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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应急预案》（2021 年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学校已印发了《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预案》(修订)（粤科贸院发

〔2020〕44 号），根据目前的疫情发展形势和上级政府部门以及属

地职能部门的要求，对预案再次进行修改和完善，现将修订后的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预案》

（2021 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021 年 8 月 23 日

粤科贸院发〔202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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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贸职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应急预案（2021 年修订）

根据目前的疫情形势和上级政府部门、属地职能部门的有关

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规范和完善学

校新冠肺炎的防控和病例管理措施，及时处置发生的新冠肺炎疫

情，确保师生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校园稳定，现对《广东科贸

职业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应急预案》（修订）（粤科

贸院发〔2020〕44 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预案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的工作方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上来，采取坚决有力举措，以普及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为中心，实行新冠肺炎“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实做好学校的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不发生校内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二、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加强对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进一

步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及

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采取措施，切断传播途径，迅速控制疫

情，严防疫情在学校校园内的传播和蔓延。

（二）联防联控。疫情防控实行属地管理、条块结合、联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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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分工负责的原则，共同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三）及时处置。确保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对

防控对象及密切接触者按规定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对疑似或确诊

或无症状感染者病例及时送指定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

三、应急处置工作组及职责

（一）在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新冠肺

炎应急处置工作组，具体负责落实学校新冠肺炎的防控和应急处

置工作。

1.组长：石大立（分管后勤工作副校长）；

2.副组长：郭浩东（党政办公室主任）、周礼（人事处处长）、

朱启平（财务处处长）、周曦（学生工作处处长）、关善勇（教务

处处长）、陈建兵（信息中心主任）、陈斌（后勤处<保卫处>处长）、

王德意（清远校区办公室主任）；

3.成员：党政办公室易胜模、人事处黄贺美、后勤处（保卫

处）郑银波、刘晓明、财务处张立阳、学生工作处阮国安、耿永

红、教务处杨运英、信息中心谢军、清远办莫帆等人员组成；其

他相关单位负责协同配合。

4.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日常工作由党政办负责和协调。

（二）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工作组主要职责

负责新冠肺炎的预防措施制定、组织实施，研究制定应急处

置工作实施预案；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导下，负责学校新冠肺

炎的现场紧急处置工作，组织学校师生紧急应对和处置新冠肺炎；

完善新冠肺炎信息监测报告网络，及时收集学校新冠肺炎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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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及时向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其他卫生管理

部门报告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和措施，请求指示和援助等；普及

新冠肺炎相关防控知识；研究提出对外公布、公开与事件有关信

息的口径及发布时间、方式等方案，提交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按程序发布；总结经验和教训，向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建议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工作小组

工作组办公室下设疫情防控组（郭浩东）、信息联络组（周礼、

周曦）、安全和后勤保障组（陈斌）、医疗保障组（刘晓明）、消杀

组（郑银波）、宣传组（郭浩东）、心理疏导组（耿永红）、资金保

证组（朱启平）和人员保障组（黄贺美、阮国安）。

1.疫情防控组，设在党政办，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及时跟上

级部门联系沟通，根据上级部门指示做好防控工作；快速协调各

组成员开展相关工作、防控物资调备等；做好有关材料起草、文

件编发及管理，防控工作情况资料汇总整理、归档；启动涉疫区

域封闭管理等措施，在保障正常的生活物资供应下，因地制宜采

取宿舍（公寓）、楼栋封闭等措施，严格限制人员进出，督导疫情

控制措施落实情况。

2.信息联络组，设在人事处和学生工作处，主要职责：

（1）人事处负责掌握教职工确诊病例的活动史、人员接触史，

掌握重点人群名单、医学观察人员每日健康情况等信息；负责信

息的收集、上报、处理和传递等工作，确保信息上报渠道畅通；

负责实时记录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提供真实材料，按规定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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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师生的健康监测工作，做好每天的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踪

