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处室文件
徐生院办发(2020) 15号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应急预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教育厅关

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的紧急通知》《省教育厅

关于启动江苏省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的紧急通知》和

《徐yl、市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群防群控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本着对全体师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原则，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预案

一、防疫工作指挥体系

指挥机构：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医疗防治及应急处

罾组

总指挥：谢建林、徐锋

副总指挥：赵虎、正安雷

牵头单位：卫生健康学院

参与单位：后勤服务处、宣传部、党政办公室、安全保卫处、

国资处、财务审计处、学生工作处、人事处、教务处、各二级学



院和各部负责人

二、防疫工作具体分工

(一)应急指挥中心：由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兼任。

负责领导、指挥学校内疫情事件的行政运作及组织应急处理工作。

(二)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由后勤服务处、卫生健康学
院、医务室组成，负责领导、指挥学校内传染源隔离、医疗救护、

现场处理、监督检查、监测检验、卫生防护等应急处理工作；组

织制定突发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统一组织实施应急医疗救治工作；

依法提出隔离、封锁有关地区等建议；组织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

移、安置工作；组织突发疫情隔离区垃圾、污水等生活废弃物处

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消杀工作；做好体温仪、口罩、消毒物品

和药品等物资保障。具体工作由丁梁斌同志负责。

(三)应急处理组织：由各部门、各二级学院组成，负责建

立健全应急处理责任机制，切实履行职责，保证突发疫情应急处

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具体分工如下

1.安全保卫组：做好校门等区域疫情通告张贴工作，配合社

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密切注视与疫情有关的动态，依法查处打

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配合卫生和检验检疫部门依法

落实封锁、控制、隔离等措施。具体工作由李彭同志负责。

2.后勤保障组：负责提供观察隔离场所，并做好增加隔离观

察区的准备。具体工作由王端军同志负责。设立防控工作专项经

费，保证经费及时到位。具体工作曲孙丽同志负责。

3.宣传组：负责组织做好信息公开和舆情$ 导工作。通过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宣传普及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

要求，宣传疫情防控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及时关注舆情，加强

舆论正面引导。具体工作由李清秀同志负责。

4.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指定车辆专门接送隔离人员，对接



疾控中心、教育行政部门等上级部门，发布疫情通报。具体工作

由卞波同志负责。

5.学生工作组：通过家长群、学生群等发放假期生活及开学

后学习提示，开展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居家或外出时做好

防控；负责学生疫情防控数据统计与上报工作；密切监测学生的

健康状况，每日两次测量体温，做好记录；如发现学生中出现可

疑症状，应立刻向疫情管理人员报告，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密

切接触者管理和消毒工作。具体工作由郭士焱同志和六个二级学

院的书记负责。

6.教师工作组：负责教师疫情防控数据统计上报、密切关注

教师健康情况，稳定安抚教师情绪等工作。具体工作由王冬同志

负责。负责教学秩序保障工作。具体工作由史先振同志、各二级

学院和各部主任负责。

三、防疫工作基本处置流程

(一)消毒防控

牵头人：副院长刘希泉

责任单位：后勤保障组

责任人：后勤服务处处长张立逢

执行人：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王端军、大学科技园董事长

徐鹏、财务处处长孙丽、后勤服务处副处长杜雷、后勤服务处工

1乍人员

1.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非绿化区块卫生，彻底清理

校园卫生死角，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全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生

条件，为广大师生员工创造卫生、整洁、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

2.做好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洗手

间、电梯间、超市等公共场所的保洁和消毒，做到日常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对地面、桌椅进行擦拭消毒。



3.进一步加强饮用水的安全监管，做好供水设施(饮水机等)

的清洁、消毒工作。

4.对相关实验室实验所用动物进行严格要求，严禁使用来源

不明的动物。

5.加强食堂安全监管，严格落实食堂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

明上岗，做好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和晨午检工作并备案检查。

食堂进货严格落实索证索票，严禁使用来源不明的家禽家畜或野

生动物。

(二 )流行病学史排查

学生工作处了解患者流行病学史，排查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发病前14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的

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2.发病前14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

