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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与解答：重新开放持牌托儿之家（截至 2020年 6月 26

日） 

本文件定期更新，提供了与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第三和第四阶段重新开放托儿之家有关的

最常见问题的解答。请经常查看最新的信息，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请将您的

问题发送至 gov.oecd@illino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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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如果我重新开放，我需要通知谁？ 

 
托儿机构应通知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方式为提交 COVID-19 行动计划（COVID-19 

Action Plan）详见下节内容）。 

  

儿童保育资源和转介系统（CCR&R）正在收集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第三和第四阶段重新开放的

托儿机构（托儿中心和托儿之家）的信息，以便将需要托儿的家庭与当地现有的托儿机构联

系起来。强烈鼓励各机构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第三和第四阶段开放的托

儿机构，以便将家长转介给您的机构。 

 

COVID-19 行动计划（COVID-19 Action Plan）的审批流程是什么？提交计划后，我们多

久可以重新开放？ 

 
服务提供者要向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提交重新开放计划，但不需要等待儿童与家庭服

务部（DCFS）批准后再重新开放。然而，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可以在任何时候与托儿

机构联系，提出有关其重新开放计划的问题或所需的额外信息，服务提供者可能需要提供额

外的信息或在必要时调整其做法。虽然在重新开放的过程中不需要进行实地探访，但儿童与

家庭服务部（DCFS）保留在任何时候探访持牌托儿服务提供者的权力。 

 

mailto:gov.oecd@illinois.gov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Pw5zwqr3SbBuLwpS4JfXUzHtgf9yW-uoX44GiWGDqMRc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Pw5zwqr3SbBuLwpS4JfXUzHtgf9yW-uoX44GiWGDqMRc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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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紧急日托（EDC）而开放的托儿机构可以继续运营。这些机构要更新自己机构的政策、计

划和实践，以确保符合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新的和额外的指南，并尽快向儿童与家庭

服务部（DCFS）提交自己的重新开放计划。 

 

我必须在某个日期前重新开放吗？ 

 
不是，持牌托儿机构没有重新开放的最后期限或时间表。只有准备好满足第三和第四阶段的

额外指南之要求时，机构才应重新开放。我们鼓励服务提供者与他们所服务的家庭进行交

流，以了解他们的托儿需求，并告知自己的重新开放流程。 

 

服务提供者需谨记，儿童保育援助计划（CCAP）的简化出勤豁免只适用于 6 月份，从 7 月份

开始，对于没有接受托儿服务的儿童，他们不再领取儿童保育援助计划款项。 

 

重新开放计划 

作为重新开放计划的一部分，我需要向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提交什么资料才能重

新开放？ 
 

请参阅《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持牌日托指南》，以了解提交给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的

重新开放计划的内容。托儿机构的重新开放计划应包含强化风险管理计划（ERMP）、个人防

护装备（PPE）作业计划和强化人员配置计划（Enhanced Staffing Plan）。 

 
服务提供者也应咨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IDPH），以

确保计划适当地遵循其指导：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继续开放的托儿项目的指南。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恢复开放的托儿项目者的指南。 

•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IDPH）关于防止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在日托机构/托儿机

构传播的临时指南。 

 

许可证 

这一新的指南会持续多久？ 
 

强化的许可标准将适用于州长 “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的第三和第四阶段。伊利诺伊州将不

会进入第五阶段，直到有疫苗或有效的治疗方法可用，这可能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服务提

供者应准备在可预见的将来达到这些标准。然而，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计划定期审查

《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持牌日托指南》，以提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及伊利诺伊

州公共卫生部（IDPH）概述的最新标准。  

 

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监督探访何时开始？ 

 

https://www2.illinois.gov/dcfs/brighterfutures/healthy/Documents/Day_Care_Guidance.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childcare.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childcare-programs.html
https://www.dph.illinois.gov/covid19/community-guidance/daycare-centers
https://www.dph.illinois.gov/covid19/community-guidance/daycare-centers
https://www2.illinois.gov/dcfs/brighterfutures/healthy/Documents/Day_Care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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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LR 将继续监督所有持牌托儿机构。探访期间，DCLR 将确保托儿机构符合新的紧急规则，以

及符合受紧急规则影响的许可方面，并将与服务提供者合作进行必要的改变。在不适用紧急

规则的领域，常规的许可标准仍然适用，并将由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监督和执行。 

 

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何时恢复对托儿所执照申请者的访问，以便他们能够获得许

可证并开始运营？ 

 
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将继续与潜在的申请人合作。如果您对儿童与家庭服务部

（DCFS）的运作有疑问，请联系您当地的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许可办公室。 

  