登记，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并及时追踪，查明缺勤原因等，协助

有关部门做好流调工作。

（2）学生工作处负责掌握在校学生确诊病例的活动史、人员

接触史，掌握重点人群名单、医学观察人员每日健康情况等信息；

负责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和传递等工作，确保信息上报渠道

畅通；负责实时记录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提供真实材料，按规

定上报；做好师生的健康监测工作，做好每天的晨、午检和因病

缺勤追踪登记，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并及时追踪，查明缺勤原因

等，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流调工作。

3.安全和后勤保障组，设在后勤处（保卫处），主要职责：负

责提供所需要应急处置的设施、设备和物资，确保应急工作顺利

开展；负责保障校内餐饮、生活饮用水、保障校内日常生活物资

供应；在前期处置过程中，负责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散等；遇

特别紧急情况时立即启动封控或封闭式校园管理，严格控制外来

人员、车辆进入校园，做好在校师生生活保障；必要时，根据卫

生健康部门建议，在校内设置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加强校园巡查

管控，及时停止校园群体性聚集活动，及时处置校园安全突发事

件，及时处置涉校舆情事件。

4.医疗保障组，设在学校医务室，主要工作职责：负责组织

院前紧急救护，配合并协助专业救护人员开展救护工作；协助属

地疾控机构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等工作；

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健康监测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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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做好正确防护；每天保持与校领导、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

门进行信息沟通，上报学校最新情况。

5.消杀组，设在后勤处（由后勤处指导外包物业公司开展相

关工作），主要工作职责：在疾控机构的指导下，按国家和省、市

的消毒指引，做好病例所在宿舍（公寓）、教室等疫点、公共场所

的清洁、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做好校园其他区域，含校区内家

属区的保洁和消毒防疫工作；加强校园人群聚集场所的通风换气

和公共设施及公共用具的消毒，每日对教室、食堂、宿舍、实验

室、图书馆、会议室、厕所等公共场所及垃圾桶和垃圾站消毒 1

次；各教室和食堂入口要配备含酒精成分的手消毒液，厕所配备

洗手液，指导和督促师生做好手卫生（流动水七步法洗手和手消

毒）。

6.宣传组，设在党政办（宣传部）、校团委、信息中心，主要

工作职责：组织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依法规范管

理疫情通报和信息发布；报道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编发各类宣传

资料；负责舆情监测；疫情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新冠肺炎防控

知识，告知师生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的卫生，勤洗

手，咳嗽、打喷嚏时使用纸巾并妥当处理废弃纸巾；促进全体师

生严格规范个人卫生行为，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7.心理疏导组，设在学生工作处，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心理

健康引导、健康教育工作；根据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

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密切家校沟通合作，有针对性的开

展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工作；稳定学生的情绪，避免过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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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金保证组：设在财务处，主要工作职责：防控物资费用

统一列入学校的年度预算，由财务处单独列支，确保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

9.人员保障组：设在组织人事处，主要工作职责：按学校的

要求组建新冠肺炎应急处置队伍；按照新冠肺炎具体情况和要求

及时调整应急处置队伍。

四、新冠肺炎预防措施

（一）各部门、二级学院和有关单位要及时向师生员工传达国

家、广东省、广州市和清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通告及

学校防控工作措施要求，及时将相关疫情防控知识和关键信息通

过短信、微信、校园网等发送给师生；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

不信谣、不传谣。

（二）按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防控风险等级，切实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减少外出，如有需要外出，必须佩戴口罩；不到中、高

风险地区或区域旅行，不聚餐、不聚会，尽量减少到通风不畅和

人流密集场所活动。

（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

时掩住口鼻，勤开窗通风、勤洗手、常消毒、常洗澡、勤换衣被，

保持好个人卫生，日常多喝水，饮食清淡；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保证正常作息，增强体质，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四）做好教室、图书室、食堂等人群聚集场所的清洁卫生、

通风和消毒工作，保持空气流通。

（五）加强对食堂、饮用水安全的监管，做好食堂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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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和防护工作，食堂进货严格落实索证索票，不得使用来

源不明的家禽家畜。严禁采购三无产品（食品）和食用野生动物。

（六）配备足量的口罩、体温计、消毒液、应急药品、器械、

各类防护用品等物资。

五、新冠的肺炎的监测和报告

（一）新冠肺炎的监测

1.建立新冠肺炎的监测系统。在学校建立考勤监测制度，指

定专人对师生员工中的缺勤者进行逐一登记，查明缺勤原因；对

因健康原因缺勤者由后勤处和校医进行登记汇总并进行追踪观

察，分析其发展趋势，必要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重视信息的收集。与属地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立联系，