有接触史；

3.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来自有

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经发现，做好防护、原地等待，第一时间通知医疗防治及

应急处置组，做好详细信息登记(包括姓名、性别、单位、涉及

学生的要标注专业、班级、学生及家长的联系电话、体温), 即时

上报应急指挥中心 (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三)疫情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流程

1.职责分工

要求所有参与演练人员正确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安保人员

医护人员、司机着医护装备(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医用

一次性工作帽、医用防护眼镜、医用外科手套、一次性鞋套),消

杀人员着消杀装备(由后勤工作组确定)。

(1)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戽



牵头人：副院长赵虎

责任人：丁梁斌

执行人：杜雷、徐铮、汤敏、赵苹苹

职 责：全面负责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工作。

(2)综合协调组
牵头人：院长徐锋

责任人：卞波

执行人：苗珊、司机1人
职 责：对接疾控中心等上级部门、安排转运车辆。

(3)后勤保障组

牵头人：副院长刘希泉

负责人：张立逢

执行人：杜雷、消杀人员2人
职 责：提供所需设备物品(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

医用一次性工作帽、医用防护眼镜、医用外科手套、一次性鞋套

各3套、消杀人员装备及药品、红外测温仪2把、水银体温计10
个、临时隔离点帐篷2顶), 做好相关消杀工作。

(4)学生工作组

牵头人：副院长王安雷

负责人：郭士焱

执行人：徐媛媛、二级学院副书记、学工处工作人员1人
职 责：负责学生稳定安抚工作。

(5)安全保卫组

牵头人：副院长正安雷

责任人：李彭

执行人：黄洪松、安保人员4人

职 责：负责体温检测、秩序维护，疑似病人引导工作，提



供隔离防护带。

(6)宣传组

牵头人：党委副书记秦越华

责任人：李清秀

执行人：芦超男、工作人员1人
职 责：负责舆情监控及舆论正面引导工作。

(7)教师工作组

牵头人：院长徐锋

责任人：王冬

执行人：史先振、工作人员1人

职 责：负责教师稳定安抚、教学秩序保障工作。

2.返校学生在校门口测温提示体温异常应急处理流程

地点：学校东大门

(1)安保人员组织符合返校标准的师生保持1米以上间距依

次测量体温进校，并在大门外侧设置临时隔离点(帐篷2顶)。(责
任部门：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

徐铮、汤敏临时隔离点待命。(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

置组)

司机及转运车辆1辆，校门外侧待命。(责任部门：综合协调

组)

消杀人员2人校门外待命。(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

(2)一名学生体温检测异常，安保人员立即将该体温异常学

生引导至临时隔离点，期间保持1人在学生前引路，1人在学生

后陪同，间隔1米以上，做好防护，原地等待。(责任部门：安全

保卫组)

安保人员第一时间通知学生工作组组长郭士焱，郭士焱第一

时间通知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组长丁梁斌，做好记录，并通知



该生所在二级学院工作人员1名到场。(责任部门：安全保卫处、

学生工作组)

丁梁斌上报赵虎副院长，并上报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即时启动应急处置。(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3)丁梁斌通知徐铮对体温异常学生进行体温复查，并做好

记录。复查后发现该生体温仍异常，党政办卞波主任联系疾控中

心，确定转运方式，安排现场待命车辆，白汤敏和一名该生所在

学院工作人员陪同该学生，转运至定，点医院徐91、市矿山医院就诊。

送诊车辆保持开窗通风，全车人员均做好防护(医用防护服、

医用防护口罩、医用一次性工作帽、医用防护眼镜、医用外科手
套、一次性鞋套)。(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

障组、综合协调组)

(4)送诊后应对措施

园如送诊学生被确认为疑似或确诊病例，学校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学生在定点医院治疗，送

诊人员立即返回学校。消杀人员全程对体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

使用过的物品、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控部门的要求

做好防疫工作。

园如朱明确排除且无需住院，则该生与送诊人员立即返回学

校，该生在隔离观察区隔离14天(单人单间)。消杀人员全程对

经过的区域、使用过的物品、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

控部门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囝如排除新冠病毒感染，送诊人员及该生返回学校，消杀人