 

报名、容量和分组 

在“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哪些工作者的孩子可以报名我的儿童保

育服务项目？ 

 
所有为孩子寻求托儿服务的家长都有资格为孩子报名。 

 

为了帮助规划和准备重新开放，我们鼓励各托儿机构联系各个家庭，迅速调查哪些人计划立

即将孩子送回托儿所，哪些人还不想/不需要把孩子送入托儿所。 

 

小组最大人数是否包括服务提供者自己的孩子？ 

 

是的，服务提供者的孩子总是包括在经许可的容量人数中。 
 
如果因为容量有限，我们无法为返回托儿所的所有家庭提供托儿服务，应该怎么办？我
们应该把他们送到哪里？ 

 

我们鼓励各托儿机构联系各个家庭，迅速调查哪些人计划立即将孩子送回托儿所，哪些人还

不想/不需要把孩子送入托儿所。如果您的项目无法满足对托儿服务需求，请将这些家庭介绍

给当地(儿童保育资源和转介机构（CCR&R），早教热线：1.888.228.1146（上午 9:00至下午

3:00 期间提供服务），或儿童保育服务机构搜索：第三和第四阶段，因为这些系统可以帮助

家庭在其社区内找到托儿所。 

 

如果一个家庭还不放心让孩子回到托儿中心，服务提供者能否为这个家庭保留托儿所的

名额？还是服务提供者应该把这个孩子的名额给其他家庭？ 

 
是否保留其名额，由各托儿机构自行决定。在 2020 年 6 月之前，服务提供者将继续为所有符

合儿童保育援助计划（CCAP）条件的天数付费。从 7 月开始，各托儿机构可能需要为了财务

目的而填补其开放名额。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由托儿机构来决定。 

 

每个孩子的使用面积如何计算？ 

https://www2.illinois.gov/dcfs/aboutus/Pages/phoneDirectory.aspx
https://emergencycare.inccrr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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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的最小使用面积没有变化。关于额外空间的唯一指南是关于儿童睡觉/午睡的事宜。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婴儿床或睡眠区域安排，不能互换。在孩子睡觉或午睡时，服务提

供者应： 

• 确保每张婴儿床或幼儿床之间至少有 6 英尺的距离；或 

• 用屏障将婴儿床/幼儿床隔开；这些屏障必须是为此类目的而商业化生产的。 

作为一个持牌托儿之家，我可以在白班为 8 个孩子提供保育服务，关闭至少一个小时打

扫卫生，然后在夜班继续为 8 个孩子提供保育服务，对吗？如果有助理的话，每个班是

否可以有 10 个孩子（或 12 个，对于集体托儿之家来说）？  

 
对的。作为一个持牌托儿之家，您可以在白天为 8 个孩子提供保育服务，如果延长保育服务得到

批准且有一名助理，人数可增加到 10 人。接待下一个小组的儿童之前，关闭一小时的要求没有变

化。唯一的指南是，在下一个儿童小组进入您的机构之前，整个经许可的空间应该进行清洁和消

毒。作为一个持牌托儿之家，夜班保育的最大容量为 8 人，对于持牌集体托儿之家，如果有助理

的话， 夜班保育儿童的最大容量为 12 人。 

 

个人防护装备（PPE） 

为什么现在的指南中包括了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的问题？ 
 
公共卫生官员已将面罩确定为减缓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传播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在过

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了解到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即使感染者

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只要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就要求 2 岁以上的人

（医学上无法忍受的人除外）在公共场合必须戴上面罩。公共卫生官员建议，托儿机构的提

供者及工作人员应随时佩戴口罩或面罩。我们鼓励服务提供者考虑使用面罩，因为其可能会

让他们更好地与幼儿进行沟通。 
 
为什么指南中包括了 2岁及以上儿童佩戴口罩的问题？ 

 
儿童在接送时应戴上口罩，这与目前州政府规定的 2 岁以上的人（医学上无法忍受的人除

外）在公共场合只要不能保持社交距离就应戴上口罩的要求是一致的。儿童午睡时不宜戴口

罩，在户外玩耍时不需要戴口罩。在托儿之家时，公共卫生官员建议服务提供者应鼓励儿童

佩戴口罩。如果儿童不能很好地耐受口罩，或在戴口罩时，比不戴口罩时更频繁地触摸自己

的脸部，服务提供者可允许儿童在教室里不戴口罩。一定要和家长交流孩子使用口罩的经

验，口罩对保护我们自己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性，并和孩子交流不要摸脸，如何戴口罩等。 

