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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预案

（第三版）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依据《广东省学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第五版）》，

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和我校实际，修订形成本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防控目标

从严从实从细做好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快速反应、

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校园涉疫情况，严防疫情输入校园；或一旦

有疫情输入校园，能及时采取高效的防控措施，控制校园疫情蔓

延扩散，力争不形成聚集性疫情；如暴发校园聚集性疫情，能果

断采取最严厉的防控措施，严控疫情规模，力争将疫情对学校的

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切实维护校园安全和教学秩序稳定。

（二）文件依据

依据国家、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应急处置预

案、工作指引等编制。

（三）工作原则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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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坚持科学精准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

控，按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工作

要求，落实“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属地管理，快速反应；联防

联控，科学应对；即时监测，强化预防”措施，全力保护师生身

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二、应急组织管理

（一）为切实加强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间联防联控，增强防控工作合力，根据工作需要，现对

暨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成员进行调整，

具体名单如下：

1.暨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林如鹏 宋献中

副组长：孙 彧

成 员：饶 敏 张荣华 叶文才 夏 泉 洪 岸

张 宏 翁 健 王志伟 邵 敏

2.暨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组长单位：医学部、党政办公室

成员单位：机关党委、党委宣传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党委政治保卫

部（保卫处）、研究生院、教务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审

计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总务后勤管



— 3—

理处、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离退休工作处、

校团委、基础教育办公室、体育学院、教育学院、番禺校区、珠

海校区、深圳校区、华文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校门诊部、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学生会、研究生会

3.暨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下设 6 个工作小组

（1）信息汇总组

组长单位：党政办公室

成员单位：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教务处、研究生院、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总务后勤管理处、网络与教育技

术中心、离退休工作处、基础教育办公室、医学部、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石牌街暨南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

（2）检测医疗组

组长单位：附属第一医院

成员单位：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党委政治

保卫部（保卫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总务后勤管理处、

校团委、医学部、校门诊部、体育学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安全维稳组

组长单位：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

成员单位：党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总务后勤管理处、网

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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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勤保障组

组长单位：总务后勤管理处

成员单位：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校

门诊部

（5）监督检查组

组长单位：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成员单位：审计处

（6）舆论处置组

组长单位：党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党政办公室、党委政治保卫部（保卫处）、网络

与教育技术中心

（二）职责分工

1.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指挥、协调和组织实施学校各项防控

工作。

2.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协调防控工作整体事

务，落实领导小组对于防控工作的部署；负责起草并实施应急预

案、防控工作指南、封闭封控方案、大规模核酸检测方案、核酸

抽测工作方案、师生分批返校等方案；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及时

提出防控措施和建议，动态调控学校整体防控措施。

3.信息汇总组负责收集各类信息数据并上报相关部门，具体

包括：师生人员信息资料，新冠疫苗接种和健康监测台账，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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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台账，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布图，

各班级教室座位表、课程表、各寝室人员名单，近期开展聚集性

活动的情况资料，能展示病例师生活动轨迹的视频监控资料，近

期校外人员进出登记表，校车乘坐人员名单等。按规定及时向教

育行政部门和属地疾控部门等报告疫情、疫情处置工作进展与结

果，配合进行疫情追溯。

4.检测医疗组负责开展核酸检测、疫情监控，以及配合属地

卫生健康部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诊治、转运、隔离等工作。

5.安全维稳组负责校门管理、校园秩序维护、巡查管控、卡

口管理，以及维护校园安全等工作；协助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和

核酸检测相关工作；做好师生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

6.后勤保障组负责协调防控物资的采购储备和供应保障，以

及后勤保障的落实和校园环境的清洁消毒工作。负责规范设置和

使用健康观察区，并进行规范的清洁、隔离、消毒等措施。

7.监督检查组负责对学校各单位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提出监督建议，对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未能