收集本地及周围地区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有关情况，密切关注其动

态变化，以便做好预防工作。

（二）新冠肺炎的报告

1.严格执行学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最先掌握发现

或接到发生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单位

和个人应在第一时间内向学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郭浩东，联系电话 13922149583）和各校区新冠肺炎工

作负责人(石井校区-周曦，联系电话 15902022323；五山校区-陈

斌，联系电话 135443166112；清远校区-王德意，联系电话

13826027263)报告，由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相应

应急预案，并由学校疫情报告人在 2 小时之内向校区所在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同时向上级教育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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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报告；各部门应严格按程序逐级报告，确保信息畅通和准

确，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

2.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

瞒、缓报、谎报新冠肺炎疫情。对不按照要求进行报告、隔离的

教职工、员工和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对发生

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例隐瞒、缓报、谎报的，疏于管理或玩忽

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按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六、疫情处置办法

（一）对疫情的防控

1.设置体温筛查

（1）位置：医务室入口处、校门入口处、教学楼入口处等。

（2）物品配备：医用外科口罩、电子体温计、水银温度计及

消毒盒、医用手套、手消毒用品、护目镜等。

（3）就诊病人筛查记录表（见附件 3）。

（4）在明显位置张贴就诊流程和注意事项（见附件 2），指定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信息（白云校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河校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武警部队广东省总队医院；清远校区：清远市人民医院）。

2.防护要求

（1）工作人员;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手套和

穿工作服，必要时戴护目镜。

（2）就诊人员及陪同人员必须佩戴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3）体温筛查点定时（2 小时）做好常规消毒和随时消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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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的）。

3.工作流程

（1）测量体温。在体温筛查处用电子体温计快速筛查，如有发

热（额温≥36.8℃）情况，立即转移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区），用

水银体温计测腋温。

（2）询问临床症状。重点询问是否有发热（腋下温度≥37.3℃）、

干咳、乏力，并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状。

（3）询问流行病学史。重点询问发病前 14 天内：①有无中、

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是否曾接触过以上地区或社区的

发热(腋下温度≥37.3℃)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②有无与新冠

肺炎患者接触史；③有无聚集性发病情况，14 天内在小范围场所

(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宿舍等)，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腋

下温度≥37.3℃)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④有无境外疫情高发

国家和地区旅居史，及境外疫情高发国家和地区发热(腋下温度≥

37.3℃)或有呼吸道症状患者接触史。

（4）填写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见附件 3）。

4.等候及转运

（1）临时隔离留观室（区） ①房间门窗保持打开状态、通风

良好；②配备水银温度计、洗手液、消毒液、休息坐椅，以及灭

火器材；③设置醒目标识，门前设置警戒带或提示“未经许可，

不得进入”，避免其他人员误入。室内明显位置张贴属地街道（村

委）、疾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三人小组”、学校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及辖区指定发热门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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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门诊就诊流程和注意事项。

（2）人员防护要求 ①医护人员：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科

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N95）、穿一次性隔离衣、戴手套、穿鞋套，

必要时戴护目镜；②转运工作人员在转诊过程中戴一次性工作帽、

医用防护口罩（N95）、穿一次性隔离衣、戴手套、穿鞋套，必要

时戴护目镜。

（二）对疫情的处置

如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含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学校应立即启动新冠肺炎应急预案应急

响应，立即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报告，配合做好

排查和后续相关工作。各应急小组（疫情防控组、信息联络组、

安全和后勤保障组、医疗保障组、消杀组、宣传组、心理疏导组、

资金保证组、人员保障组）各司其职，采取相关防控措施。启动

封闭式校园管理，住校学生不得离校，封闭管理的楼（栋）人员

不能离开本人居住的单元（宿舍），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发生新冠肺炎病例（含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期间，校园按要求人员只进不出；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调整学校午休安排，按照卫生健康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建