 

我们是否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个人防护装备（PPE）？每个工作人员和家庭是否可以自行提

供？ 
 

托儿机构应确保为其工作人员和儿童准备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在儿童保育期间使用适当和

安全的个人防护装备至关重要，在口罩被弄脏、遗忘或丢失的情况下，可以更换个人防护装

备。托儿机构不需要为家长/监护人或其他来访者提供口罩，但我们鼓励其提供口罩，以防有

人忘记或没有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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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机构应根据所实施或鼓励的做法，提供口罩（员工可使用面罩）、手套和其他个人防护

装备。这可以包括为工作人员，特别是婴幼儿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服/制服，应鼓励工作人员准

备好更换衣服，以便与生病的孩子接触。 

 

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寻找或支付个人防护装备（PPE）？ 

 
对于提供紧急儿童保育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购买和分发清洁用品以及口

罩的程序。这些“工具包”已经寄给了那些表示需要清洁用品的服务提供者（有些产品还没

到）。 

 

伊利诺伊州公共服务部（IDHS）（通过 INCCRRA）继续与一家供应商合作，以获得“超额供

应”的清洁用品，供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在未来几个月内使用。将建立一个 “网上商店”提

供供应信息，其中对供应商免费使用，但服务提供者需要支付运费。这项有限的服务旨在帮

助服务提供者调整供应链，以适应未来几个月对清洁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必要用品的

大幅增加的需求。如果新的服务提供者无法找到所需的用品或个人防护装备，他们可以联系

当地的儿童保育资源和转介系统（CCR&R），以通过中央门户网站获取有关用品的信息。 

 

通过提交一份可操作的个人防护装备计划，作为您所在机构重新开放计划的一部分，州政府

将更好地了解服务提供者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和获取/维持供应的能力，以及对额外资源的需

求程度。 

 

如果孩子和工作人员在进入托儿之家时换了鞋，当他们回到外面玩的时候，是穿回进来

时的鞋还是穿在托儿之家的鞋？ 

 
托儿机构不要求儿童、工作人员和家长/来访者在托儿所内换鞋或穿鞋套。如果您的项目确实

决定实施或鼓励这些做法，儿童/工作人员可以穿着他们在托儿所内穿的鞋子外出，因为目标

是防止接触到在个人家中和公共场所所穿的鞋子。 

 

谁为托儿之家提供体温计？是希望各托儿之家自己购买体温计和电池，还是由政府实体

提供？ 

 
在居家令（Stay at Home Order）/“伊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期间开放并为必

需行业工作者的孩子提供服务的紧急日托项目，其有机会获得一套包括体温计在内的用品。

州政府正在努力购置更多的体温计，将提供给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同时，如果服务提供者

选择重新开放，鉴于测温方面的指南，应自行购买体温计。建议使用非接触式体温计，但 

“传统”体温计如果清洁后用于下一个人，则可以进行使用。 

如果工作人员不能佩戴布口罩该怎么办？指南中规定，工作人员应该戴口罩或面罩，那

么如果不能戴口罩，面罩是否可以呢？ 

 
工作人员可以佩戴面罩或口罩，如果愿意，二者也可以同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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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准备和膳食服务 

在用餐时间，是否允许使用可清洗的餐具，还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是一次性的？  
 
遵循常规的规则指导，其涉及到食物准备和膳食指导。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关于食物准备和膳食服务的指导原则，除其他预防措施外，各机构应确保儿童在教室

里面而不是在餐厅等公共空间用餐，并确保为儿童提供的饭菜是盘装或单独盒装，而不是自

助或家庭式用餐，以避免共用任何餐具。 

 

社交距离 

是否可以用架子将幼儿床隔开，以减少 6 英尺的距离要求？ 
 
不可以，为了被照护儿童的安全，屏障必须是为此类目的而商业化生产的，而且不应妨碍工

作人员在午睡时间监管儿童的能力。 

 

安全和健康的空间和物品 

我们有没有标准的标牌可以印制并张贴在入口处，明确有病、有症状、未戴口罩的个人

不能进入？ 
 

您的儿童保育资源和转介系统（CCR&R）很快就会提供标牌。很快就会有一个链接，包含一些

标志可供托儿机构选择使用，并可下载打印。 

 

我们可以把什么物品放回房间吗？ 

 
托儿机构应继续遵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关于教室内玩具的指南。 不应使用不

能经常进行清洗消毒的玩具（如毛绒玩具）。玩具清洗消毒后才能在各小组之间共用。 

 