员全程对经过的区域、使用过的物品、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该
生自我健康监测。

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

调组、学生工作组)



(5)隔离人员餐饮保障由后勤保障组负责，并落实到人，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

(6)做好舆情监控和舆论正面引导工作。(责任部门：宣传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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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学生在校门口测温提示体温异常应急处置演练流程图

3.上课学生体温异常、乏力应急处理流程

(1)教室学生间隔1米以上就坐上课，一名学生突感体温异

常乏力，告知任课教师。(责任部门：学生工作组、教师工作组、

各二级学院)

(2)教师立即要求该体温异常学生及教室内学生，做好防护，

原地等待，第一时间通知二级学院书记、主任，二级学院汇报学

生工作组组长郭士焱，郭士焱第一时间通知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

组组长丁梁斌，做好记录。(责任部门：学生工作组)

丁梁斌上报赵虎副院长，并上报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即时启动应急处置。(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3)丁梁斌通知徐铮、汤敏，做好防护后到达班级，将体温

异常学生带至临时隔离点进行检查，期间保持1人在学生前引路，

1人在学生后陪同，间隔1米以上，不得还有其他人员靠近。(责



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学生工作组做好防护，到达并封闭该生所在教室及楼层，同

时维持秩序，消杀人员进行消杀，安保人员负责布置警戒线。(责
任部门：学生工作组、后勤工作组、安全保卫处)

复查后发现该生体温仍异常，党政办卞波主任联系疾控中心，

确定转运方式，安排现场待命车辆，由汤敏和一名该生所在学院

工作人员陪同该学生，转运至定，点医院徐州市矿山医院就诊。送

诊车辆保持开窗通风，全车人员均做好防护。(责任部门：医疗防

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调组)

(4)送诊后应对措施

园如送诊学生被确认为疑似或确诊病例，学校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学生在定点医院治疗，送

诊人员立即返回学校。同时封闭学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校门，

由二级学院书记组织该生所在班级和同宿舍人员至隔离观察区隔

离，途中人员间隔1米以上，要求单人单间。消杀人员全程对体

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个人物品、任课教

师所在办公室及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控部门的要求

做好防疫工作。

园如未明确排除且无需住院，则该生与送诊人员立即返回学

校，该生在隔离观察区隔离14天(单人单间)。消杀人员全程对

体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个人物品、任课

教师所在办公室及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控部门的要

求做好防疫工作。

囝如排除新冠病毒感染，送诊人员及该生返回学校，消杀人

员全程对体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个人物

品、任课教师所在办公室及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该生自我健康

监测。



(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

调组、学生工作组、教师工作组)

(5)隔离人员餐饮保障由后勤保障组负责，并落实到人，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

(6)做好舆情监控和舆论正面引导工作。(责任部门：宣传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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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

上课学生体温异常、乏力应愈、处置演练流程图

4.宿舍学生自测体温异常、乏力应急处理流程

(1)宿舍一名学生突感体温异常乏力，告知室长。

(2)室长立即要求该体温异常学生及宿舍内学生，做好防护，

原地等待。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辅导员，上报二级学院书记，

二级学院汇报学生工作组郭士焱组长，郭士焱第一时间通知医疗

防治及应急处置组组长丁梁斌，做好记录，并告知该生所在二级

学院派1名工作人员到场。(责任部门：学生工作组、二级学院)

丁梁斌上报赵虎副院长，并上报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即时启动应急处置。(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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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梁斌通知徐铮、汤敏，做好防护后到达宿舍，将体温

异常学生带至临时隔离点进行检查，期间保持1人在学生前引路，

1人在学生后陪同，间隔1米以上，不得还有其他人员靠近。(责

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学生工作组做好防护后，到达并封闭该生所在宿舍及楼层，

同时维持秩序。消杀人员进行消杀，安保人员拉警戒线。(责任部

门：学生工作组、后勤工作组、安全保卫组)

