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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中包含了 Seagate 为保护我们的工作场所、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而采取的全球政策、实践及规范。详细内容可能因地点、 

当地法律要求和具体工作场所而异。 

除 Seagate 员工之外，本手册还将提供给所有进入我们工作场所的承包商和访客，

确保他们也了解进入 Seagate 工作场所必须遵守的健康与安全实践及规范。

本手册内容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 

指导方针和建议。 

SEAGATE 致力于在新冠疫情 

不断变化的形势之中， 

为员工健康安全和 

业务运营提供妥善保护。



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变化管理

 《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由 Seagate 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管理团队经过与人力资源、 

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设施、公司安全、财务、信息技术和法务等多个业务职能部门的倾力合作， 

精心编制而成。 

为确保所有 Seagate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的健康与安全，本手册将不时进行重新评估和更新，以反映 

Seagate 政策、实践和规范的变化，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供的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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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寄语

尊敬的 Seagate 访客、承包商和员工：

当我们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探索“新常态”时，应始终做到以人为本。为便于大家参考，我们制定了 

这本《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以确保访客、承包商和员工均能了解我们在此次疫情期间所 

采取的健康与安全规范。本手册由我们的跨职能团队编制，旨在概括介绍公司各工作场所的现行规范 

及程序。 

本手册中包含相关的政府指导方针及业界最佳实践，可帮助确保每位来到 Seagate 工作场所的人员的 

安全性。我们已实施热扫描程序、健康申报和彻底清洁程序，并增加了免洗洗手液的供应量。我们还 

采用了社交/安全距离实践，并错开轮班时间以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还要求在无法或难以保持社交 

距离的情况下必须佩戴口罩以响应当地法规要求。 

我们的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我们鼓励员工充分利用“员工援助计划”（部分地区提供）和 

其他可用资源来度过这次危机。

我们每个人都在维护安全工作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需时刻保持警惕，努力降低风险。在这一 

不稳定时期，我们仍将致力于保护员工及外部合作伙伴，并重视每一个人。我们有信心，在我们携手 

共进的过程中，我们将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有凝聚力和适应力的团队。

使命为先，以人为本！

Seagate 企业危机应对团队

 
Joan Motsing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Business Excellence  

 

高级副总裁 Joan Motsinger
卓越经营

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 Patricia Frost 
内部通讯社区参与

高级副总裁 Kate Schuelke 
首席法务官及公司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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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Seagate 的使命就是以高度 

谨慎的态度采取行动，保障员工健康与安全，并保证业务

的持续运营。 

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发展，Seagate 坚持在全新且可持续

的条件下开展运营，并始终将降低全球员工风险以及帮助

外部合作伙伴共克时艰的坚定承诺视为重中之重。    

指导原则

以人为本

维护我们员工、承包商和访客的健康与安全。

维持运营

维持包括客户、制造商、供应链和研发在内的灵活业务运营。

践行价值观

通过我们的行动维护 Seagate 价值观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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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危机应对团队的启动 

与疫情防控管理

在疫情爆发早期，我们就启动了企业危机应对团队，及时采取措施以保护我们的员工、承包商、访客以及

全球各地的工作场所。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以高度的警惕心牢记并履行我们的使命，确保运营一致性，

从而使决策和行动富有成效且易于管理。该团队由各个职能部门的员工组成，并由我们的企业危机应对 

团队负责人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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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gate 传染病事件公司标准作业程序》(CSOPEHS120) 规定了公司各职能小组和部门在面对当地或

全球性传染病爆发时应采取的行动。此外，关键的工作场所还将各自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并成立事件

管理小组 (IMT)，以准备和应对局部感染事件。 

Seagate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疫情警报阶段，落实了多个级别的疫情阶段准备工作。每个阶段都将

启动多项应对措施及准备工作，由 Seagate 与各个职能部门负责执行。

SEAGATE 准备：概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规范概述

无论您是在现场办公还是居家办公，您的健康与安全始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根据全球 

卫生专家的指导，我们制定了一些参考资源，包括《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以及 

一段详细说明复工后培训、流程以及沟通的视频。

在进入 Seagate 的任何运营和研发场所时，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必须接受非接触式发热筛查。 

如果检测到体温升高（发烧），相应个人需立即离开现场，联系其经理或 Seagate 负责人，并在返回 

工作岗位前遵循公司的所有疫情防控指示。所有员工需自我监测体温，一旦出现体温升高（发烧）现象， 

请留在家中。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遵循社交距离 

规范，如果出现新冠肺炎症状，请留在

家中。 

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须填写每日 

健康申报表（除非另有指示），才能 

进入 Seagate 工作场所。

为确保您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下复工，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 加强对所有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消毒，包括休息区、午餐区、团队工作区、 

入口、更衣室、洗手间等。  

• 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免洗洗手液站。 

• 建立安全、恰当的社交距离规范——包括方向箭头、会议室的最大容量、 

隔断和交错排班。

• 所有 Seagate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需遵守的个人防护设备要求 

 （包括佩戴口罩）。

• 限制旅行、参加贸易展和客户拜访。

始终关注您的健康

发热筛查

我们采取的措施

每日健康申报 

采取社交距离措施，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持续对公共区域、工作站、实验室进行 

检查评估，确保所有工作场所均可保证 

充足的社交距离。 

所有工作场所均要求佩戴口罩。口罩在预防 

传染性飞沫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健身中心、休息区座位、餐厅/食堂以及会议室等公共区域暂时 

关闭或限流使用。其他区域根据各工作场所情况关闭或限制使用。  

员工可使用休息站的电器和自动 

售货机。但每次使用前后需洗手。 

我们增加了所有工作场所的清洁和消毒频率。定期清洁和 

消毒门把手、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区域。 

此外，我们使用 IPA 湿巾作为实验室设备的二次消毒手段。 

请联系当地 EHS 联系人了解 IPA 湿巾的更多信息。  

社交距离
口罩

限流关闭

休息与用餐

办公室与 

实验室清洁



如果您在工作中出现症状： 

• 请与周围的人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 遵循工作场所紧急医疗流程；或通知您的经理、Seagate 负责人以及人力资源部 (HR)/人力资源部中心 (HRC)。 

• 回家并联系医生。 

• 向您的经理和当地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中心汇报疑似（潜在）或确诊病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规范概述

