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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动物与其他害虫的
防治
由于提供持续不断的食品来源、藏身之处
和温暖环境，食品服务场所尤其容易遭受
啮齿动物和其他害虫的破坏。
餐厅可以使用被称为害虫综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的方法来控制啮齿动物和其他害虫问题。
IPM 帮助您监控啮齿动物和其他害虫可
能活动的地方、采取预防措施并使用针
对性处理方法进行控制。
在寻找啮齿动物的迹象时，请检查您的餐
厅，找到大于四分之一英寸的开口，包括水
电管线接入口。

若见以下可能存在啮齿动物问题的任何
迹象，请立即通知害虫管理公司：
• 啮齿动物粪便或尿液
• 摩擦或脏污痕迹（护壁板和开口处有深色
油性污迹）
• 活动路线（啮齿动物行走路径，沿墙壁
和护壁板留下脏污痕迹）
• 洞穴（啮齿动物居住的隧道，常见于泥
土或混凝土中的 1-4 英寸宽孔洞）
• 啮咬痕迹
• 墙上有孔洞或裂缝
• 餐厅前面的人行道上有洞
落实以下最佳实践有助于预防啮齿动物
和其他害虫：
• 清除害虫：保持厨房和存储区域无食品
垃圾、污垢和灰尘。使用带有可扣紧盖子
的垃圾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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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害虫断粮：将蔬菜和谷物存放在带
有可扣紧盖子的防虫容器中。溢漏的食物
立即清理并丢弃。
• 杜绝害虫：封住餐厅内所有的孔洞和裂
缝。在打开的窗户和门上安装纱窗，在门
的底部加装帚刷，防止啮齿动物进入。
• 雇用有执照的害虫管理专业人员：
欲寻害虫管理专业人员，请访问
nyc.gov/health 并搜索
“operating a restaurant”
（餐厅经营）。

更多详情，请参见害虫防治最佳实
践：食品服务机构 (Best Practices
for Pest Prooﬁng: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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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员工和顾客的听力
在纽约市 (NYC) 311 城市服务系统的投
诉中，噪音首当其冲。2017 年关于酒吧、
俱乐部和餐厅噪音的投诉超过 20,000
宗。长时间接触高噪音（85 分贝或更高）会
导致听力下降、高血压、溃疡、疲倦和压
力感。如果员工或顾客不得不大声喊话才
能让别人听见，则表明噪音等级过高。
以下是可降低您的食品服务机构内噪音
量的一些提示：
• 调低厨房和用餐区音乐的音量。
• 考虑在设计中融入降噪功能，
如隔音板。
• 将高噪音设备（如制冰机和苏打水机）
移出用餐区。
• 制冰机、压缩机和洗碗机等设备尽可
能购置低噪音型号。
• 将等候区（可能会很吵）设置在远离用
餐区的地方，并考虑在其周围设置围
板。
• 采用隔音厨房门。
• 椅脚加装橡皮帽。
• 确保暖气和空调设备运转正常，设备维
护不良可能就会发出噪音。
• 为身处噪音区域的顾客提供听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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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用的信息：
• 美国劳工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对工作场所
的噪音等级有所规定。如果您的餐厅或
酒吧噪音等级高，则可能需要针对您的员
工实施听力保护计划。
• 噪音顾问可帮助您确定噪音等级是否过
高、识别噪音源并提供降低噪音的相
关提示。
发送电子邮件至
onsite@labor.ny.gov，即可获取
由纽约州劳工署提供的免费且保密的噪
音咨询服务。

聘请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NYC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批准名单中的声音
评估顾问。
更多详情，请访问 nyc.gov/health
并搜索“restaurant noise”
（餐厅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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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某家餐厅的弧菌感染案例
纽约市卫生局 (New York City Health
Department) 会就任何人投诉在某餐厅
用餐后生病一事做出回复。这些调查通常可
以确定疾病爆发原因，并揭示出不合格的
食品安全操作。
卫生局就顾客报告于布鲁克林某餐厅就
餐后生病一事做出了回应，并据此确定是由
弧菌引起。弧菌是在牡蛎生活的沿海水
域发现的一种细菌。由于牡蛎是过滤水
进食，所以水中的细菌可以于牡蛎体内生
长。而当有人生食或食用未熟牡蛎时，即可
能感染弧菌，导致腹部绞痛、恶心、发热、
呕吐和腹泻。其他食物也可能通过厨房中
的交叉污染而染上弧菌。卫生局对该餐厅中
售卖的牡蛎进行了测试，发现牡蛎体内存
在弧菌。
要降低弧菌感染的风险，您必须：
• 向顾客提供一份书面的消费者忠告，提
醒他们生食或食用未熟食物会增加患食
源性疾病的风险。
•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器皿和砧板要分开
使用。
• 贝类的标签至少保留 90 天。如有食源性
疾病报告，则此类标签可用于识别贝类来
源地。

• 对食品存放、准备以及供餐过程中的接
触面和接触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
• 在食品储存、准备和运输过程中保持合
适的温度。
• 顾客食物中毒投诉请立即拨打 311
报告。

刑法变更
故意针对正在履行职责的纽约市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实施人身伤害是一种犯罪（即二级 D 类伤害重罪）。州长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签署了纽约州参议院第 3343 号法案，将纽约刑法 (New York Penal Law) 第 120.05
条修正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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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挑战
1.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存在啮齿动物问题的迹象？
A.	
一张预防窒息的海报

C. 啮咬痕迹

B. 啮齿动物粪便或尿液

D. 墙上有孔洞或裂缝

2. 为防治餐厅虫害，您应该：
A. 清除害虫

C.	
杜绝害虫

B.	
让害虫断粮

D. 以上皆是

3. 要降低弧菌感染的风险，您必须：
A.	
对食品存放、准备以及供餐过程中的接
触面和接触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

C.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器皿和砧板要
分开使用

B.	
以书面方式提醒顾客生食或食用未熟食
品会增加患食源性疾病的风险

D. 以上皆是

4. 以下哪一项表明您的餐厅噪音过大？
A.	
暖气和空调设备维护良好

C.	
制冰机和苏打水机均远离用餐区

B.	
员工或顾客不得不大声喊话才能让别
人听见

D.	
有背景音乐播放

5. 要降低餐厅噪音，以下哪一项属于不当操作：
A. 椅脚加装橡皮帽

C.	
考虑装设隔音板

B.	
等候区靠近用餐区

D.	
调低厨房和用餐区音乐的音量

您知道吗？
1) 可轻松在线更新许可证。请访问
nyc.gov/dohmhpermits。
需进行注册。仅支持信用卡或借记
卡支付。
2) 您
 是否对本市所提供的商业资源
感兴趣？请访问
nyc.gov/business。
3) 解决食品服务机构违规问题。如
果您收到和解提议，同意该提议
能帮助您省钱。请访问 nyc.gov/
business 并单击 Violations（违
规）选项卡。
4) 如果有更多员工了解安全食品
操作，将帮助您的机构减少违
例行为。有关食品保护课程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nyc.gov/
healthacademy。
5) 是否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在纽约
市开办并经营一家食品服务机构的
信息?请访问
nyc.gov/health/foodservice。

答案：1.A 2.D 3.D 4.B 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