医务人员在复查后发现该生体温仍异常，党政办卞波主任，

联系疾控中心，确定转运方式，安排现场待命车辆，由汤敏和一

名该生所在学院工作人员陪同该学生，转运至定点医院徐州市矿

山医院就诊。送诊车辆保持开窗通风，全车人员均做好防护。(责
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调组)

(4)送诊后应对措施

毋如送诊学生被确认为疑似或确诊病例，学校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学生在定点医院治疗，送

诊人员立即返回学校。同时封闭学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校门，

由二级学院书记组织该生所在班级和同宿舍人员至隔离观察区隔

离，途中人员间隔1米以上，要求单人单间。消杀人员全程对体

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个人物品及送诊车

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控部门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园如未明确排除且无需住院，则该生与送诊人员立即返回学

校，该生至隔离观察区隔离14天(单人单间)。消杀人员全程对

体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宿舍楼和个人物品及送诊

车进行消杀。随后按照属地疾控部门的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囝如排除新冠病毒感染，送诊人员及该生返回学校，后勤工

作组安排消杀人员全程对体温异常者经过的区域、所在教学楼、

宿舍楼和个人物品及送诊车进行消杀。随后该生自我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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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

调组、学生工作组)

(5)隔离人员餐饮保障由后勤保障组负责，并落实到人，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

(6)做好舆情监控和舆论正面引导工作。(责任部门：宣传

组)

匣
持秩序

#i”

工作人员

做好防护

学生返校
隔离14天

送诊人员
返校

体温正常

宿舍学生自汉川本温异常、乏力应急处置演练流程图

5.确诊病例后校园应急处理措施

(1)协助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确定密切接触者，并在其指导下，分
类处置。(责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

(2)增加校内隔离医学观察区房间数量，确诊学生所在班级

全体学生、同宿舍及宿舍所在楼层的学生、与其在同一教室学习

的学生、与其近距离接触过的教师、辅导员等其他人员均需进入

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观察；确诊教师所在办公室同事、与其近距

离接触过的师生等其他人员均需进入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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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各二

任部门：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

级学院)

(3)明确确诊人员的活动轨迹，封闭相关教学、活动、宿舍

并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要求，严格执行相

域的消杀工作。(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安全

组、各二级学院)

(4)病例所在宿舍楼或办公室楼宇实行封锁，设置醒目的警

其他朱进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隔离观察的人员，需

自行隔离观察，由后勤保障组指定专门人员保障师生员工日

活需要，在隔离解除前，人员不得随意进出。(责任部门：医

治及应急处置组、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安全保障组、

级学院)

(5)严格禁止各类人群聚集性活动，停止使用中央空调、厢

梯和公共餐厅。(责任部门：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教师

组、安全保障组、各二级学院)

(6)出现病例的班级应停课14天，同班同学及在该教室上

老师均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根据病例活动情况搜索其

能的密切接触者。校园内有2个班级出现无流行病学关联的

,建议采取全校停课14天的措施。(责任部门：综合协调组、

工作组、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安全保障组、各二级学

区域

关区

保障

戒线

原地

常生

疗防

备正

式电

工作

课的

他可

病例

教师

(7)停课期间，师生员工应居家或留在宿舍，尽量减少外出，

停止校外聚集性和其他集体活动。引导学生开展网络自主学习，

线上完成预习、作业布置、视频答疑、考核等环节，保证学生跟

上教学进度。学校应指定专人做好与师生员工的联系，发现发热、

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应及时做好应急处置。(责任部门：综合协调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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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教师工作组、后勤保障组、学生工作组、医疗防治及应急处

置组、安全保障组、各二级学院)

(8)非密切接触人员，原则上原地居家自行隔离观察，严控

校园内人员流动。(责任部门：综合协调组、教师工作组、后勤保

障组、学生工作组、安全保障组、各二级学院)

(四)疫情管控

1.根据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根据突发疫情、食物中毒的严重程度、

流行强度，进行人员疏散或隔离，必要时依法对疫区实行封锁。

2.学校医务室协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对突发疫情现场采取控

制措施，协同宣传部宣传突发疫情防治知识，及时对易感人群和

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和群体性防护。

3.学校医务室有权协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对突发疫情现场

进行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各部门和个人应予以配合，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挠。

