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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商复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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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工批准
从2020年8月10日起，雇用外籍建筑工人的公司，无须向建设局申请批准即可复工*。
公司必须通过 http://covid.
gobusiness.gov.sg 的“批准与
人力资源声明”(Permission and
Manpower Declaration) 链接，向
贸工部提交员工详情。

欲知更多详情和批准条
件，可浏览 https://go.gov.
sg/bca-circular-resumptionsafe-accom-chi

3. 确保你的外籍工人下载并知道如何使用以下手机应用程序：
TraceTogether, SGWorkPass 及 FWMOMCare 。

5. 教导你的工人每天测量体温
两次，并通过 FWMOMCare
应用程序申报健康状况。

*如果你的工人将在建筑工地或建筑材料供应工作场所施工，你必须向总承包商提供他
们的详细资料，以便总承包商一并向建设局提交复工申请。

4. 教导你的工人安全防疫措施。为他们报名员
工防疫培训课程及确保他们在复工后的四周
内完成培训并通过评估。

2. 复工准备
拭子检测登记系统
雇主应：
• 为员工预约拭子检测
• 监督和确保员工如期进行拭子检测，否则他们的
• 通行码（AccessCode）将显示为“红色”

2

1
注册登录账户
https://go.gov.sg/regsrs-acc
你将在三个工作日内通
过所登记的电邮地址收
到登录详情

3. 在工作中采取安全防疫措施

从8月1日起，通过拭子检测登记系统
为员工预约进行拭子检测

3

4

情景一:

5

6
自动预约下一个
拭子检测时间

登录

选择日期

第一次预约

进行拭子检测

雇主使用账户资料登录
拭子检测登记系统

员工将自动被列入
系统的名单
雇主可选择/更改拭子
检测预约时间

雇主将通过手机简讯和
电邮收到预约通知

员工如期进行拭子检测

员工将通过手机简讯
收到下一个预约通知

下载拭子检测登记系统简介：https://go.gov.sg/srs-briefing-slides

欲知详情，请联系
保健促进局
网站：http://www.hpb.gov.sg
询问电话：6435 3500

如有疑问或需要协助，
请联系：

下载拭子检测登记系统用户指南：https://go.gov.sg/srs-user-guide

电邮：SRS_Enquiries@bca.gov.sg

查询哪些员工须定期进行拭子检测：https://go.gov.sg/bca-summary-swab-requirements
.

* 雇主可在至少两天前从登录系统更改预约日期。员工每14天须进行一次拭子检测。
1. 登记拭子检测登记系统账户，并通过该系统为员工预约第一次拭子检测。如果你的员工属于
以下类别，他们就必须遵守拭子检测要求：
更新于8月3日

●
●

建筑业S准证或工作准证持有者，无论他们的住宿及工作地点在哪里；或
在建筑工地或建筑材料供应工作场所施工的员工。

> 6 WEEKS
OVER
3-MONTH

工人全职（即三个月
内工作六周或以上）
在一个建筑工地为一
个项目施工。

情景二:

情景三:

< 6 WEEKS
WITHIN
3-MONTH

工人兼职（即三个月内少过
六周）在不同建筑工地为多
个项目施工。

工人在非建筑工地和
非建筑材料供应工作
场所为项目施工/进行
活动。

2. 确保员工进行定期检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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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

工人全职在一个项目工地施工

安全住宿
1. 与总承包商讨论住宿要求：
● 住在工地临时宿舍/临时许可宿舍/临时宿舍的工人，每个房间的工人应受雇于
同一个雇主，并属于同一组。
● 如果工人住在组屋/私人住宅，则整个单位的工人都应属于同一个项目，或者
都受雇于你的公司*。
● 如果你的工人住在客工专用宿舍/工厂改建宿舍:
i) 他们应根据雇主安排房间，即你的工人不应与其他公司/雇主的工人同住一
间房。
ii) 如果你的工人需要用到多个房间，你应将所有房间安排在同一层楼, 而房间
应尽可能彼此相邻。

安全交通安排
1. 安排错开工人的工作时间，并按不同的时间接送那些持工作准证或S准证的工
人。 没有居住在客工宿舍的S准证工人也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
2. 允许单程接送同宿舍的工人往返不同的工程项目工地。
3. 遵守人力部关于交通安排的安全管理措施指示，如确保工人戴口罩、在车上不得
交谈或互动。
4. 每载送一批工人后，为车辆进行消毒。

* 确保在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没有和在非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同住

2. 向人力部更新工
人的住宿资料。

3. 同一组和在同一个工作区域施工的
工人应同住。
（用于说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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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劳动队伍

在工地进行人流划分，包括进出人流管控

●

1. 确保工人的休息日与建设局为项目指定的休息日相同，并通知工人他们的指定
休息日。

Zone B

ZONE A

轮休制

●

Zone B Entrance/ Exit

Zone A Entrance/ Exit

2. 你可以登录人人力部的Safe@Work系统，核查工人的轮休制安排。

ZONE B

19

08/17/20

20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 on Worksites.

