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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处置预案

（第二版）

为切实做好学校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工作，严防

发生校园聚集性疫情，确保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局部爆发应急处置预案》（粤卫

应急函〔2020〕47 号）、《广东省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

应工作机制（第三版）》、《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学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处置预案（试行）的通知》（穗防控办〔2020〕62 号）

等文件要求，按照“及时发现、有效应对、联防联控、规范

处置”的工作原则，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应急处置预案（第

二版）。

一、 适用范围

（一）普通发热病例

无流行病学史，仅出现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经初步排查为普通发热病例。

（二）可疑病例

1.腋温≥37.3℃，并伴有咳嗽、乏力、呼吸不畅、腹泻、

流涕、咳痰等症状；

2.同时经调查有以下流行病学史任一条的发热病例：

①发病前 14 天内有疫情发生国家（地区）以及境内有

病例报告的社区、街道居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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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发病前 14 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核酸检测

阳性者）有接触史；

③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街道

内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三）聚集性疫情

凡 14 天内在学校范围内发生 2例及以上确诊病例(含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且病例相互之间具有流行病学关

联的接触史，即为聚集性疫情。

二、组织领导

学校 4 月 16 日发文调整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

急处置领导小组后的成员不变。

三、工作职责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下设信息联络组、医疗保障组、后勤

保障组、安全保卫组、消毒组、心理疏导组等六个专项工作

组。

（一）应急领导小组

在上级部门、属地政府和疾控中心指导下做好突发应急

处置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及终止应急响应。快速协调各

组成员开展工作和物资调配；在保障正常的校园生活及物资

供应下，启动校内涉疫区域封锁措施；按照上级部门和疾控

中心要求，采取部分或全校停课等措施；指导学校应急处置

工作，检查相关措施落实情况。

（二）信息联络组

学校办公室牵头，各二级单位协同。掌握病例的活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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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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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处理和传递等工作，

确保信息报送渠道通畅；负责实时记录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置

过程情况和学校上报材料的拟稿工作；在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的指挥下，负责舆情监测和处置等工作。（负责人：蒋玮

18520228612，联络人：宋得福 13632241159）

（三）医疗保障组

医务室牵头，人力资源部、学生工作部、继续教育学院

协同。根据疫情应急处置要求和相关指引，做好发生新冠肺

炎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配合从化疾控

中心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样、密切接触者筛查等工作；做

好师生健康监测、每日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课）追踪登记等

工作；配合卫健部门做好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健康检测工作；

做好师生健康宣教和防护技能指导等工作。（负责人：梁海

华 13710069388，联络人：潘芸 18719259615）

（四）后勤保障组

校园管理部牵头，财务部协同。负责储备、提供应急处

置所需的防护用品物资、设备和设施，确保应急工作顺利开

展；负责校内公共场所进出体温检测和校舍、场馆清洁消毒

等管理工作；负责校内饮食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负责人：

张小龙 19866228548，联络人：陈广文 13928722770）

（五）安全保卫组

保卫部牵头，学生工作部、继续教育学院、物业中心协

同。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的现场警戒、秩序维护、人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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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负责校园封闭式校园管理，严控人员、车辆进出校

园，执行“五个一律”要求；做好学校健康观察区（学校招

待所）的防卫值守工作；加强校园巡查管控，及时制止校园

聚集性活动，及时处置校园突发安全事件。（负责人：乔华

锋 13802920081，联络人：欧阳嘉伟 13560000032）

（六）消毒组

校园管理部牵头，物业中心协同。在从化区疾控中心的

指导下，按照相关工作指引，做好病例所在宿舍、教室等疫

点、公共场所的清洁消毒和终末消毒工作；做好校园公共区

域、场所和交通工作、用具的清洁消毒和防疫工作；做好校

内人群密集场所的通风换气工作和垃圾桶、站消毒工作；在

人员密集、人员流动的场所（教室、食堂、洗手间等）入口

处配备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督导师生做好手卫生。（负责

人：张小龙 19866228548，联络人：陈广文 13928722770）

（七）心理疏导组

学生工作部牵头，人力资源部、教务部协同。负责师生

心理健康教育等工作；根据确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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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程爱民 13416169789，

