚固的

围墙或者墙壁）。防渗墙必须不能相邻（不可互相触碰形成一个角）。 

可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可渗透的墙壁。可渗透墙是由一种材料或者有不会限制空气流通的设计（铸

铁，格子栅栏，粗网筛）。 

请注意：室外用餐区的周围或者内部可能可以使用分区或者屏障，只要其高度不超过 3英尺（从地

板的地方开始测量，并且不会阻碍整个店的空气流通）则不被视为封闭侧。 分区或者屏障高于 3

英尺的会则会被视为封闭侧。 

在未合并的县中添加户外用餐区域： 

在户外设置新的座位区之前，餐厅应该自行证明其遵守县的临时户外使用区条例。更多的信息包括

自我认证清单可以在以下的网站中找到：https://pers.saccounty.net/Pages/COVID-19-Emergency-

Temporary-Use-Permits.aspx. 

请注意：在便携式帐篷下不能使用暖炉，但在帐篷的其他地方户外用餐区可能可以使用暖炉。设置

暖炉或者其他器材（例如灯是需要通电的），请查看 www.building.saccounty.net 并联系建筑许可

证和检测机构。请联系当地的消防人员查询对使用丙烷和天然气的暖炉的要求。 

在合并城市中添加户外用餐区： 

请联系当地的消防， 城市规划和建筑部门以获取对于户外经营，暖炉，和其他器材的信息和要

求。 

 

问 题 

谢谢您为确保沙加缅度的居民和游客安全所做出的努力！ 

更多详情，请浏览以下的网页: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餐馆的商业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酒吧，酿酒厂和蒸馏酿酒厂的商业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19 对于酒庄和品酒室的商业指南 
 对新型冠状病毒-19 呈阳性或者有症状的餐饮业员工的应对指引 
 加州公共卫生部门- 佩戴口罩的指南 
 加州公共卫生部对于户外营业使用临时建筑物 

 
对于商业辅助信息，请联系沙加缅度商业环境资源中心（BERC） 

 
 

如 果 您 有 任 何 的 问 题 或 者 想 更 新 您 的 联 络 资 料，请 致 电 卫 生 局 916-875-8440。  
 

 

 

 

 

 

 

 

 

 

 

 

 

 

 

 



 
 

 

 

 

 

修订总结 

4/9/20: 初版本 

5/20/20:允许室内用餐 

6/30/20:酒吧勒令关闭 

7/8/20:去除室内用餐 

9/8/20:更新第一页上面的词语为“当前公共卫生命令” 

9/29/20:更新以包括颜色级别限制来迎合加州的要求 

10/6/20:修改容量定义 

11/4/20:宴会厅和“娱乐活动”的部分增加了 3 个家庭的限制 

11/19/20:更新现时到级别 1，在前面的页中删除容量例子和宴会厅的限制。添加了有关户外经营在

县合并和未合并的部分。 

11/24/20 户外帐篷要求改为允许两个封闭的侧面（第一页）。额外的帐篷要求加入到第 5页中。 

12/2/20:更新使户外用餐围栏要求和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新发的指南一致。更新佩戴口罩要求。更新

空气流通要求。 

12/14/20:更新第一页中区域居家令要求。 

1/5/21:增加网站链接对新型冠状病毒-19 呈阳性或者有症状的餐饮业员工的应对指引 

1/13/21：删除在第一页中的区域居家令的要求使之与 1/13/21 的加州公共健康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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