议，必要时采取班（年）级或全校停课等措施。疫情处置工作流

程具体如下：

1.体温筛查时发现发热（腋下温度≥37.3℃）、乏力、干咳、

等可疑症状的病例时，立即安排专人（医务人员）引导病人至临

时隔离留观室（区）等候，医护人员复核体温、再次询问核对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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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症状及流行病学史，通知家长，按照转运预案联系社区“三人

小组”即街道、派出所、社区卫生中心初步排查。

（1）天河校区：社区三人小组（五山街白石岗社区居委会

何疏影：18022329315，五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志康：

15360028025，五山派出所柯良：18102286819）。

（2）白云校区：社区三人小组（石门街道办事处蔡磊：

020-89676366，石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元初：020-36384236，

石门派出所钟智强：020-83128118）。

（3）清远校区：社区三人小组（乡医黄国柱：13346542647，

石板村委会钟大光：18029700596，省职教城派出所黄展：

19865203447）。

2.病例若没有前述流行病学史，学校在社区“三人小组”的

安排下，引导病人去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

3.病例若有前述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何一条，在社区“三人小

组”的安排下，安排 120专用车辆将病例转运到定点医院发热门

诊就医，同时报告当地疾控中心，配合采取进一步的防控措施。

4.该病例学生的带班辅导员立即电话联系学生家长，如家长

不能及时赶到，由该学生的带班辅导员负责与医院的信息对接。

5.病例诊断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时，立即启动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应急预案。

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学校指导排查与该人员有密切接触的

人员（学生、老师或宿舍管理员等），按要求全部人员转运至隔离

酒店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对次密切接触者也安排转运至隔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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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进行 14天的健康观察。并完成所在校区人员

全员核酸检测四次（第 1、4、7 和 14 天）。

7.对临时医学留观室进行常规消毒和终末消毒、对学校进行

大面积的预防消毒。

（1）临时隔离留观室（区）每天进行常规消毒处理。可疑病例

或发热（腋下温度≥37.3℃）人员离开后及时消毒处理,方法如下:

①室内空气用含 3%的过氧化氢或 0.2%过氧乙酸或二氧化氯(浓度

按产品使用说明),按 20ml/m 的量采用气溶胶喷雾方式消毒,作用

30min后开窗通风。或使用紫外线灯照射 1小时。 ②座椅、台面、

诊疗设备表面以及门把手等可能接触到的物体表面首选

500mg/L-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作用 30min 后用清水

擦净;不耐腐蚀物品可用 75%乙醇局部喷酒擦拭。也可以用等效的

消毒湿巾擦拭。3)地面用 500mg/L-1000mg/L的含氯消毒液拖拭消

毒,作用 30min后用清水拖净。

（2）应急消毒措施。如呕吐物、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物直接

污染地面和物体,可用含固态过氧乙酸的应急处置包直接覆盖包

襄污染物或用干毛巾覆盖后喷酒有效氯浓度为 10000mg/L的消毒

剂至湿润,作用 30min后打包移除到专用垃圾桶。污物污染的合面

和地面应及时消毒,可用有效氯浓度为 1000 mg/L ~ 2000mg/L的消

毒液擦拭或拖拭,消毒范围为呕吐物周围 2 米,作用 30min.擦拭 2

遍。

（3）转运车辆消毒。每次转运后对车内窗户、座椅、扶手、吊

环等表面进行消毒,可用500mg/L-1000mgn/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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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作用 30min后用清水擦净；不耐腐蚀仪器表面可用 75%乙醇擦