联络人：鲁成 15920972835）

四、应急处置预案

（一）普通发热病例

师生返校过程中，额温枪测温发现发热病例的处置：

师生暂停入校，由志愿者引导发热师生到校门口“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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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做水银测温计再次测温，同时登记信息。确有体温

≥37.3℃，即行向从化温泉镇卫生院报告，待卫生院医生初

步诊断后，由学校专车送师生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发热门诊就诊。师生所在单位负责跟踪诊治情况，其他接触

人员按照普通发热流程处置。

校内发现师生发热病例的处置：

在普通发热病例处置流程基础上，对同个教室上课的师

生和有接触的师生员工进行初步登记调查，并有序转移到另

一间通风、清洁的教室继续上课，对原教室、学生所在宿舍

进行清洁消毒。

（二）散发性病例

1.医疗保障组预检时发现有发热(水银温度计测腋下体

温≥37.3℃)、伴有乏力、咳嗽、呼吸不畅、流涕、腹泻、

咳痰等可疑症状的病例时，启动下列流程：

①告知可疑病例不准摘除口罩或为其更换口罩；

②报告医务室，校医在自我防护状态下引导可疑病例进

入医务室隔离留观室；

③学校疫情报告人向学校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报告；

④报告从化温泉镇卫生院派医生来校做初步排查，确定

送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后，即行联系 120车辆送往诊

治；

⑤通报从化疾病控制中心，协助疾控中心做流行病学调

查、采样，排查发热者是否有 14 天内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旅

居史、途经史或有确诊、疑似病例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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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合从化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学校应急

领导小组成员、校医、志愿者等，必须按防护要求佩戴医用

外科口罩和一次性医用手套，做好个人防护。

除密切接触者外，对与病例曾有过接触，但被从化区疾

控中心判定为一般接触者的，按以下流程处置：

①做个人信息登记，要求外出必须佩戴口罩；

②告知其存在的健康风险；

③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以及肌肉酸

痛、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时，立即报告校医，并即行到医

务室诊察和留观。

④根据症状和排查，医生做出是否送定点医院或由家属

带回家观察的决定。

2.医疗保障组协助和配合从化疾控中心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采样、密切接触者排查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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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安排

密切接触者进入从化区指定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隔离观察；

配合疾控机构做好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的健康监测工作。

3.安全保卫组启动封闭式校园管理，严控人员、车辆进

出校园。在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指挥下，启动涉疫区域封锁措

施，因地制宜采取宿舍、楼栋封锁等措施，停止涉疫人员教

学活动及课程安排，停止聚集性学生活动。

4.消毒组在从化区疾控中心的指导下，按国家和省的消

毒指引，做好病例所在宿舍（公寓）、教室、办公室等疫点

及公共场所的清洁、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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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联络组保持每天与上级部门和从化区疾控中心

的联系沟通，报送学校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加强对师

生的正面引导，通报应急处置的进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

以稳定师生及家长的情绪，避免过度恐慌。

6.后勤保障组按照工作职责做好应急物资供应和校园

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开展。

7.心理疏导组按照工作职责做好师生心理健康咨询和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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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人文关怀、心理支持和危机干预工作，稳定师生情绪。

及时与病例近亲属取得联系，如实告知发病情况和处置举措，

做好家属安抚慰问工作。

（三）聚集性疫情

出现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责成疫情报告人立

即向从化区疾控中心报告，由疫情防控专家评估后采取相应

管控措施。对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宿舍、课室等区域实施硬隔

离。是否因突发疫情停课及停课范围，根据上级部门和从化

区疾控中心现场评估研究决定，由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向全校

发布并实施。

如 14 天内，某一课室出现 1 例及以上新冠肺炎病例时，

该课室学生班级及可能波及的班级（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确定）

停课隔离；14 天内，同一年级有 2 个及以上班级停课时，该

年级停课隔离；14 天内，有 2 个及以上年级停课隔离时，全

校停课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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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按照由宿舍到楼层，由楼层到楼栋，由楼栋到

