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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ÁS J. ARAGÓN, M.D., Dr.P.H.  

       主任兼州公共卫生官 

GAVIN NEWSOM 

州长  

加州健康与人民服务厅 

加州公共卫生厅 

2022 年 6 月 8 日 

致： 

加州用人单位 

主题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加州新冠病毒 (COVID-19) 法律）用人单位问答 

相关资料：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新冠病毒 (COVID-19) 工作场所爆发情 

况报告要求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有关定义的用人单位指导 更多员工和工作场所指导 

所有指导 更多语言 

截至 2022 年 6 月 8 日的更新： 

• 添加了用人单位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工作场所爆发情况的相关信息。 

什么是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2020 年法规第 84 章）是加州的一项法律，由纽森州长于 2020 年 

9 月签署，并于 2021 年通过众议院第 654号法案 (AB 654)（2021 年法规第 522 章）进行了修订。

法律：

• 要求用人单位通知员工可能接触过新冠病毒 (COVID-19)，并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工作场所的爆

发情况。 

• 要求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按行业公开报告信息，说明工作场所的爆发情况。 

我需要为员工提供什么信息？ 

在工作场所发现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后，必须向员工、分包工作者用人单位和任何劳工代表提

供以下信息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P.O.Box 997377  •  MS 0502  •  Sacramento, CA 95899-7377 

(916) 440-7259  •  (916) 440-7505 传真 

www.cdph.ca.gov 

www.cdph.ca.gov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ab685.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ab685.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Employer-Guidance-on-AB-685-Definition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EmployeesAndWorkplace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Guidance.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COVID19MultilingualDocuments.aspx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654


 

  

 

1. 可能接触过新冠病毒 (COVID-19) 的通知 

提供工作场所有新冠病毒 (COVID-19) 患者日期的书面通知。切勿公开可能识别受影响者的

信息。

2. 有关福利和选择的信息 

必须根据联邦、州或地方法律提供新冠病毒 (COVID-19) 福利相关信息，包括工伤补偿、公司病

假、州府规定的休假、补充病假、议定的休假及反报复和反歧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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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毒和安全计划 

提供工作场所的消毒和新冠病毒 (COVID-19) 安全计划。 

应如何及何时通知员工？ 

必须在收到工作场所可能接触过新冠病毒 (COVID-19) 通知后 1 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通知。可派人分

发书面通知，也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发送，并应使用英语和大多数员工能够理解的任何其他语言。 

必须通知哪些员工？ 

必须通知在感染期 [2] 内与新冠病毒 (COVID-19) 确诊员工处于同一工作场所 [1] 的所有员工和分包

员工用人单位。

我什么时候需要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 

非医疗机构工作场所必须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新冠病毒 (COVID-19) 爆发情况。爆发的 定义 为 14 

天内在同一工作场所至少有 3 起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 

达到此阈值后，必须在 48 个小时或一个工作日内（以较迟者为准）向工作场所所在辖区地方卫生部门

报告

还须继续将在工作场所员工中发现的其他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通知地方卫生部门。

如是不受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要求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爆发情况的医疗机构，则应遵循加

州公共卫生厅 (CDPH) 的 医疗机构 报告指导。 

要求我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什么信息？ 

1. 工作场所相关信息 – 公司/机构名称、营业地址和北美行业分类系统 (NAICS) 的行业代码。 

2. 新冠病毒 (COVID-19) 确诊员工的姓名和职业。 

3. 地方卫生部门在调查中要求提供的任何其他信息。

我应该如何与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这些信息？ 

与企业所在辖区的地方卫生部门联系，以确定最佳报告信息方式和报告工作场所爆发情况的最佳联系

人。此流程因地方卫生部门而异，因此务必与之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 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可能会使用在线工具，例如，疫情跟踪共享门户 (SPOT)，让用人单位报告爆

发情况。 

• 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可能会使用其他工具（如安全电子邮件或传真）报告疫情。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Employer-Guidance-on-AB-685-Definition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0-75.aspx


地方卫生部门和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地方卫生部门会审核报告的信息，并与您合作应对爆发情况。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要求提供更多信

息、与您共享资源和/或为您提供额外的指导和指示。务必与地方卫生部门密切合作，并按其指示降低

工作场所传播 新冠病毒 (COVID-19) 的风险。地方卫生部门还会将工作场所新冠病毒 (COVID-19) 的

爆发情况报告给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要求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在其 网站 上按行业公开工作场所新冠

病毒 (COVID-19) 爆发情况相关信息。 

何人应算作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规定，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是指以下人员： 

• 新冠病毒 (COVID-19) 的病毒检测呈阳性 [3]， 

• 由持照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冠病毒 (COVID-19)， 

• 因新冠病毒 (COVID-19) 而由公共卫生官员下令隔离，或 

• 由公共卫生部门确定死于新冠病毒 (COVID-19)。 

获知工作场所中有符合上述任何条件者时，必须如上所述通知员工和地方卫生部门。 

哪些用人单位必须遵守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加州所有公共和私营用人单位都必须遵守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但以下除外： 

• 已需遵守其他报告要求的某些类型医疗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无需遵守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向地方卫生部门报告爆发情况的要求。加州《劳工法典》第 6409.6(h) 节 所列这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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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继续遵守现行报告要求。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所有其他要求也适用于这些机

构，包括向员工传达新冠病毒 (COVID-19) 潜在接触相关信息。 

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和新冠病毒 (COVID-19) 相关信息？ 

• 在《劳工法典》第 6409.6 节中通过和修订后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 加州立法信息

网页。 

• 《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新冠病毒 (COVID-19) 应对》 (PDF)  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工作场所

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应对指导，包括预防传染、员工检测、接触者追踪及检疫隔离和隔离

策略

• 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用人单位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指导：定义 – 众议院第 

685 号法案 (AB 685) 所用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术语定义。

• 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预防要求 (AB 685) – 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处 (Cal/OSHA) 概述了

该法案如何使之能更有效地在工作场所执行新冠病毒 (COVID-19) 措施。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COVID-19-Outbreak-Data.aspx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LAB&sectionNum=6409.6.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sectionNum=6409.6.&lawCode=LAB
https://files.covid19.ca.gov/pdf/responding-to-covid19-workplace--en.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Employer-Guidance-on-AB-685-Definitions.aspx
https://bit.ly/3iXeTQQ


[1] “工作场所”是指工作者在感染期间工作的建筑物、商店、设施、农田或其他地点。不适用于合格

  

 

 

 

 

 

 

 

 

 

 

 

 

者未进入的用人单位建筑物、楼层或其他地点，工作者未接触其他雇员自行工作的地点，或工作者个人

住所或工作者远程工作时选择的替代工作地点。如有多个工作场所，用人单位只需通知与合格人员处于

同一工作场所的员工（《劳工法典》第 6409.6(d)(7) 节）。 

[2] 请查阅 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 指导 和相关 常见问答集 的“感染期”定义。 

[3] 在撰写本文时，这包括分子和抗原检测。有关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的更多信息，请查阅 

加州公共卫生厅 (CDPH)《检测指导》。

最初颁发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uidance-on-Isolation-and-Quarantine-for-COVID-19-Contact-Tracing.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Isolation-Quarantine-QA.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Updated-COVID-19-Testing-Guidan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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