2015a

登录人力部的Safe@Work系统选择员工的
休息日（周一到周六）
通知员工他们的指定休息日
作出必要的安排，以协助员工适应指定休息日

2015a

●

Legend:

Legend:
Zone A

●

Site Zoning, Ingress & Egress

Site Zoning, Ingress & Egress

© Copyright 2020 Straits Construction Singapore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www.straitsconstruction.com

08/17/20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 on Worksites.

© Copyright 2020 Straits Construction Singapore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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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休制的常见问题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mom.gov.sg/eservices/services/safe-work
或 www.mom.gov.sg/covid-19/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Site Zoning, Ingress & Egress

Legend:

Zone D Entrance/ Exit

3. 教导工人每天早上检查他们的通行码，
只有通行码的状态显示为“绿色”，
他们才能离开住宿地点。

ZONE D

Zone D

2015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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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 on Work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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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地
1. 与总承包商讨论安全管理计划：
● 分区和划界

绿色区
A区

图例：
专用厕所
A区

人流管控站

B区

洗手和消毒区
B区

海报和资讯
工地办公室

C区

隔离室
C区

紧急集合点
A区出入口

D区
绿色区

6

B区出入口

D区

无论任何时候，工人都不准
进入工地办公室，只有指定
的清洁工人和电工才可以进
入（须经批准）。

绿色区

C区出入口
D区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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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ACCOMMODATION
SAFE ACCOMMODATION

CCOMMODATION
●

SEGREGATION OF COMMUNAL FACILITIES
SEGREGATION OF COMMUNAL FACILITIES

工作时的安全距离和划分

ON FOR ISOLATION ROOM
AND SICK
BAY Toilets and Common
Separation
Isolation Toilets and Common Use Toilets
Separation
of Isolation
Use of
Toilets

2. 与总承包商讨论如何为不同
组的工人错开工作时间/用
餐和休息时间。
3. 讨 论 交 通 和 饭 盒 等 物 流 安
排。

设置安全距离标记，引导工人保持1米距离
●

隔离设施

Common Use Toilet for CTQ Personnel

Toilet
Common Use Toilet Isolation
for CTQ Personnel

Isolation Toilet
4. 向工人强调遵守和采取安全管理措施的重要性。

N

COVID-Safe Worksite

Hand wash provided at all toilet facilities
Hand wash provided at all toilet facilities

CILITIES

te
mmon Use Toilets

Reduce
physical(cont’d)
interaction & ensure safe distancing . at worksites (cont’d)
.
ng
at worksites
SAFE WORKSITE
SAFE WORKSITE
• Avoid physical meeting if possible (SMO to manage)
ge)
SAFE DISTANCING
SAFE DISTANCING
MEASURES
MEASURES
ON SITE ON SITE
• Safe distancing at site office and meeting room (SMO
Signages displayed
Signages
on
displayed
site on site
5. 协助工人熟悉安全标志和海报。
MO
医务室

在所有厕所提供洗手设施
BUILDING ASPIRATIONS

BUILDING ASPIRATIONS

BUILDING ASPIRATIONS

.

& SDO to observe)
隔离厕所

Isolation Toilet

Hand wash provided at all toilet facilities
工地办公室

Virtual Meet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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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SPIRATIONS

.

conducted in smaller group of not more than
10 pax.
•

All personnel shall adhere to the SDM 1m at all
times.
6. 与总承包商讨论，通过他们举办的安全管理措施介绍会，教导你的工人如何遵守
安全管理措施
Toolbox
meeting shall be kept within 10 mins.

•

情景二:

工人兼职（即三个月内少过六周）
在不同工地施工

安全住宿

BUILDING ASPIRATIONS

7. 与 总 承 包 商 合 作 制 定 防 疫 应 急 计
划/紧急应对计划。
人力部告知工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疾病
• 建筑商向当局跟进有关工人的资料
• 建筑商确认和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

8. 保持工作场所的清洁。

1. 短时间（即三个月内少过六周）在一个项目工地施工的工人：
- 如果他们住在组屋/私人住宅，整个单位的工人都应受雇于你的公司*。
- 如果他们住在客工专用宿舍/工厂改建宿舍：
i) 每个房间最多只能由两个公司的员工共用，即同住的工人最多只能分别受雇
于两个雇主*。
ii) 如果你的工人需要用到多个房间，你应将所有房间安排在同一层楼, 而房间应
尽可能彼此相邻。
* 确保在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没有和在非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同住

2. 向人力部更新工人的住
宿资料。

封锁病患施工的工作区

安全交通安排
对受影响的工地进行消毒 (包括周边场所、共用设施和工具)

对病患的住处和共用设施进行消毒

如果病患周边的工人被隔离

如果病患周边的工人没有被隔离

• 确保工人得到良好照顾

• 监督和病患一起工作的工人的
健康状况

• 根据当局的准则监督他
们的健康状况
• 建筑商必须持续监督情
况并呈报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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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工地住宿的清洁
• 建筑商必须持续监督情况并呈
报管理层