拭；车内空调滤网每周清洁消毒一次,滤网可浸泡于有效氯浓度为

500 mg/L-1000 mg/L 的消毒剂 30min 后用清水冲净晾干后使用；

密闭无窗车辆应加强车内空气消毒,消毒方法参考室内空气消毒

方法；消毒结束后开启空调外循环促进车内空气流通。

8.对在封闭管理的楼（栋）人员，建立“楼长制”“一主责

五层级”“信息双向互动机制”宿舍管理模式。

（1）成立学生宿舍管理组。由校长担任组长，机关处长担任总

楼长。每栋宿舍楼均设立“十人小组为成员包括：楼长 1 人（学

校干部）、副楼长 2 人（院系辅导员和公安干警）、心理专家 2

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教师）、公安干警 1 人、二级学院教师 2

人、医护人员 1 人、宿舍管理人员 1 人。

（2）构建“一主责五层级”管理体系。“一主责” 突出各层

级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职责，“五层级”即搭建“组 长（校

长）——总楼长（学校干部）——楼长（学校干部）——楼层长（学

生干部）——宿舍长（学生）”层级管理框架，形成环环相扣 的

工作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工作顺畅高效。

（3）建立信息双向互动机制（组长←→总楼长←→楼长←→楼

层长←→宿舍长←→学生）。工作专班发出的核酸检测、餐食配

送等疫情防控相关通知第一时间发给楼长，楼长发给各楼层长和

宿舍长，宿舍长通知本宿舍每位同学，点对点全员覆盖；学生对

餐食配送等意见和建议，反向传递，层层解决，确保信息通畅、

不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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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在封闭管理的楼（栋）人员，以宿舍楼栋为单位成立“三

人小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老师、学工老师），开展健康教

育，提高学生的防控意识，做好心理辅导，缓解焦虑情绪。

（三）跟踪处置

1.后勤处、学生工作处和所在部门（二级学院）及时跟进被

转运人员和外出就诊人员诊疗和健康状况,相关人员在转运、候

诊、诊疗和等待诊断结果全过程均要做好隔离和个人防护；疫情

信息按要求及时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当地疾控中心和社区。

2.被转运人员诊断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时,

立即启动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预案。

3.排除新冠肺炎无需留院治疗的师生视情况由学校或家长接

回,有发热（腋下温度≥37.3℃）、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遵医嘱治

疗，同时需进行健康观察至痊愈,并通过校医复核才能复课或返

岗。

4.积极协助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清疫情的来源。

校医、班主任、校领导等配合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人员，

应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着一次性医用手套；如果

传染源在校内，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消除传染源。

（四）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和隔离

一方面做好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治疗工作；另一方面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

学观察与排查，做好记录；经疾控部门认定须停工、停课时，应

立即停工、停课，并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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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好疫情监控、信息报送和有关工作，在最短时间内有效控制

疫情，消除不良影响，尽早复课。

1.配合疾控机构流行病学调查，对所有接触过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调查，确定密切接触者；根据属地管理原则，

按照《关于印发广东省学校封闭封控管理工作指引（第一版）的

通知》（粤教防组〔2021〕12 号）等最新文件要求落实密切接触

者集中（居家）医学观察工作。

2.除密切接触者外，与病例曾接触过但不符合密切接触者判

定原则的人员，判定为一般接触者；对一般接触者要做好登记，

并进行健康风险告知，嘱其一旦出现发热（腋下温度≥37.3℃）、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以及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并主动告知近期活动史，做好体温检测，佩戴口罩。

3.尽早发现疑似患者，加强宣传并要求师生员工进行自我观

察，学生一旦出现发热（腋下温度≥37.3℃）、咳嗽等可疑症状，

要立即就诊并报告班主任或辅导员，教师员工一旦出现发热（腋

下温度≥37.3℃）、咳嗽等可疑症状，要立即就诊并报告本部门疫

情上报人上报。

4.三校区隔离医学观察区域具体安排：

五山校区-5 号楼的 201、202、203、204、301、302、303、

304 室和 2 号楼附楼的 401、402、403 室；石井校区-A5 学生公寓

的 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

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 室；清远校区-

第一食堂附属用房的 301、302、303、304、305、306、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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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313、314、315、316、317、318、319、320 室。

