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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疫情应急预案

一、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邵从清 瞿才新

副组长: 张林龙 孙卫芳 刘必千 蔺 俊 夏燕萍

成 员：各党总支、各二级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包

括全部中层正职和明确负责的中层副职）。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郭泽忠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落实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召集防控

工作会议，加强沟通联系，保持信息畅通，做好学校防控应急

及处置工作。

二、疫情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流程

学校疫情应急处理分管领导：蔺俊 13004483651

学校疫情应急处理部门责任人：孙开进 13961931928、张

立峰 15161983393、喻云 13962089899

指定医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嵇友林 18905107996

如发现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立即启动校园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按照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制定的疫情发生处置

流程，及时管控上报卫生、教育主管部门，所有工作务必在当

地疾控部门、专业医务工作者的指导下开展，及时隔离感染者

和密切接触者，查询活动轨迹，封闭相关教学、活动、宿舍区

域，提升心理辅导等级，以上工作不得在无指导下自行处理。

1.病例发现及送诊

（1）在校人员中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可疑症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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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通过信息报送系统上报。同班、同寝室学生也应第一时

间向辅导员或班主任报告；教职员工本人或同事也应第一时间

告知所在学院（部门）负责同志，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2）学校配备 7 座商务车（苏 J00887）送诊就医车辆及

人员，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除司机外，安排 1 名人员陪同

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陪同人员需做好必要防护措施，乘车

时务必保持一定间隔。

（3）诊断结果为确诊或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除按

规定隔离和治疗外，陪同就诊的人员需立即隔离观察。送诊车

辆须进行严格消杀，学校须新增车辆及人员，以备其他人员送

诊。

（4）诊断结果未明确但无需住院治疗的，须统一安排至学

校隔离医学观察场所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5）诊断结果为非新冠肺炎患者的，返回学校宿舍或家中

自我隔离。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正常参与学习活动。

2.确诊病例后校园管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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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加校内隔离医学观察区房间数量，病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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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教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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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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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观察区进行观察。

（3）明确病例的活动轨迹，封闭相关教学、活动、宿舍区

域，并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要求，严格执行相

关区域的消杀工作。

（4）病例所在宿舍楼或办公室楼宇实行封锁，设置醒目的

警戒线。其他未进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区进行隔离观察的人员，

需原地自行隔离观察，由后勤保障部门指定专门人员保障师生

员工日常生活需要，在隔离解除前，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5）严格禁止各类人群聚集性活动，停止使用中央空调、

厢式电梯和公共餐厅。

（6）出现病例的班级应停课 14 天，同班同学及在该教室

上课的老师均列为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根据病例活动情况搜

索其他可能的密切接触者。同一个校园内有 2 个班级出现无流

行病学关联的病例，建议采取全校停课 14 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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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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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疫情发生后的联防联控措施

1.与属地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并且盐城市向学校派驻疫情

防控综合服务工作组(卫生指导员李亚 13515133886、警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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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15705113701、社区工作者吉静、教育督学张荣奎

18921881629）。教育部门 0515-88228906、卫健部门（盐南高

新区社事局卫生条线负责人）金厚祥 13951559152、疾控部门

（盐南高新区疾控中心对接学校的联系人）许晶晶

17305108795、就近送诊医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嵇友林

18905107996、科城街道疫情防控联络人张华益 13851188780、

民富社区支部书记王友文 13515130066。

2.稳定师生员工思想，参照“心理辅导方案”，做好全校

师生员工心理辅导。及时通报准确信息，关注网络舆情发展。

热线

QQ 咨询号

及公众号

心理热线电话 0515-88803336

学生心理中心（QQ） 2960238402

学生心理中心（微信公众号） ygymhc

心理工作

人员信息

学生心理发展中心专职心理师 刘志强 15861993669

学生心理发展中心专职心理师 张艳芸 19851587715

纺织服装学院心理辅导员 陈玲敏 18762381031

机电工程学院心理辅导员 朱玲玲 15851079586

经贸管理学院心理辅导员 郑志雯 13921815539

艺术设计学院心理辅导员 杨 敏 15705111275

汽车与交通学院心理辅导员 郭爱国 15961975383

建筑工程学院心理辅导员 颜振亚 18361092269

药品与健康学院心理辅导员 顾东雅 15851060889

3.加强全网疫情专题舆情监测，发现重大舆情及时在防控

工作群通报，第一时间上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协

同有关部门，跟进处理。

4.密切关注疫情防控的形势发展变化，利用校内媒体和官

方渠道，及时宣传疫情防控的注意事项、辟谣信息和重大舆情

信息等，强化校内舆情监测与引导，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普法教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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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师生法律意识。

四、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管理

1.隔离场所

校内隔离观察场所:教职工值班楼（北大门处），共 13 间，

疫情应急处理部门责任人：孙开进 13961931928、张立峰

15161983393、喻云 13962089899。。

校外隔离观察场所：盐城市盐南新区科城街道民富社区集

中隔离点，落实隔离场所 37 间（润酒店大数据店，新城精品酒

店月牙湖店）。联系人：科城街道疫情防控联络人 张华益

13851188780，民富社区支部书记 王友文 13515130066

2.组织机构：校园集中隔离观察工作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分管后勤管理、卫生防疫、安全保卫工

作的副校长牵头，后勤管理处（卫生所）协同保卫处、各二级

学院负责同志、班主任认真落实，学校办公室、学工处、国际

教育学院等密切配合，全面做好相关工作。

3.集中隔离对象：①从重点疫区解除隔离后返校且原居住

在学校教师公寓和学生宿舍的师生；②原居住在学校教师公寓

和学生宿舍的师生一旦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经医院诊

治后没有明确诊断，但又不需住院的患者；③其他需要集中隔

离的师生。（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最新要

求执行）

4.集中隔离时间：集中隔离时间一般为 14 天。

5.工作流程

（1）相关部门要提前 1 天将集中隔离对象的返程信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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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等报送后勤处及卫生所。