工作时出现症状

为确保所有人员的健康与安全，Seagate 全体员工需要团结一致。承诺：您的职责

• 阅读并理解所有通讯内容。

• 如实进行每日健康申报，如果出现症状， 

请留在家中。

• 遵循既定的社交距离规范。

• 始终佩戴口罩/面罩。

• 清洁并消毒您的工作站  

• 对着纸巾或手肘部位咳嗽或打喷嚏，然后 

立刻洗手。

• 提出问题，分享建议，将您自己、家庭以及 

同事的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

勤洗手，使用肥皂， 

并用水冲洗至少 20 秒。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 

请使用免洗洗手液。

复工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美国 + 欧洲、中东和非洲）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亚洲 - 英文版）

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

实用链接

https://my.seagate.com/sites/NewsPortal/default/Current-News/Watch-Video-Maintaining-Your-Health-and-Safety-While-on-Site
https://www.brainshark.com/SeagateCommunications/vu?pi=zGFzE39sazbYI2z0
https://www.brainshark.com/SeagateCommunications/vu?pi=zIAz17ZiuZzbYI2z0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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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准备

 租赁场所的防控措施

 工作场所安全保障措施

 个人如何支持和维护工作场所防控规范

 清洁/消毒措施

 社交/安全距离策略

 通过、进入和离开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复工流程

 安全材料处理

 员工设备的签出与归还

 技术中心和疫情期间的调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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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场所的防控措施

Seagate 与业主/物业经理就其防控措施展开合作，将我们的健康与安全要求传达给他们，确保在租赁

场所采取与自有场所一致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保障在租赁场所工作的员工、承包商和访客的安全。我们

已对全球各地所有租赁场所进行调查，评估其防控措施的具体细节，确保相关要求已主动传达给业主和

物业经理。  

如果在租赁场所出现确诊病例，Seagate 要求在适当情况下获悉情况，确保接触追踪、清洁消毒以及 

通讯工作已及时展开。 

 “工作场所准备”中包含的信息适用于制造工厂、运营部门、设计中心和研发中心。针对社交距离和 

场所出入，租赁场所有可能会有其他防控措施。但是，Seagate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需遵循 Seagate 

在本手册及各项规范中制定的各项程序，例如健康申报流程、口罩佩戴要求等。如您对租赁场所的防控

措施有任何疑问或疑虑，请联系 EHS 或您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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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安全保障措施

办公空间通风系统调整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访问 Seagate 场所或在 Seagate 工作时能够感到自在安心。为确保健康安全的工作

环境，我们正在实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以下最佳实践， 

以保证工作场所的安全性：

Seagate 的工作场所工程团队正在研究如何改善 Seagate 工作场所中的空气质量，其中包括：

• 加强对所有高频接触点和公共区域的清洁和消毒，包括休息和午餐区、会议室、 

入口、洗手间、电梯、门把手等。

• 实行入口控制，例如在较大的工作场所采用发热筛查流程。

• 实行入口控制，例如每日健康申报。

• 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免洗洗手液站。

• 实行社交距离和楼宇防控措施，确保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 制定措施以控制进入、在内工作以及离开的人流。 

• 设置指定的工作出入口。 

• 实行交错排班、调整工作时间、远程办公、楼宇/部门隔离计划。

• 在部分工作场所的高频使用区域（如餐厅/食堂）提供接触追踪工具。

• 对新冠肺炎任何疑似或确诊病例进行接触追踪。 

• 要求佩戴口罩。 

• 安装紫外线杀菌空气处理装置。

• 安装 MERV 13 过滤器。

• 增加空气/外部新鲜空气的流通。

• 使用杀菌清洁剂清洁通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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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如何支持和维护工作场所防控规范

我们共同经历这一特殊时期。为确保清洁、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并承诺：

•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 沿指定路线和方向行走。

• 在工作时间内勤洗手，用肥皂彻底清洁双手，并用清水冲洗至少 20 秒。

• 定期对工作区域、桌面、设备和材料进行清洁和消毒。 

• 把个人物品带回家，减少工作区域及周边的物品数量。

• 尽量避免接触他人碰触过的表面。

• 购买食物或饮料时避免使用纸币，尽量使用信用卡或支付应用程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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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消毒措施

Seagate 增加了公司建筑的清洁和消毒频率，尽可能减少疾病通过门把手、电梯按钮、桌子、厕所、 

水龙头、电灯开关等高频接触区域（接触点）传播的可能性。员工有责任清洁其工作区域，包括工具、

计算机、键盘、桌子、电话、椅子和其他个人物品。

根据当地政府的指导方针，我们使用了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推荐的符合资质的清洁和消毒机构。

您知道清洁与消毒之间的区别吗？

Seagate 清洁供应商均接受过相关培训，了解任务的危险性、新冠肺炎的迹象和症状、使用的化学品 

以及如何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PPE)。

当 Seagate 得知员工/承包商/访客是确诊或疑似病例，并曾在 Seagate 工作场所逗留时，将开始采取

特定的清洁和消毒措施： 

感染区域是指感染者曾经工作、开会或用餐的任何区域。还包括洗手间和休闲区。感染区域为感染者 

工作区域向外 2 米的半径范围内。感染者曾停留超过 15 分钟的位置，如桌子、工具等，应视为感染 

区域。

传染病事件标准消毒和清洁指南

• 清洁是指清除灰尘和杂质，包括表面的细菌。清洁本身并不能杀死细菌，但清除细菌 

可减少细菌数量，从而降低感染风险。  

• 消毒则是通过使用化学品来杀死表面的细菌。此过程不一定能清洁脏污表面或去除细菌， 

但可杀死清洁后残留在表面的细菌，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

• 确定感染者曾工作或长时间逗留的感染区域。 

• 将该区域隔离，禁止入内。 

• 使用经过批准的产品对感染区域进行深度清洁和消毒。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teamdrv4/globalcovid-19/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sites%252Fgteamdrv4%252Fglobalcovid%252D19%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01%255FProtocols%20and%20Guidance%252FCleaning%20and%20Disinfection%252FStandard%20Disinfection%20and%20Cleaning%20Guidance%20for%20Communicable%20Disease%20Events%255FREV%203%252Epdf&parent=%252Fsites%252Fgteamdrv4%252Fglobalcovid%252D19%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01%255FProtocols%20and%20Guidance%252FCleaning%20and%20Disinfection&p=true&originalPath=aHR0cHM6Ly9zZWFnYXRldGVjaG5vbG9neS5zaGFyZXBvaW50LmNvbS86Yjovcy9ndGVhbWRydjQvZ2xvYmFsY292aWQtMTkvRVlZNG1vRWZIWGxFcEpxUDJrb2ZqZ2dCcDJrbmdUT2pDQnlUQzQ2VnV4QmgyQT9ydGltZT1udEV0cHVrbzJF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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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安全距离策略