（1）隔离医学观察区域医疗条件

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的健康监测由各校区医务室负责，校医务

室每天安排医务人员前往隔离场所对隔离师生进行体温监测及相

关检查和治疗，必要时转诊到定点医疗机构。

（2）隔离医学观察区域生活条件

消毒液、洗手液等卫生用品由后勤处负责采购,经费由财务处

负责，生活保障由该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所在部门负责。

（3）隔离医学观察区域专业人员配备

①隔离医学观察区域人员物品消毒、产生的废弃物和垃圾由

物业公司负责；②隔离医学观察区域人员思想、健康教育和心理

辅导由学生处和各二级学院负责；③隔离医学观察区域人员后勤

保障由后勤处负责；④隔离医学观察区域人员安全、保卫由保卫

处负责。

（五）确诊病例学生（教职工或员工）的休学（停工）、复学（复

工）管理

1.对确诊病例，要严格执行休学（停工）、复学（复工）管理

制度，并密切跟踪其治疗情况；按照相关规定，根据传染病定点

医疗机构开具的疾病证明和同意休学（停工）的意见，为确诊病

例办理休学（停工）手续。

2.根据传染病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复学（复工）诊断证明和

医院签署的同意复学（复工）的意见，为符合复学（复工）条件

的学生办理复学（复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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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开展全校师生，尤其是确诊病例教职工、员工和学生，

隔离观察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及时消除其恐慌心理。

七、预案终止

当病例已得到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观察 14天期满，后续无

新发病例，环境得到有效消毒，经卫生健康部门评估，由疫情防

控领导组决定终止响应。

附件：1.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图

2.医务室就诊师生体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流程图

3.医务室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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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图

发现 1例可疑病例：腋温≥37.3℃，或有咳嗽、乏力等，
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途径史，或有疫情重点地区高危

人员接触史，或有疑似、确诊病例接触史。

两周内发现 2例
及以上可疑病例。

立即留观：1.做好个人防护；2.报告疫情信息报告员；

3.引导至临时隔离室。

立即报告：报告属地卫生服务中心
并配合排查。

诊治：送辖区定点医院诊断和隔离治疗。

排除新冠感染

立即报告：报告当地

疾控中心，配合调查。

确诊新冠感染 确认新冠聚集、暴发疫情

排除新冠聚
集、暴发疫

情。

学校启动应急预案辖区卫生健康部门 辖区教育行政部门

医疗保障组

1.配合病例

救护工作；

2.协助流行

病学调查；

3.做好师生

健康监测。

消毒组

1.病例区域

随时消毒；

2.学校环境

终末消毒；

3.师生做好

手部卫生。

安全

后勤保障组

1.做好校园

封闭管理；

2.确保应急

物资到位；

3.加强校园

巡查监控。

信息联络组

1.掌握病例

相关信息；

2.确保信息

渠道畅通；

3.记录突发

事件过程。

宣传和

心理疏导组

1.负责舆情

监测；

2.心理健康

引导；

3.健康教育

工作。

病例已得到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观察 14 天期满，后续无新发病例，环境得到

有效消毒，经卫生健康部门评估，可由疫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决定终止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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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医务室就诊师生体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流程图

发热、乏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专人引导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区）并复核情况

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三人小组”初

步排查。

1.无流行病学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

“三人小组”安排下，引导病例去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就医。

2.有流 行病学史：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

社区“三人小组”安排下，拨打 120 将患者转

运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同时报告当地疾

控中心，配合采取进一步防控措施。

无新冠肺炎可疑症

无流行病学史

进入校医室就诊

排除新冠肺炎

做好就诊登记，治愈

并经校医复核后，可

复课/返岗。严禁带病

上课/返岗。

做好因病缺勤登记，

治愈并经校医复核

后，可复课/返岗。严

禁带病上课/返岗。

体温筛查：1.测量体温；2.询问症状和流行病学史；3.填写就诊师生筛查登

记表；4.提醒患者及陪同就诊人员佩戴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就诊师生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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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医务室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

（此表应由医务人员填写，减少就诊人员接触分诊台物品）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男□女 本人联系电话：

院系： 班级：

身份证号：

联系人（辅导员/亲属）及电话：

二、流行病学史（如有请在□内打√）

1.发病前 21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否□ 是□

2.发病前 21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有接触史？

否□ 是□

3.发病前 21天内曾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否□ 是□

4.聚集性发病（21天内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宿舍等场所，出现 2例及以上发热和

/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否□ 是□

5.其它需要报告的情况：

三、临床表现：是否有以下症状？（如有请在症状前打√，并填写具体情况）

□发热，体温：额温（必填）（ ）℃，额温升高时测腋温（ ）℃

□咳嗽 □头痛 □乏力 □皮疹

□呕吐，（ ）次/天 □腹泻，（ ）次/天

□其它症状（请注明）：

填表人： 填表日期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