1. 安排错开工人的工作时间，并按不
同的时间接送那些持工作准证或S
准证的工人。 没有居住在客工宿舍
的S准证工人也可以搭乘公共交通
工具 。
2. 允许单程接送同宿舍的工人往返不
同的工程项目工地。
3. 遵守人力部关于交通安排的安全管
理措施指示，如确保工人戴口罩、
在车上不得交谈或互动。
4. 每载送一批工人后，为车辆进行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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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劳动队伍
1. 轮休制
●
登录人力部的Safe@Work系统选
择员工的休息日 （周一到周六）
●
通知员工他们的指定休息日
●
作出必要的安排，以协助员工适
应指定休息日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
览：www.mom.gov.sg/
eservices/services/safework 或 www.mom.gov.
sg/covid-19/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2. 教导工人每天早上检查他们的通
行码，只有通行码的状态显示
为“绿色”，他们才能离开住宿
地点。

4. 所有工人只能在建筑商划定的指定区域内工作。
● 分区和划界
● 在工地进行人流划分，包括进出人流管控

图例：
专用厕所
A区

人流管控站
洗手和消毒区
B区

海报和资讯

轮休制的常见问题

3. 确保员工没有和其他承包商的工人
互动。

工地办公室
隔离室
C区

紧急集合点
A区出入口

安全工地

D区

1. 与相关总承包商讨论，通过他们为各个工地举办的安全管理措施讲解，教导你
的工人如何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绿色区

B区出入口
C区出入口
D区出入口

所有工人都应由安全距离监督员密切监督。安全距离监督员将：
a. 确保这些工人留在指定区域，以及没有和其他承包商的工人互动
b. 确保工人在施工时保持安全距离。

●

2. 如有需要，与总承包商讨论如何安排
工人的工作和用餐时间。

12

工作时的安全距离和划分

3. 协助工人熟悉工地的各种安全标志和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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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醒工人遵守安全管理措施（例如工人只能在建筑商划定的区域内施工、由安全
距离监督员密切监督、不得与其他承包商的工人互动，以及保持安全距离）

情景三:

在非建筑工地/非建筑材料供应
工作场所施工的工人

安全住宿
1.

如果他们住在组屋/私人住宅，整个单位的工人都应受雇于你的公司*。
● 如果他们住在客工专用宿舍/工厂改建宿舍：
i) 每个房间最多只能由两个公司的员工共用，即同住的工人最多只能分别受雇
于两个不同公司/雇主。
ii) 如果你的工人需要用到多个房间，你应将所有房间安排在同一层楼, 而房间应
尽可能彼此相邻。
●

* 确保在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没有和在非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同住

6. 由总承包商的安全管理人员介绍防疫应
急计划/紧急应对计划。

7. 保持工作场所的清洁。

2. 向人力部更新工人的住
宿资料。

人力部告知工人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疾病
• 建筑商向当局跟进有关工人的资料
• 建筑商确认和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员

2. 在非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不应与在建筑工地施工的工人同住。

建筑工地
封锁病患施工的工作区

非建筑工地

对受影响的工地进行消毒 (包括周边场所、共用设施和工具)

对病患的住处和共用设施进行消毒

如果病患周边的工人被隔离

如果病患周边的工人没有被隔离

• 确保工人得到良好照顾

• 监督和病患一起工作的工人的
健康状况

• 根据当局的准则监督他
们的健康状况
• 建筑商必须持续监督情
况并呈报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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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工地住宿的清洁
• 建筑商必须持续监督情况并呈
报管理层

安全交通安排
1. 安排错开工人的工作时间，并按不同
的时间接送那些持工作准证或S准证的
工人。没有居住在客工宿舍的S准证工
人也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
2. 允许单程接送同宿舍的工人往返不同
的工程项目工地。
3. 遵守人力部关于交通安排的安全管理措施指示，如确保工人戴口罩、在车上不得
交谈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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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劳动队伍
1. 轮休制
● 登录人力部的Safe@Work系统选择员工的休息日 （周一到周六）
● 通知员工他们的指定休息日
● 作出必要的安排，以协助员工适应指定休息日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mom.gov.sg/eservices/services/safework 或 www.mom.gov.sg/covid-19/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如员工需要在周日休息， 请向人力部申请：
www.mom.gov.sg/appeal-restday.

轮休制的常见问题

2. 教导工人每天早上检查他们的通行码，
只有通行码的状态显示为“绿色”，
他们才能离开住宿地点。

安全工作场所
1. 在工作场所的入口处设置SafeEntry
访客登记系统。至少应使用SafeEntry
QR码版本。

2. 提醒工人注意工作场所安全
管理的关键要求 。

设置以身份证登入SafeEntry的指南

图片由DLM私人有限公司、和合(私人)有限公司、许兄弟集团、海峡建筑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和联宇建筑集团提供。所有图片仅供参考。

联系建设局:
http://bca.gov.sg/feedbackform/

订阅建设局的TELEGRAM频道: https://www.t.me/BCA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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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建设局网站:
http://www1.bca.gov.sg/COVI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