社交/安全距离是指人们在自己家之外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目的在于营造安全环境，减少人与

人之间的潜在感染风险。  

个人如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最佳实践，Seagate 工作场所内的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都可以为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出一份力，具体包括： 

Seagate 如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为确保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我们正在实施以下最佳实践，以保证工作场所的社交/安全距离： 

• 始终与他人保持大约 1-2 米的安全社交距离，包括在公共区域、排队等候区、 

电梯和楼梯等空间内。

• 避免与他人接触，例如与同事、访客和朋友握手或拥抱。

• 避免在工作场所内外的任何地方聚集。

• 根据张贴的标志，仅使用指定的出入口进出。

• 尽量减少面对面的小组会议。尽可能通过 WebEx 或 Microsoft Teams 进行虚拟会议。

• 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请与其他乘客保持一定距离——隔排坐，中间隔一个座位。

• 设置地板标记，标明行走方向和排队位置。

• 关闭部分公共区域。

• 限制同一时间在会议室里的人数。

• 在公共区域、出入口处通过二维码扫描实施员工追踪系统。

• 为各部门制定相关规范以错开午休时间。

• 错开制造部门各班次的工作时间。

• 限制餐厅/食堂的座位数量，并确保摆放距离符合安全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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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入和离开工作场所

我们已采取若干措施以确保人员在工作场所中的健康与安全。我们建议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在通过、 

进入和离开工作场所时遵循以下规范：

• 从指定的入口和出口进入和离开。使用离您工作站最近的出入口，尽量减少 

在建筑物内的移动。

• 根据日常门禁流程，员工、承包商和访客需验证其健康申报、扫描测温并确保 

佩戴口罩。 

• 遵循工作场所内指定的行进路线。 

• 在工作场所内移动时，与他人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并始终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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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复工流程

我们遵循 Seagate 企业危机应对团队 (ECT)、当地法律法规以及法定监管机构的指导，为安全复工做好

准备。工作场所复工的考虑因素与实施将在下文的详细流程中加以说明。该流程包括：

随着工作场所的重新开放，我们将继续谨慎行事，确保准备工作和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以保护员工、 

承包商和访客的健康与安全，以及业务的持续运营。如果出现重大变化，影响到工作场所复工策略， 

工作场所领导层将联系工作场所管理团队 (SMT) 联络人，进行咨询和审查。

• 由工作场所领导层制定复工计划，确保员工、承包商和访客返回之前，工作场所已采取 

所有适当的防控措施。

• 与 ECT 负责人一起进行审查，确保所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策略符合当地法律法规要求， 

充分考虑 ECT 提供的建议，并将最新建议纳入工作场所复工策略。  

• 在最终的复工计划得到企业危机应对团队负责人的批准后，即可开始工作场所复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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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材料处理

尽管风险很低，但处理来自外部的材料和包装仍存在接触新冠病毒污染的表面的风险。随着病例 

开始在 Seagate 外部传播，务必始终遵循 Seagate 的控制措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在处理 

来自外部的包装、材料等时，请谨记：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T 服务。

• 清洁和消毒密切接触的表面 

• 处理或拆开包装材料时，请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例如口罩和手套

•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经常洗手，不要触摸眼睛、嘴巴或脸部。

• 遵守所有 Seagate 控制措施和协议

员工设备的签出与归还

按要求将设备签出和/或归还的 Seagate 员工必须遵守以下流程：

• 员工应通知管理人员，他们将把设备归还至工作场所，适用情况下还应提供设备类型、 

型号和序列号。 

• 归还设备后，管理人员将确认设备已归还至工作场所并更新文件。应通过更新资产 

通行证或 365 表格进行更新。

• 管理人员还可联系当地的桌面支持团队或现场安全人员以协助资产通行证的更新和/ 

或关闭。

如果可能，在处理来自已知疫情爆发地点或地区的包装和材料时，可以采取一些额外的预防措施：

• 对仓储中的所有材料实行“先进先出”(FIFO)，以确保尽可能延长从收货 

到使用之间的时间 

• 在接触或拆开包装前，至少将其隔离 5 天

• 清洁和消毒包装或货盘的表面

• 将可能被污染的包装材料安全地丢弃在专用垃圾箱中

https://my.seagate.com/ITServices/


  |  20

技术中心和疫情期间的调整措施

作为一种全新的便捷支持模式，技术中心将为员工提供 IT 支持，旨在提供更理想的个性化客户体验。 

技术中心提供哪些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技术中心调整

• 计算机/移动设备故障排除

• 小规模计算机调整和故障排除

• 笔记本电脑借用

• 电话和计算机配送 

• 网络电缆和电源

• 每个技术中心均采用了有机玻璃屏  

• 技术中心处提供免洗洗手液 

• 所有收到和/或发出的设备都将进行消毒 

• 增加了胶带标记，确保等候人员之间保持 2 米的间距 

• 采用预约制度，保持社交距离

• 有线键盘、鼠标和扩展坞

• 新员工计算机设置和教程

• 登录、密码和 Wi-Fi 故障排除

• 病毒扫描/清理

• 技术中心将提供服务单生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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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gate 技术中心地点

工作场所 地点 工作时间

费利蒙，绿区 7 号， 

靠近 EI Capitan 会议室

朗蒙特，主街北端 1 楼

沙科皮，主街北端 2 楼， 

Boundary Waters 会议室对面

Shugart 大厦 2 楼连廊

无锡工厂 102 号楼 2 楼

呵叻工厂 1 号楼 2 楼

FRC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太平洋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山区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中部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新加坡标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新加坡标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  
  至下午 5:00（新加坡标准时间） 

LCO

SHK

SHG

WUX

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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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复工准备

 每日健康申报

 发热筛查流程

 一线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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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场的员工、

承包商和访客 

每天均须填写 

健康申报（除非 

另有指示）， 

才能进入  

SEAGATE  

工作场所。

健康申报是一份在线或纸质问卷，用于 

评估您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和症状。 

查看您本地工作场所的新冠疫情资料，了解您工作场所的详细 

要求，这些资料位于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 

此健康申报流程旨在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保证您和您同事的安全。 

如果您有症状或有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请如实回答并选择留在 

家中。健康申报的问题包括：

症状

•  您是否有任何新冠肺炎症状，如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发烧、发冷、疲劳、肌肉或身体疼痛、头痛、出现味觉或 