宿舍区的原则实施管控。如 14 天内，某一宿舍出现 1 例及

以上新冠肺炎病例时，该楼层及可能波及的楼层（根据流行

病学调查确定）隔离；14 天内，同一楼栋有 2 个及以上楼层

隔离时，该楼栋隔离；14 天内，同一宿舍区有 2 个及以上楼

栋隔离时，该宿舍区隔离。

具体停课和隔离范围，根据上级部门和从化区疾控中心

现场评估研究决定，由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向全校发布并实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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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级部门、卫健部

门和疾控中心评估通报，由学校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决定终止

响应并通知全校师生。

附件：1.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应急响应

流程图

2.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发热师

生员工就诊指引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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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应急响应流程图

病例

发现师生员工发热

佩戴或更换医用外科口罩→校医室→校医引导→隔离留观室。

水银测温计测腋温。进行流行病学史调查，初步排查。

启动应急预案。

医 生 报 告 疫 情 报 告 人 ： 梁 海 华

13710069388。

学校专车送至南方医科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具

体流程详见《发热师生员工优先

就诊流程》

南医五院疑似病例接待室

61780003或 120派专车

2小时内报告疾控部门87982601/邝科

长 13609052998和教育厅 37626346/
许科长 13609795324

就诊后专车接回学校，入住医学观察区，待核酸检测结果后处置。

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者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留观至退热后 72
小时，经校医复核后，方可复学/返岗。

温泉卫生院

87831906；
肖贤锋副院长

13926099943

报告学校校长，同时报告

有流行病学史 无流行病学史

医疗保障组

1. 做好病例救护

及登记工作；

2. 协助流行病学

调查；

3. 做好师生健康

监测。

梁海华：

13710069388

消杀组

1. 病例区域随时消杀；

2. 学校环境终末消杀；

3. 师生做好手卫生。

陈广文：

13928722770

病例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期满，后续无新发病例，环境得到有效消杀，经疾控中心部门评估，由疫

情防控领导组决定终止响应。

安全后勤保障组

1. 启动封闭式管理；

2. 确保应急物资到

位；

3. 加强校园巡查监

控。

乔华锋：

138029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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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得福：

13632241159

宣传和心理疏通组

1. 负责舆情监测；

2. 心理健康引导；

3. 做好健康教育

工作。

鲁成：

1592097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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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发热师生员工

就诊指引

温馨提示：

1.凡发热学生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就诊，必须携带身份证、医保卡，核酸检测、

CT检查凭两证全额报销。

2.发热门诊就诊费用按学生医保规定报销，请提供病历、发票和明细清单。报销地点：

学校医务室 104室。

发现师生员工发热

佩戴或更换医用外科口罩→校医室→校医引导→隔离留观室。

水银测温计测腋温。进行流行病学史调查，初步排查。

启动应急预案。

医 生 报 告 疫 情 报 告 人 ： 梁 海 华

13710069388。

学校专车送至南方医科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具

体流程详见《发热师生员工优先

就诊流程》

南医五院疑似病例接待室

61780003或 120派专车

2小时内报告疾控部门 87982601/
邝科长 13609052998和教育厅

37626346/许科长 13609795324

就诊后专车接回学校，入住医学观察区，待核酸检测结果后处置。

核酸检测结果阳性者，从化区疾控中心

专车送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

疗。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留观至退热后 72
小时，经校医复核后，方可复学/返岗。

温泉卫生院

87831906；
肖贤锋副院长

13926099943

报告学校校长，同时报告

有流行病学史 无流行病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