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是否可以在白天为家长存放婴儿车/汽车座椅等？ 

 
围绕婴儿车和汽车安全座椅的存放，没有新的要求。 

 

 

确实有关于限制小组使用游乐场设备，并在下一个人使用前留出时间或做卫生的指南。

如果我平时带孩子去公共游乐场玩怎么办？ 

 
只要能保持社交距离，就鼓励户外玩耍。教师在带孩子去之前，不妨先检查一下游乐场，对

游乐场表面进行消毒。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childcare.html#FoodPreparation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childcare.html#FoodPreparation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childcare.html#CleanDisin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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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财务 

6 月份是否会继续执行 30%的提高比例？ 如果是这样，其是适用于所有家庭，还是只适

用于那些被认为是 “必需行业工作者”的家庭？ 

 
30%的提高比例将持续到 6 月，只适用于那些根据紧急日托许可证照护儿童的服务提供者。考

勤信息应与伊利诺伊州公共服务部（IDHS）共享，作为提高 30%比例的条件之一。刚在第三或

第四阶段开放的服务提供者不符合提高比例的条件。 

 

6 月及以后的考勤豁免情况如何？ 

 
无论何时开放，考勤豁免在整个 6 月对所有托儿机构仍然有效。从 2020 年 7 月 1日起，“伊

利诺伊州复原计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给予的考勤豁免将停止执行。 

 

儿童保育援助计划的家庭共付额何时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家长不再有能力支付共付额

（由于失业/未就业），托儿之家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 

 
共付额将在 2020 年 7 月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家庭现在没有工作，应该利用其求职期去重新

确定调整共付额。对于已经领取儿童保育援助计划（CCAP）福利金的人，他们可以在 90 天的

求职期内继续接受领取儿童保育援助计划福利金。 

 

健康与幸福 

出勤托儿所的教师和家庭是否可以优先参加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检测？由于他们

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所以多久可以检测一次？ 

 
2020 年 6 月 4 日，伊利诺伊州应急管理局（IEMA）和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IDPH）宣布，

现在无论是否有症状，所有人都可以前往社区检测点进行检测。在该公告发布之前，如果/当

一个机构中发现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阳性病例时，该儿童保育机构被列入伊利诺伊州

公共卫生部（IDPH）的第四类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优先检测人群。可在伊利诺伊州公

共卫生部（IDPH）网站上查阅检测点名单。 

 

 

 

对于涉及儿童与家庭服务部（DCFS）儿童福利系统的寄养儿童，是否允许儿童与家庭服

务部（DCFS）的社会工作者前往儿童保育机构进行探望？ 

 
没有什么能阻止社会工作者到儿童保育机构探望儿童。社会工作者在进入机构时，应像所有

工作人员和来访者一样，进行发热和症状筛查，并遵循适当的指南，包括在机构内戴上口

罩。 

 

https://www2.illinois.gov/sites/OECD/Documents/20200604_Community_Based_Testing_Sit.pdf
https://dph.illinois.gov/covid19/covid-19-testing-sites
https://dph.illinois.gov/covid19/covid-19-testing-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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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什么情况下才允许在儿童保育机构中开展早期干预（EI）服务？ 

 
允许早期干预服务提供者开展该服务。然而，早期干预工作组就这些服务的形式和何时恢复

亲自探访仍待提出建议。 早期干预服务提供者在前往托儿机构时，应像所有工作人员和来

访者一样，进行发热和症状筛查，并遵循适当的指南。 

 

在报名/聘用时，我们是否仍然必须取得所有儿童和工作人员的新的体检和免疫接种记

录？ 

 
是的。 

 

如果我/工作人员的心肺复苏（CPR）/急救证书在大流行期间过期怎么办？ 
 

持有美国红十字会的急救和心肺复苏认证证书的持牌人和工作人员，如果其认证证书在“伊

利诺伊州复原计划”期间已经或即将过期，可通过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在线认证延期计划进

行延期。 

 
弱势群体是否应该在儿童保育环境中提供/接受保育服务？ 

 
我们建议您考虑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IDPH）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关于弱势

群体的指南，以及与集体护理有关的预防措施。 

 

如果我的机构已经关闭了很长时间，是否有关于如何安全地重新开放的指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已经制定了《长期关闭或减少使用后重新开放建筑物的指

南》，其中包括将军团菌的风险降至最低的步骤。  

 

https://www.dph.illinois.gov/covid19/community-guidance/daycare-center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guidance-for-childcare.html#Vulnerable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building-water-system.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building-water-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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