嗅觉丧失、喉咙痛、鼻塞或流鼻涕、恶心、呕吐或腹泻？

接触

•  您是否被实验室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被医疗机构 

诊断为疑似病例？

•  您是否与任何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

旅行

•  您是否曾经出国？或者前往、离开或途径任何高风险地区？ 

 （请参见 CDC、WHO 或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了解与您 

所在地点有关的更多信息）。

工作场所/区域监管要求

•  当地政府和卫生当局可能提出作为筛选条件的额外限制和 

要求，将纳入每日健康申报中。

每日健康申报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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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健康申报

您所在工作场所的职业健康 (OH) 团队、环境、健康及安全 (EHS) 团队或人力资源 HR/HRC 团队可能 

会要求您对健康申报问题的回答进行额外说明。这些信息以及 CDC 和 WHO 提供的指南将用于确定：

• 您是否需要居家隔离。

• 您是否需要与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或公共卫生机构进行后续沟通。

• 您是否可以复工。

有关隔离和疫情休假的详细信息，员工可参见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如果出现上述任何高风险 

因素，访客和承包商将不允许进入 Seagate 工作场所。

如何在智能手机或计算机上完成健康申报（适用于使用二维码的工作场所）

如果您有 Seagate Global ID (“GID”)，在部分工作场所可使用智能手机来完成您的健康申报。如果 

您有 GID，可使用智能手机扫描张贴于工作场所主入口的二维码。各工作场所的二维码均具有 

唯一性，不能通用。您的健康申报有效期为 24 小时，系统会在凌晨 12 点重置。

没有 GID（如承包商）或没有智能手机或不想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员，可填写入口处提供的纸质 

表格。

员工、承包商和访客须知

每天必须在进入工作场所前完成健康申报（除非另有指示）。如实回答所有问题，进行自查。 

• 如果屏幕显示绿色，您可以照常进入工作场所。

• 如果屏幕显示红色，请勿进入办公区域，前往隔离区并致电工作场所的 OH/HRC 人员。

应用程序

每个工作场所都有自己唯一的 URL，根据 SiteID 值进行区分。 

不同工作场所的健康申报表

支持的浏览器/设备

• 浏览器——Google Chrome、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 等

• 客户端——Windows、Apple Mac、Android、iOS 等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lobalhealthdeclarationmanagementsystem/SitePages/Seagate Loc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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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健康申报

用智能手机填写健康申报表的操作指南

• 启动手机上的相机应用程序。 

• 对准健康申报二维码。

• 在屏幕顶部 (iPhone)/底部 (Android) 找到通知横幅。

• 点击通知横幅打开健康申报表。 

注意：如果您的手机摄像头不支持二维码，您可下载二维码阅读器应用程序 (Apps Store/Play Store)， 

或使用其他工作场所的健康申报表的 URL 进行申报。

• 使用 Seagate SSO 和密码进行登录。

• 您可以看到包含多个问题的健康申报表，选择“是 (Yes)”或“否 (No)”回答这些问题。 

• 单击“提交”按钮以提交健康申报表。 

• 根据您的回答，您可以看到红色屏幕“当天不允许工作”或绿色屏幕“当天允许工作”。  

• 如果屏幕显示绿色，请入内工作。如果屏幕显示红色，请致电健康/人力资源部中心人员， 

电话号码将显示在屏幕上。 

所有 Seagate 兼职员工都应在当班开始时而不是在当班前完成健康申报，以确保其填写健康申报的 

时间亦能得到相应报酬。员工如需协助，请联系经理。

健康申报常见问题

问题：扫描二维码后没有跳转到 SSO 登录界面。我该怎么办？

用户移动设备必须接入可访问互联网的无线网络或激活的数据网络。

问题：SSO 无法登录。我该怎么办？

用户可能忘记密码或账号已过期。请联系 GDS 协助处理密码问题。

问题：如何在手机上扫描二维码？

请参见“如何在手机上扫描二维码”。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lobalhealthdeclarationmanagementsystem/SitePages/Seagate Loc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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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健康申报后，必须向保安出示结果：

• 在某些工作场所，如果您填写了纸质版健康申报，则可能需要向保安出示纸质版。 

绿色表示您可以进入。

• 红色表示您不符合健康标准，不允许进入。

• 如果您不符合标准，弹出窗口将显示不通过，您应该联系当地人力资源部人员或  

BCMS coordinator 告知健康申报结果为不允许进入，然后返回家中。

完成健康申报后：后续步骤

绿灯：

前往热扫描仪

红灯：

按照指示联系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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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筛查流程

若要进入 Seagate 的任何大型运营和研发场所，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必须接受非接触式发热 

筛查。我们的部分租赁场所也需要进行发热筛查。如果显示体温升高（发烧），将要求相应人员立即 

离开现场，联系其经理或 Seagate 负责人，并在返回工作岗位前遵循公司的所有疫情防控指示。如果

无法立即离开现场，则会被引导前往指定隔离区，他们可在隔离区联系经理或项目负责人，并安排 

交通事宜。 

对进入工作场所的每个人进行扫描测温，可快速识别体温升高的人。发烧的体温阈值因地而异， 

以当地监管指引为准。

虽然并非每个发烧的人都会感染新冠病毒，但发烧往往是被感染的症状之一。在工作场所进行发热 

筛查的目的在于识别体温升高的人，并建议他们返回家中、监测症状，根据需要联系其个人医疗服务

提供者以获得进一步的指导/建议，并在达到特定标准后再复工。这些措施可降低我们的员工接触 

新冠病毒的风险。

对于未设置发热筛查流程的工作场所，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应提前做好体温自测，如果体温升高， 

请勿前往工作场所。我们鼓励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每天测量体温。 

所有 Seagate 兼职员工都应在当班开始时而不是在当班前完成热扫描流程，以确保其进行热扫描的

时间亦能得到相应报酬。员工如需协助，请联系经理。

• 美国 – 100.4°F  

• 斯普林敦 – 37.8°C

• 亚洲地区 – 37.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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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

我们为一线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 (PPE)，旨在帮助他们抵御新冠病毒的侵害。一线人员是指可能 