4.对学校内新发现的突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学校医务室与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尽快

组织办理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规定和控制措施。

5.对于学校内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内流动人员，学校组织

做好预防工作，学校医务室协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对传染病人采

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

6.1月1日之后到过或途经武汉等重点疫区的教职工、学生

推迟返校，并确保至少居家隔离观察两周，同时进行必要的体检。

以上人群请勿提前返校，返校安排等待学校另行通知。学校人事

处负责通知教职工，学工处负责通知学生。

以上人群一旦自行返校，责令其做好防护、自行返回居家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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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具备返程条件的，学校组织做好预防工作，学校医务室协

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对以上人群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

治疗的措施，隔离时间不少于14天，相关饮食和生活用品由其所

在部门、二级学院安排工作人员购买后送至隔离观察处，费用由

被隔离人本人承担。

7.各单位、部门对传染病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切断传染途径，防止扩散。

(五)隔离措施

1.国资处、后勤服务处将G2、G3楼进行物理隔断，进行必要

的水电改造，作为隔离场所。进一步完善隔离场所居住条件，房

间内备有充足的应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消毒和防护用品，确保

隔离宿舍干净整洁，营造温馨氛围。为被隔离的学生发放体温计，

做好体温自我监测，每天向辅导员汇报体温情况；工作人员与被

隔离学生保持信息密切交流，让学生感受到温暖和关心，并做好

增加隔离场所的准备。

2.在突发疫情中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的病人、疑似病人

和与传染病人密切接触者，应予以配合对其采取的医学措施。拒

绝配合的由学校安保处协同公安部门依法强制执行。

3.学工处负责组建疫情防控心理援助队伍，有序、高效、平

稳、科学地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与心理疏导工作。了解受疫情影响

的师生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时识别高危

人群，避免极端事件(如自杀、冲动行为等)的发生。监控可能

出现的群体心理危机苗头，及时向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并提供建议的解决方案。及时应用各类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并与

宣传教育相结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根据形势发展做好隔离学

生心理疏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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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疫情通报

1.对确诊的传染病人，应依法向当地疾病控制机制报告。学

校医务室协同疾病控制机构立即对可能受危害的人员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和必要的控制措施。

2.突发传染病流行时，学校各部门、二级单位，应迅速组织

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治、配合学校医务室及上级卫生主管部

门做好疫情收集报告、人员的分散防备工作，并向教职工、学生、

家属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

(七)物资保障

1.制定开学前与开学后"疫情需要物资计划表",储备数量足

够、品种齐全的疫情防控物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开

学前1周进行防护物资检查。

(1)储备常用疫情防控物资

消杀类物品：肥皂、洗手液、含氯消毒剂(如84消毒液

氯异氰尿酸钠(有效氯多55%))、醇类消毒剂(如70-80%乙醇消

毒液)、二氧化氯类消毒剂、过氧乙酸消毒液、背负式喷雾器、超
低容量喷雾器等。

防护类物品：红外测温仪、体温检测枪或体温检测影像仪、

水银或电子体温计、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隔离衣、乳胶手套、工作鞋或胶靴、防

水靴套、空气消毒设备(如紫外线杀菌灯)等。

(2)在公共区域(公寓、食堂、实验室、教学楼、办公楼、

图书馆等)的洗手间配备肥皂、肥皂盒、洗手液等清洁、消毒用

(3)在需要的公共区域(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食堂、

体育馆、图书馆等)设立路线指引牌，场所管理公告，防控宣传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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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横幅、易拉宝、电子屏提示，电梯入口所需的-

户户刈口

次性卫生

(4)送诊的专用车辆。

(5)需执行特殊任务进校的临时车辆、人员通行证。

(6)人员聚集时的广播、可移动音响设备等。

2.学校财务审计处提供必要的资金，用于各种防控措施的落

实及保障因突发疫情致病、致残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3.学校对参加突发疫情应急处理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

表彰和奖励。

(八)联系方式

医疗防治及应急处置组联系方式：丁梁斌(1368513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