履行疫情防控责任的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依规作出处理。

8.舆情处置组负责信息监测和收集、舆情研判、宣传和正面

引导等工作。

三、应对情形

本方案应对的情形包括：校园出现重点人群、次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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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触者、核酸检测异常者、疑似病例、感染者（包括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复阳病例）、学校聚集性疫情。以上情形根据国

家、省和属地疫情防控部门或卫生健康部门相关政策法规、工作

指引定义和调整。

四、应急处置措施

（一）学校出现重点人群、次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

1. 出现重点人群，所在部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人员向现居

住地所在社区报备，督促其配合落实三天两检核酸检测、健康监

测等管理措施，待风险解除后方可返校返岗。健康码被赋红、黄

码人员，按照属地疾控部门要求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2. 出现次密切接触者，采取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无居

家隔离条件的需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在等待转运期间，严格落

实隔离措施。次密切接触者所涉及班级师生员工加强健康监测。

3. 出现密切接触者，采取“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

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及时提供相关资料给疾控现场流调人员

判定次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密切接触者所涉及班级改为线上

教学。

（二）学校出现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例

1. 学校出现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例，根据实际情况控

制在原地不动或立即引导至隔离留观室等待，报告社区服务中

心，根据卫生健康部门安排，优先就诊、优先采样、优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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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排查诊治。

2.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工作

小组立即落实工作部署，在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例最终诊断

结果未出之前，在保证学校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前提下，全面加强

校园管理。

3.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1）立即开展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例居住场所、工作

场所、行动轨迹、人员关系、近期核酸检测、新冠疫苗接种等情

况摸排工作。

（2）初步研判划定风险区域和重点场所，实施分类管理措

施。

4. 落实相关人员的管控。

（1）根据摸排名单，落实人员相关信息核实、确认目前所

在位置，并立即做好管控措施，在等待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

例的最终诊断结果期间，相关人员应避免与其他师生员工交叉接

触。

（2）落实校园内临时健康观察点的设置，并做好健康观察

点的服务保障。

5. 及时上报，保持畅通沟通机制。

保持与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的信息沟通，并在 2 小

时内将情况向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后续如有进展应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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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做好安全后勤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应急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应急处置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和物资，加强校园巡查管

控，及时处置校园突发事件，及时处置涉校舆情事件。

7. 关注舆情，避免恐慌。

做好正面引导，稳定师生员工和家长情绪，避免不必要的恐

慌。

8. 如核酸检测异常者或疑似病例诊断结果为新冠确诊感染

者，学校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协助疾控部门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三）学校发现感染者（包括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复

阳病例）

立即激活应急指挥体系，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属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门形成联防联控机制，果断采取应对处置措施。

1.启动应急响应。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立即落

实工作部署，校园封闭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感染者被转运至定

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

2.在 2 小时内向教育部门和疾控部门报告，积极配合疾控部

门做好病例的转运、消毒、隔离、后勤保障等疫情处置工作。

3.协助和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配合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工作的所有师生员工，应做好个人防护，穿好防护服，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隔离面罩和一次性医用手套。

4.严格落实密接、次密接人员管控措施和人员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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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疾控部门提供的转运隔离人员名单，核实人员身

份及确认人员所在位置，并配合做好集中隔离人员的转运隔离等

相关工作。

（2）落实校园内临时健康观察点的设置，并做好健康观察

点的服务保障。

5.按照疾控部门的要求落实相应范围、频次的核酸检测。加

强采样现场秩序组织，避免人群聚集造成疫情传播。向有涉疫风

险的师生员工派发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每天自采自检自报。若

检测结果为阳性，应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及疾控部门复核。

6.严格校园管控。

（1）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校内风险区域的管理。高

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宿舍）、上门服务”封控措施，中风险

区实行“足不出区，错峰取物”管控措施。

（2）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入校园，停止校园群体性

聚集活动，立即暂停线下教学，有序开展线上教学，餐饮、商铺、

教学大楼、图书馆、体育馆、健身文化活动等场所暂时关闭。

7.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病例居住点、教室、工作点等

疫点及公共场所的清洁、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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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校园其他