通过以下方式与病毒密切接触的人：

被视为一线人员的特定工作职能包括为感染者提供直接护理的职业健康专业人员、清洁人员、保安 

人员和医疗急救人员。

Seagate 为一线人员储备了充足的必需用品，包括消毒剂和个人防护设备，并将为他们提供正确使用

个人防护设备的培训，其中包括如何安全穿戴和脱下设备。此外，还将为一线人员发放护眼用具（护

目镜或面罩）、一次性手套以及至少一只 N95 口罩。 

• 在 24 小时内与感染者距离约 2 米以内，累计接触 15 分钟或更长时间，和/或

• 直接接触感染者的传染性分泌物。传染性分泌物包括痰液、血清、血液和飞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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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Seagate 工作场所的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均必须佩戴口罩。此项要求基于当地政府要求、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口罩可防止无症状的佩戴者将病毒传播

给他人，从而有利于减缓新冠疫情的传播。 

何时需要佩戴口罩？

口罩必须覆盖您的口鼻部位，并紧贴脸部，以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戴上口罩后，除非必要，否则 

尽量不要触摸它。任何时候需要接触口罩时，包括戴上和取下口罩，都应该先洗手。 

必须谨记，佩戴口罩并非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的替代方案。 

注意：请留意您所在工作场所的口罩要求，因为某些地方政府法规可能不允许这些例外情况。

无需佩戴口罩的例外情况有哪些？

• 公共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入口、大堂、休息区、热扫描站、餐厅、走廊、会议室、 

电梯、开放式办公区、复印/打印站、洗手间和巴士。

• 共享工作区——包括但不限于访客工作站、宿舍、实验室、仓库和码头区、收发室、 

核心团队工作区、开放式协作区、储藏室和档案室。

• 办公室或工位——独自一人或与他人共处同一空间（场所另作要求除外）。  

• 吃饭或喝水时。

• 户外活动——能够与他人保持约 2 米社交距离时。

• 独自待在独立办公室中时。

• 实验室工作站——就坐于专用实验室工作站时这些工作站不得与任何其他人共享， 

就坐时必须有一个高于头部的隔板，必须有符合社交距离要求的标记，并且必须 

经由 EHS 审核以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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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因健康问题而无法佩戴口罩的人员，应联系人力资源中心或 Seagate 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人力资源服务、全球人力资源联系信息。

https://hr.seagate.com/hr_contac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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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新冠肺炎感染风险

 有人在工作中生病时怎么办？

 有人报告确诊或疑似（潜在）新冠肺炎病例时	

	 怎么办？

 密切接触追踪

 自我监测体温及健康

 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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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工作中生病时怎么办？

如果员工、承包商或访客在工作场所生病或出现症状，必须让其得到所需的医疗照顾，同时确保工作

区域其他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如果有人出现症状或已知曾密切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此人应立即隔离并

离开工作场所。如果您在工作场所出现症状，您应该：

注意：相关各方均需为感染者保密。

为感染者提供口罩，并将其带到指定隔离区。 

感染者需遵从职业健康护理人员的指示。

职业健康护士和/或 EHS 将从感染者处收集 

信息，以确定密切接触者和潜在污染区域。 

通知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自我隔离 

并监测健康状况。 

为感染者提供口罩，并要求其立刻离开工作 

场所。如果必须安排交通事宜，感染者需 

前往并留在隔离区（如有），直到被送离 

工作场所。 

为感染者提供资料文件，说明后续将采取的 

步骤。

EHS/OH/HRC 将从感染者处收集信息， 

以确定密切接触者和潜在污染区域。 

通知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自我隔离 

并监测健康状况。 

• 症状严重时，遵循工作场所应急响应计划，或拨打当地急救电话。

• 与他人保持 2 米的距离。

• 向职业健康诊所（如有）报告。

• 通知您的经理或 Seagate 负责人或人力资源部。

配备现场职业 

健康护理人员的地点

没有现场职业 

健康护理人员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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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报告确诊或疑似（潜在）新冠肺炎病例时怎么办？ 

任何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个人都应尽快向人力资源中心或职业健康团队报告情况。Seagate 正在追踪 

和监控所有报告确诊或疑似（潜在）新冠肺炎的员工、承包商或访客。收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报告后，

为保障您的健康与安全，将采取以下措施：

员工和承包商必须在收到检测结果后立即通知人力资源中心或职业健康团队，以确保 Seagate 能 

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 如果在工作场所，感染者将立即隔离，并尽快离开。  

• 在感染者的工作区域设置路障，禁止入内，并对该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 

• 在感染者工作的感染区域设置路障和警告标志，防止有人未经授权进入感染区域， 

直到该区域完成清洁和消毒为止。  

• 通过“接触追踪”程序识别并隔离“密切接触者”。 

• 在整个工作场所或工作区域发布通知，将确诊病例告知员工和承包商。

 » 对感染者曾经使用的所有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如洗手间、公共区域、 

共享电子设备、桌子、触摸屏、键盘和遥控器。  

 » 如果感染者访问或使用设施后超过 7 天，则无需进行额外的清洁和消毒。  

 » 脱下并处理防护服和防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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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触追踪

收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报告后，Seagate 环境健康与安全 (EHS) 或职业健康 (OH) 部门将展开接触 

追踪活动，以识别任何可能与感染者密切接触的个人，因为这些人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Seagate  

也会针对疑似（潜在）病例展开接触追踪，以防疑似病例测试结果为阳性。

密切接触者是指在 24 小时内与感染者相距约 2 米以内，累计接触 15 分钟或更长时间的人。感染者

应通过其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新冠肺炎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密切接触者可返回工作岗位。 

但感染者至少在 24 小时内仍然禁止返回工作场所，直到症状消失且无需药物治疗。如果检测结果 

为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均需继续自我隔离至少 14 天，且必须在不服用药物情况下至少  

24 小时无症状，方可返回工作岗位。

感染者应将其症状、密切接触者以及在整个工作场所的活动情况告知其经理或 Seagate 负责人， 

以便他们通知 EHS 或 OH。这样，EHS/OH 就可以有效识别、通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以尽可能 

减少潜在传播，并确定感染者，以便进一步讨论和启动清洁和消毒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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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测体温及健康

我们鼓励所有远程和现场员工每天自我监测体温，如有体温升高（发烧），应及时报告。如果现场 

员工体温升高（发烧），则需联系其经理并待在家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恢复健康。 

如何使用口腔体温计测量体温： 

• 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 37.8°C/100.4°F

• 亚洲地区 – 37.5°C

1. 在使用体温计之前，请用肥皂和温水洗手。 

2. 将体温计从盒中取出。 

3. 使用干净的体温计（用冷水清洗，酒精（如有）清洁，然后用凉水冲洗）。 

4. 在测量体温前至少 5 分钟内切勿饮食。 

5. 开启体温计电源。 

6. 将体温计尖端置于舌下。 

7. 轻轻闭上嘴巴，含住体温计。请勿说话或取出体温计，直到发出“哔哔”声。 

8. 发出信号后，从口中取出体温计，并读取窗口中的数字。口腔温度达到或超过  
37.8°C (100.4°F)（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或 37.5°C（亚洲地区）即为发烧。 

