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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报重新营业声明书
(通过MITI CIMS 3.0系统）
目的是为了记录公司资料并声明公司将承诺遵守复工指南.
呈递声明书不是强制性而是自愿性的，然而自愿申报将有助于
增强客户对公司的信心
谁可提交？
目的是为了记录公司资料并声明公司将承诺遵守复工指南.
呈递声明书不是强制性而是自愿性的，然而自愿申报将有
助于增强客户对公司的信心
如何呈交？
可通过网站 notification.miti.gov.my CIMS 3.0提交
开放时间从2020年5月4日至5月12日
提交后, 公司可下载包含QR码的确认函。可张贴展示该确认信
在公司处所以表明您公司有遵守MKN指定的复工指南

更多详情可查阅
A Guide to submit Company Declaration via CIMS 3.0
5 Fakta Tentang Pengisytiharan Syarikat Kepada MITI

被禁止的商业/社区活动清单
1. 娱乐与休闲
戏院，卡拉OK，主题公园，博物馆，街头
表演，按摩院，娱乐中心，夜总会
2. 庆典、游行和集会
宗教游行
清真寺和膜拜场所的宗教活动
安全部队周年庆典（游行）
庆祝开斋节（除了跟近亲家人）
政府部门与私人界每月集会
开幕典礼
3. 大会与展览
就业展，婚纱展，旅游促销与配套，购物嘉
年华以及各种涉及群聚的大会
4. 教育
所有学校（小学和中学）,公立,私立大专学
府停课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校内体育活动, 面对面课外活动，各种会聚
集超过10人的学校集会或活动
5. 运动
涉及支持者和观众聚集的运动竞赛(体育馆)
超过10人聚集的户外活动如竞跑，脚车，摩
哆车队等
各种室内运动如健身体操
游泳池
有身体接触的运动如橄榄球，拳击，足球，
篮球
6. 社交活动
餐宴，开斋宴会，婚宴和周年庆宴会，家庭
招待会，社交和文化聚会（大扫除，讲座，
参观等等）
7. 交通
游轮
8. 室内 / 露天的商店 / 市场，零售商店，餐饮店
同一时间出现大量顾客（至少1公尺距离）,
斋戒月市集, 开斋节市集, 嘉年华
9. 制造业及其它领域的员工中央住宿（CLQ）, 宿
舍, 员工宿舍
访客出入, 社交和团体活动, 祈祷和其它宗教
活动
10. 机械安装和维修（电梯、自动扶梯和锅炉）给
服务业/ 建筑工地的起重机
超过10人聚集工作

11. 服装和时尚装饰商店
试穿
12. 洗衣店（自助式洗衣店）
折叠衣物
13. 亲临现场的演讲，研讨会，课程，培训
14. 农业商品证书活动
15. 理发店和美容院
16. 银行及金融服务
在金融机构建筑物外或公共场所进行的市场
推销活动
17. 森林管理
森林生态旅游和林业培训
18. 采矿采石
新申请任何石矿引爆实验,
还是实际实验

无论是理论实验

19. 种植与农业
会客日, 农产品销售日, 水果嘉年华，课程或
讲座，农业机构集会，家畜产品拍卖会
20. 渔业
休闲式钓鱼活动，海洋公园，展览和水族馆
21. 创意艺术
拍摄，涉及群众参与的表演节目，演唱会，
活动
22. 文化与艺术
任何涉及参观者和艺术家之间有互动的展览
23. 旅游和酒店
使用酒店设备包括祈祷室，健身房，温泉，
桑拿浴，休息室，泳池，会议室，会议厅，
培训室，餐厅，咖啡厅（自由餐用途）
更多详情可查阅
Senarai aktiviti yang dilarang.pdf

行管期间复工SOP
企业复工SOP(简介)
禁止活动列表

各行业复工SOP
制造商

运输与物流

零售

酒店住宿/文化展览

餐饮

员工住宿，机械和起重机安装与维修

专业服务

体育与休闲

法律

防卫

金融

农业商品

当铺和贷款

农业

建筑

环境(废物管理，供水)

保安

石油天然气

医疗

研发和实验测试

教育

电力供应

幼儿中心

林业/采矿/电力能源

社会关怀中心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KPKT)

通讯网络/ 邮寄/ 传播/ 资讯科技/ 电子商务

邻里管理

健康检查清单样本以供参考

提交JKKP 每日报告

附件

SOP每日报告目的是为了确保在行管期间重新营业
的公司有遵守指定的SOP.

健康检查声明表
员工健康状况记录

谁需要提交？
所有获准营业的公司必须每天向JKKP提交每日报
告（如没营业则无需提交）
1个工作地点1份报告（尽管只有1个值班人员）
每日报告可通过

健康检查声明表

登入notification.miti.gov.my > Dashboard >
Laporan Harian Program Pencegahan Wabak
Covid-19 Di Tempat Kerja 或
通过 JKKP
http://survey.dosh.gov.my/laporanhariancovid19/

员工健康状况记录

关怀检测计划 (PSP)
PERKESO关环检测计划（PSP）是针对在行动控制令(MCO)
期间获准经营的公司的工人进行COVID-19检测. 该计划旨在
协助政府控制COVID-19疫情在重新营业的行业中传播.

这项COVID-19检测是免费提供给有注册PERKESO的员工
，检测相关费用将由PERKESO支付.

检测将由PERKESO旗下的指定卫生诊所检测中心进行，全
国卫生诊所检测中心的列表可在 PSP PERKESO 网站获取
https://psp.perkeso.gov.my/psp-service-provider.html
员工必须通过PERKESO PSP 网站
https://prihatin.perkeso.gov.my 进行线上注册.
员工可在48小时之内通过PERKESO PSP网站得知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是保密的，仅让员工，卫生诊所检测中心和
PERKESO知道。 员工也可与雇主共享测试结果。 如果检测
结果为阳性，卫生诊所检测中心将立即通知卫生部。

更多详情可查阅
Program Saringan Prihatin
Garis Panduan PSPP Fasa Pertama .pdf

外包会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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