区域（包括居民区）的保洁和消毒工作。各教室和食堂入口要配

备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消毒液，厕所配备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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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师生员工的健康监测工作，分类建立台账，做好学生

每天晨午晚检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和登记报告工作，执行“日

报告”“零报告”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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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每天保持与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的信息沟通，上

报学校最新情况。

10.做好安全后勤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应急工作顺利开展。

提供应急处置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和物资。禁止堂食，做好校内

餐饮、生活饮用水等生活保障，合理设置快递收发点。加强校园

巡查管控，及时处置校园突发事件。加强监管并妥善处置涉校舆

情事件。

11.做好开展宣传和心理疏导工作。有针对性地宣传新冠肺

炎防控知识、调查方法、病例界定和处置办法等，让师生员工和

家长理性认识疫情可防可控。对师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

接触人员、封闭在校内管理人员等不同群体，根据实际情况和需

求，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家校沟通合作，做好正面引导，有针对

性地开展人文关怀、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稳定师生员工和家长

情绪，避免恐慌。

12.做好集中医学观察期间隔离观察人员的线上教育教学安

排和保障。

13.解除封闭管理实践由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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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后决定并公布。

（四）学校出现聚集性疫情

1. 一旦学校出现聚集性疫情，应在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对

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人员只进不出，立即暂停线下教学，有序开

展线上教学。

2.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提供全校师生员工、来访人员等相

关名单、课程表、视频资料等，供疾控现场流调人员甄别密切接

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

3. 严格根据密接风险程度分级执行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

触者的管控措施。

4.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师生员工全员核酸检测的具体检测

次数根据疾控部门确定的频次执行，及时开展环境核酸采样监

测。如涉及多个校区或交流密切的其他学校，视疫情影响程度及

防控要求进行调查处理。校园解除封闭管理时间应由属地防控指

挥部进行评估后决定并公布。

五、信息报送与信息发布

（一）信息报送原则与要求

学校内发现次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异常者、

疑似病例或感染病例，应在 2 小时内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属地

疾控部门进行初次报告，不得延报。信息内容要客观详实，不得

主观臆断，不得漏报、瞒报、谎报。疫情发生变化后，应及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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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二）信息报送内容

1. 初次报告内容：事件发生时间、地点、患病人员症状、

患病人数、接触史、密切接触者、近期核酸检测情况、染疫史、

新冠疫苗接种史、事件经过、可能的原因等。

2. 进程报告内容：疑似病例排查变化情况、患病人员治疗

与病情变化情况、事件控制情况、造成事件的原因、已经或准备

采取的整改措施。

3. 结案报告内容：事情处理结果（包括事件性质与发生原

因）、整改情况、责任追究情况等。

（三）信息发布

学校不得自行向社会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凡涉及疫情相

关的校园封闭管理、停课、调课等管控措施通知，由学校党政办

公室统一发布。

六、善后与恢复工作

疫情处置完成后，做好善后与恢复工作，在最短时间内恢复

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对疫情处置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隐

患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全面整改；对患病、医学隔离

观察的师生员工，在解除隔离、恢复健康后，凭医疗机构开具的

复课证明复学、复工。

七、应急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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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

期满，无新发病例出现，环境得到有效消毒，应急相应终止。

八、保障措施

应切实落实学校防疫专项经费、人力调配和物资的保障，加

强科普宣传教育，开展多场景的应急演练，根据演练情况完善应

急预案，提高学校应急处置水平。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和疾控部门

开展监测、消毒和现场应急处置等业务培训，确保应急防控措施

规范科学、落实到位。

九、监督管理

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学校涉疫情况隐瞒、缓报、谎报

的，疏于管理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按规定追究单位、个

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