9. 清洁体温计尖端（按照步骤 3），将体温计放回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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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

Seagate 正在尽可能限制前来工作场所的访客。实现业务目标的所有其他选项应优先考虑使用 IT  

协作和虚拟解决方案进行沟通，或推迟来访。如因重要需求必须来访，Seagate 将要求访客进行 

以下操作：

• 进入前从工作场所获得必要的批准。

• 完成每日健康申报。

• 进入时接受发热筛查（如适用）。

• 佩戴口罩。

• 遵循所有 Seagate 新冠肺炎防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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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保持健康

 居家办公时的安全与健康

 远程办公——IT 工具与协作

 远程办公的安全性

 阻止新冠肺炎传播：您能做些什么？

 员工旅行、客户/供应商来访、活动和聚会的  
 EHS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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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办公时的安全与健康

居家办公时，复制办公室工作的例行顺序是一种有效的减压方法。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非常重要。

这样做可以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改善个人生活和工作质量。为了实现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 

请遵循以下提示： 

除了保持健康和管理压力外，您还可通过多种方法来实现尽可能成功的虚拟工作安排。为了使您安全

高效地过渡到居家办公模式，请遵循以下关于工作空间的人体工程学提示：

• 照顾好您的身心健康

• 腾出时间进行社交活动

• 讨论问题和疑虑

管理压力和焦虑，适应“新常态”工作环境

 » 形成规律，将工作和家庭分开——确定工作空间和时间表。

 » 将原本的通勤时间转化成额外的睡眠时间。

 » 保持均衡健康饮食，定期锻炼。

 » 每天都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来充电，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 放假时，完全脱离工作。

 » 与同事沟通交流，安排时间进行社交。

 » 参加互动式网络研讨会和视频电话。

 » 如果您的工作负荷过重或过轻，请与您的经理沟通。

 » 如果压力过大，您可以寻求帮助。

指定空间
在桌上留出一块空间专门用于放置计算机。 

避免长时间坐在床上或沙发上工作。

主题 建议

家庭工作空间的人体工程学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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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设备——键盘、鼠标和显示器

主题 建议

家庭工作空间的人体工程学小贴士：

椅子

照明

电话

每日计划

休息

自我评估

设备

如果使用笔记本电脑，请尽可能使用单独的 

显示器、键盘和鼠标。如果没有单独的显示器，

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支架或书本上，使显示器 

升高到视平线或与之相近的舒适高度。将显示器

放置于可以轻松阅读的位置，通常是 45-75 厘米

的距离。

使用带有背部支撑的椅子。如果是餐椅，可以将

座垫或卷起的柔软毛巾或毯子放在下背部位置，

以起到腰部支撑的作用。

将计算机摆放在与窗户呈 90 度角的位置。 

根据需要在工作站使用房间和工作照明。 

如果您在工作时需要进行多次通话，请使用 

耳机、免提功能或麦克风/语音激活。进行 

电话会议时，尽可能使用计算机的音频功能。

制定时间表/日程。制定与团队沟通交流的 

流程。  

每小时至少离开计算机休息几分钟，喝水、 

吃饭或做其他活动。

完成在线远程人体工程学自我评估，对您的 

工作站进行适当调整。

与您的经理讨论任何设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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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IT 工具与协作

正如安全是确保业务连续性的关键要素，协作对于推动 Seagate 创新而言也同样重要。虽然我们 

有许多人无法面对面交流，但我们正在使用 WebEx、Microsoft Teams 和 Microsoft Whiteboard 等 

工具进行视频会议、文件分享和线上协作。

WebEx 服务

WebEx 服务借助于桌面、演示和应用程序共享等虚拟会议设置和支持功能，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了

在“新常态”下保持高效工作所需的工具。

WebEx 的最佳实践如下：

• 设置 WebEx 事件时可选择的推荐选项，请访问此处。

• WebEx 培训网络研讨会和指南信息表，请访问此处。

• 确保您已安装最新版本的 Global Protect（使用说明）。

• 确保您的计算机已安装最新版本的 WebEx 客户端（使用说明）。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teamdrv1/tdrive1318/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sites%252Fgteamdrv1%252Ftdrive1318%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Training%20Materials%252FWebex%252FSeagate%20Webex%20Event%20Creation%20Guideline%252Epdf&parent=%252Fsites%252Fgteamdrv1%252Ftdrive1318%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Training%20Materials%252FWebex&p=true&originalPath=aHR0cHM6Ly9zZWFnYXRldGVjaG5vbG9neS5zaGFyZXBvaW50LmNvbS86Yjovcy9ndGVhbWRydjEvdGRyaXZlMTMxOC9FVHpDcXBIOGcwQk92aFMtcldFUUlmRUJMVEdTRW5MbVhEYnhTX1dobHZQZ0dBP3J0aW1lPWlkM3hvOGdwMkVn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f:/s/gteamdrv1/tdrive1318/EiMPdJGgLUZPqT9zaDiuL8cBRgdM6PskQpjdlf-rrFQ-SA?e=A3cOwr
https://seagatetechnology-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dhiren_t_sutaria_seagate_com/ER5dTwXfWU9DoXhksOdmGTMBhwYhWDFJf3umk2H-jkM5Pw?e=3N7dAE
https://seagatetechnology-my.sharepoint.com/:w:/g/personal/dhiren_t_sutaria_seagate_com/EVYRPweZyAFKuaUDJaYg7OkBlBo12mDipvUU2m7Sj_fisg?e=b4d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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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Teams 和 Microsoft Whiteboard

Microsoft Teams 和 Microsoft Whiteboard 是安全的在线协作解决方案，可通过集中式的会议、聊天 

和内容中心为 Seagate 各团队提供支持。其功能包括与同事举行内部会议和音频会议、与 Cisco 

WebEx 集成、日程安排协助、会议记录、屏幕共享和即时消息。

Microsoft Teams 和 Microsoft Whiteboard 的最佳实践如下：

• Microsoft O365 资源中心，请访问此处。

• 关于如何在 Microsoft O365（Whiteboard、Teams）中协作，请访问此处。

• 使用 Teams 会议室、组和频道的最佳实践，请访问此处。

• 关于 Whiteboard 培训，请访问此处。

Whiteboard 和绘图板

• IT 部门正在努力将即插即用的绘图板添加到全球所有 CMR。绘图板可以连接到 PC， 

并可以用作笔和纸，以将 Whiteboard 用作独立应用或在 Teams 中使用。

WebEx 协作会议室 (CMR)

• Cisco 协作会议室 (CMR) 套件正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以将标准会议室升级为视频 

会议室，从而在虚拟会议期间实现更好的协作。

• 有关 Seagate CMR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处。

• 有关可用的 CMR 列表（实时列表），请访问此处。

https://my.seagate.com/myseagate/aspire365/home/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p:/s/gteamdrv2/tdrive2585/EdWwbn_8GR9CoSqz634o9uQBnojgwQ7cJoy5c88rQBscXQ?e=2b7ds6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w:/s/gteamdrv2/tdrive2585/ESymFmuzPFdBqUG57QOcAIQBkqq4ugo8sCYr1MiOsh7SEg?e=cN4jXE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m365apps/SitePages/Whiteboard-Training.aspx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MSites/conferencerooms/SitePages/cisco-cmr.aspx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MSites/conferencerooms/SitePages/CMRs-at-Seaga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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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的安全性

新冠肺炎骗局 

遗憾的是，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正在通过恶意网站和网络钓鱼来利用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在网络上 

关注疫情相关新闻时要格外小心，并对自称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或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权威来源的电子邮件保持警惕。作为 Seagate 的第一道以及最重要的防线，请大家始终 

保持警惕。 

如果您看到疑似网络钓鱼的电子邮件： 

网络会议安全注意事项 

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网络会议工具已成为公司、学校和个人生活的新常态。虽然这些工具可以 

使员工的远程办公更加高效，但近期出现了一些安全漏洞，使会议中闯入了一些不速之客（Zoom  

轰炸）。使用 Seagate 的企业协作工具、WebEx 和 Teams，并遵循一些指导原则，有助于确保适当

的安全性：

• 从 Outlook 工具栏中选择“垃圾邮件”， 

然后选择”网络钓鱼”。  

• 单击“报告”。这将删除该邮件。 

如果您打开了一封疑似网络钓鱼的邮件，并点击了 

其中的链接，请立即联系全球服务台！ 

• 监测会议参与者中是否有不速之客。

• 为会议设置密码。

• 在个人会议室使用 WebEx “Sched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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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详细了解如何对笔记本电脑和设备的安全性保持警惕，请访问以下链接：保护笔记本电脑和设备

的安全性。

远程办公温馨提示 

WebEx 服务

Microsoft Teams: 

• 会议主持人入场后应保持静音。 

• 只分享您打算分享的内容。共享应用程序而不是整个屏幕，这样可确保将注意力放在手头的 

任务上，而不会因可能弹出的通知而分心。 

• 将与会者设置为静音（仅限会议主持人）   

 - 在会议名册中，选择“全部静音”。 

• 使用 Teams 安排、开始或加入 Teams 会议或 WebEx 会议（将 WebEx 选项卡添加到您的 
Teams 会议室或频道）。 

• 轻松访问“需要了解”的内容：使用 OneNote 或 Microsoft Teams 中的 Wiki 功能来突出 

重要内容——会议后续跟进、最佳实践和目标。 

https://my.seagate.com/sites/NewsPortal/default/IT-Services/Keeping-Laptops-and-Devices-Secure
https://my.seagate.com/sites/NewsPortal/default/IT-Services/Keeping-Laptops-and-Devices-Secure
https://help.webex.com/en-us/n94aj5j/Mute-or-Unmute-in-Cisco-Webex-Meetings-Sui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xaPP0HtSA&list=PL_YnWo4XhzTfhkcwB6M1a-wJ9dTlz58yz&index=4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office/add-a-onenote-notebook-to-teams-0ec78cc3-ba3b-4279-a88e-aa40af9865c2?ui=en-us&rs=en-us&ad=us
https://support.office.com/en-us/article/add-and-use-a-wiki-tab-in-teams-35ec762d-72ec-4d7f-b858-2949f6cb6014


新冠肺炎工作场所防控手册  |  45

阻止新冠肺炎传播。您能做些什么？

如果您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请勿前来上班。  

待在家中，必要情况下及时就医。

新冠肺炎的症状轻重不一，并可能在接触病毒后的 2-14 天出现。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或

呼吸困难、疲劳、肌肉或身体疼痛、头痛、出现味觉或嗅觉丧失、喉咙痛、鼻塞或流鼻涕、恶心、 

呕吐或腹泻。

此外，如果您有已知或潜在的病毒接触史，请主动待在家中，不要前来工作场所！尽快通知您的 

经理。

为阻止新冠肺炎传播，请遵循以下准则：

• 始终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

 » 尽量保持至少 1-2 米的距离。

 » 避免与他人握手。

 » 确保佩戴干净的口罩。

 » 口罩需盖住口鼻及下巴部位。

 » 戴上口罩后，避免碰触口罩。

 » 摘除口罩时只碰触耳带。

 » 勤洗手，洗手时至少需持续 20 秒，并使用免洗洗手液。

 » 避免用未清洗的手触摸眼、鼻、口部位。

 » 打喷嚏或咳嗽时，一定要用纸巾或肘部内侧捂住口鼻，然后立即洗手。

 » 将用过的纸巾丢进垃圾桶。

 » 经常清洁和消毒您的工作区域。

• 佩戴口罩

• 防止细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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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旅行、客户/供应商来访、活动和聚会的 EHS 指南

当我们开始考虑如何与客户、合作伙伴、现场以及其他地点的同事重新建立联系时，必须坚守我们的

疫情防控规范与实践，以保持大家的安全与健康。我们不鼓励商务旅行，若有必要，需获得管理层 

批准。尽可能以虚拟方式进行会议。 

如果您必须出差、参加面对面的会议、访问非 Seagate 场所或参加团体活动或聚会，您始终应做到：

请记住，您必须完成每日健康申报，并可能在返回 Seagate 工作场所前需要进行隔离。

疫情期间团队活动 EHS 指南

• 考虑会议能否通过虚拟方式进行。

• 尊重并了解非 Seagate 场所的健康和访客要求。 

•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 佩戴口罩。

• 若收到您可能已接触到新冠病毒的通知，请立即通知您的经理。

• 勤洗手并遵循正确的卫生规范。

• 仅选择提供预包装选项的餐饮服务——不考虑自助餐/家庭式餐饮。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w:/s/gteamdrv4/globalcovid-19/EXl7ZrSKVhlDhrnann_0ufwB9M_Xte7D29aqC8kSTVUfWw?e=PkUT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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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链接与资源

 IT 终端用户设备政策

 疫情期间旅行指导方针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

 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及主要链接 
  （CDC 和 WHO）

 问题或疑虑

 公司关于新冠肺炎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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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终端用户设备政策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远程办公规模大幅增加，Seagate 终端用户对全球服务台“GSD”、本地 

站点服务团队和公司 IT（统称为“Seagate IT”）的 IT 支持需求也随之增加。Seagate IT 已做好充分 

准备，可及时响应所有 Seagate 终端用户的顾虑，包括与硬件故障、新硬件申请以及安全性有关的

各种问题。 

 » 如需查看完整政策，请访问 07-607 IT 终端用户设备政策 (07-607 IT End Users  
Equipment Policy)。

 » 有关终端用户服务，请访问终端用户服务 – 支持。

https://my.seagate.com/Policy/Employees/IT/Security_Management/607_IT_End_Users_Equipment_Policy?policyNum=607&langCode=en
https://my.seagate.com/Policy/Employees/IT/Security_Management/607_IT_End_Users_Equipment_Policy?policyNum=607&langCode=en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GCSites/employee-services/GS Pages/Overvi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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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旅行指导方针

不鼓励出差，未经管理层批准，不得预订新的商务旅行。请对所有旅行进行评估，确保是否对业务 

至关重要，并尽可能以虚拟方式进行会议。

如需查看疫情期间旅行指导方针的相关信息，请访问以下链接：

 » 疫情期间旅行指导方针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SitePages/Coronavirus-Travel-Guidelin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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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控意识

Seagate 始终将所有员工的健康与福祉放在首位。作为我们员工安全承诺的一部分，Seagate 推出 

培训模块，概括介绍了为在疫情期间保持安全高效工作而采取的一系列实用规范。  

此培训将就以下方面提供指导：

请参阅以下语音培训以及翻译版 PDF 文件：

 »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 - 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 - 语音培训

 »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 - 亚洲 - 英文版 - 语音培训

 »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 - 简体中文翻译版 PDF 文件

 »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 - 泰语翻译版 PDF 文件

 » 新冠肺炎防控意识培训 - 马来语翻译版 PDF 文件

• Seagate 为确保全球社区（包括在工作场所办公以及远程办公的员工）的健康与福祉 

所采取的措施。

• 我们在各个 Seagate 办公场所采取的社交距离、接触追踪、加强清洁等其他措施的 

详细信息。

• 员工照顾好自己和周围人的健康的重要性。

https://www.brainshark.com/SeagateCommunications/vu?pi=zGFzE39sazbYI2z0
https://www.brainshark.com/SeagateCommunications/vu?pi=zIAz17ZiuZzbYI2z0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b:/s/gteamdrv4/globalcovid-19/EVr_Hpwwss5GpffmVEL2YFwBoflT9qzJiq7AW8Yai6pxbg?e=wyKBBx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b:/s/gteamdrv4/globalcovid-19/EfeUXdLrFhFKk4vqRA8fCFEBYRXZjnGn4drd_Tcr6l0hOw?e=aSczhc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b:/r/sites/gteamdrv4/globalcovid-19/Shared%20Documents/16_Training/Seagate%20Safe%20-%20COVID-19%20Awareness%20(Malay).pdf?csf=1&web=1&e=vrdtyq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b:/r/sites/gteamdrv4/globalcovid-19/Shared%20Documents/16_Training/Seagate%20Safe%20-%20COVID-19%20Awareness%20(Malay).pdf?csf=1&web=1&e=vrdt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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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及主要链接

如需了解远程办公提示、旅行指导方针、工作场所公告和资源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主要公司连接 信息技术 (IT) 链接

政府链接

 » 隐私声明

 » 全球人力资源中心联系信息

 » 区域和工作场所联系信息

 » 疫情期间旅行指导方针

 » 远程办公提示

 » Seagate4Good

 » IT 服务

 » 07-607 IT 终端用户设备政策 (07-607 IT 
End Users Equipment Policy)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 世界卫生组织 (WHO)

 » 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

https://my.seagate.com/Policy/Employees/HR/Employee_Relations/Employee_Records_and_Personal_Data_Privacy_Global_(EN)?policyNum=8006&langCode=en
https://hr.seagate.com/hr_contacts.htm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sites%252Fcoronavirus%252Dresource%252Dcenter%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Helpful%20Seagate%20Contacts%20for%20COVID%252D19%20Pandemic%20Matters%255F13%20April%202020%252Epdf&parent=%252Fsites%252Fcoronavirus%252Dresource%252Dcenter%252FShared%20Documents&p=true&originalPath=aHR0cHM6Ly9zZWFnYXRldGVjaG5vbG9neS5zaGFyZXBvaW50LmNvbS86Yjovcy9jb3JvbmF2aXJ1cy1yZXNvdXJjZS1jZW50ZXIvRWY1TjgzNm9HV0pJb20zck1NanpqdjRCQjV4cW15QXVySjYyRXRQdzBldXZXUT9ydGltZT1sOXlIOEVzajJFZw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SitePages/Coronavirus-Travel-Guidelines.aspx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SitePages/Telework-Tips.aspx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SitePages/Seagate4Good.aspx
https://my.seagate.com/ITServices/
https://my.seagate.com/Policy/Employees/IT/Security_Management/607_IT_End_Users_Equipment_Policy?policyNum=607&langCode=en
https://my.seagate.com/Policy/Employees/IT/Security_Management/607_IT_End_Users_Equipment_Policy?policyNum=607&langCode=en
https://www.cdc.gov/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oronavirus#tab=tab_1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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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或疑虑

Seagate 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员工、承包商和访客的健康与安全，如您有任何问题或意见，欢迎 

随时提出，以便我们及时解决您的问题。 

您可访问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查看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您还可与您的区域或所在工作场所的 

联系人或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有用联系人”中所列的全球人力资源联系人交谈。

敬请访问新冠肺炎员工资源中心的以下链接，查看有关新冠肺炎的常见问题和相关回答。 

公司关于新冠肺炎的常见问题

 » 公司关于新冠肺炎的常见问题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site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
https://seagatetechnology.sharepoint.com/:w:/s/coronavirus-resource-center/Ea-17dlAchdGgHCMYTwKR_0BkWFRQtpzUGQEyytEWVtk5g?e=x3Ku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