（2）后勤处做好集中隔离人员住宿房间预安排，并做好房

间的预防性消毒工作。

（3）在集中隔离对象到校门后，医护人员指导隔离对象换

上医用防护口罩，并对隔离对象进行体温检测、相关医学指征

询问，发放和填写集中隔离人员流行病学调查承诺书。如有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在辅导员和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由学

校安排专车立即护送其至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就诊；如无上述

症状，发放并填写集中隔离人员告知书，使用统一调度的车辆

接转至集中隔离区。

（4）在医护人员引导下，集中隔离人员进入安排的住宿房

间，同时后勤处、保卫处做好入住登记工作。

（5）集中隔离期间，医护人员每天对隔离人员进行电话或

微信视频回访体温和其他必要的医学指征，询问其有无急性发

热、咳嗽、咽痛、气促、肌肉酸痛无力、腹泻等症状，如有上

述症状，立即按规范流程护送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并及时

向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同时，相关单位做好集中隔离人

员的餐饮安排、日常生活用品的代购、清洁卫生与消毒、安全

保卫等工作。

（6）集中隔离期满，卫生所开具解除隔离意见书，解除对

集中隔离人员的隔离，并对其场所进行终末消毒。

（7）卫生所做好隔离人员隔离期间相关材料的汇总、归档

工作。

6.工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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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所（责任人：喻云 13962089899）

①根据学工处或人事处提供的集中隔离对象的返程信息，

预先与隔离对象做好相关信息的病史采集工作。

②负责集中隔离对象的体温、咳嗽、咽痛、气促、乏力、

腹泻等相关医学指征询问、隔离人员的确认等工作，发放集中

隔离人员流行病学调查承诺书（见附件 1）、集中隔离人员医

学观察告知书（见附件 2），了解集中隔离人员的基础病史、

过敏史等，以便及时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③集中隔离期间，每日由专职医生负责对集中隔离人员的

健康状况（体温、乏力、咳嗽、气促等）进行电话或微信视频

回访，及时填好信息采集一览表（见附件 3）和日报表（见附

件 4）。并按照日报告制度，将每日汇总表向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报备。

④集中隔离期间，医护人员一旦发现集中隔离人员如出现

急性发热、咳嗽、气促、肌肉酸痛无力、腹泻等症状，立即报

告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按防控流程在医生及相关辅

导员陪同下，由校办公室安排专车护送其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

⑤指导保洁人员定期对集中隔离区域进行卫生打扫和消毒

工作。

⑥宣教手卫生、咳嗽礼仪等防控措施，督促、指导集中隔

离人员及时做好手卫生、室内卫生及通风消毒工作。

⑦指导送餐人员及室外消毒人员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⑧做好集中隔离区的医疗防护物资保障工作及其他医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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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宜。

⑨集中隔离期满后，负责出具解除隔离意见书（见附件 5）。

⑩做好隔离人员集中隔离期间所有信息资料的汇总和归档

工作。

（2）办公室（责任人：郭泽忠 15251075765）

①传达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召集工作会议，加强沟通联系，

保持信息畅通，做好学校防控应急及处置工作。

②根据防控需要，负责用车安排（苏 J00887）。

③其他相关事宜。

（3）后勤处（责任人：孙开进 13961931928）

①负责做好集中隔离人员的入住信息登记。

②为集中隔离人员提供必需的居住生活条件（如电茶壶、

空调、热水器、网络、扫帚、簸箕、纸篓等）和室内消毒用品

（84 消毒液及喷壶、酒精棉球、体温表等）。

③派专人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每日两次对集中隔离区进行

物业保洁和消毒，并做好集中隔离区生活、工作垃圾的处理工

作。

④派专人负责集中隔离人员三餐征订与送餐工作。

⑤做好集中隔离区的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及其他后勤服务事

宜。

（4）保卫处（责任人：张立峰 15161983393）

①负责集中隔离区安全、警戒与秩序维护等工作。

②了解集中隔离人员的入住信息，负责日常看护等工作。

隔离期间，禁止集中隔离人员离开规定区域，对违反规定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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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告集中隔离点负责人，由隔离点负责人通报其所在部门和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③负责集中隔离区宣传栏维护及其他相关工作。

（5）学工处、人事处、二级学院等相关单位（责任人：

孙干 18262384816、李建国 13851067386、二级学院主要负责

人）

①学工处、人事处等相关单位要提前 1 天将集中隔离对象

的返程信息、联系方式等上报后勤处及卫生所，以便后勤处和

卫生所预安排房间和病史采集。

②学工处安排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做好集中隔离人员的

心理健康咨询、疏导工作。

③集中隔离人员所在部门负责隔离人员日常生活用品的代

购工作，并将所代购的物品送到集中隔离点办公室，由后勤处

派专人统一派送。

④各二级学院做好隔离人员的授课事宜。

7.集中隔离人员防控要求

（1）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必须保持房门紧闭，每天要开窗通

风，保证通风 2-3 次，每次至少 30 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有访视者必须要打开房门时，要先开窗通风，戴好医用防护口

罩（N95）。

（2）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在隔离房间内可以不戴口罩，有异

常情况需就医，先电话报告，必须离开隔离房间时，要先戴好

医用防护口罩（N95）、洗手或手消毒后再出门，不随意离开隔

离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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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佩戴新口罩前、后和处理用过后的

口罩后，应及时洗手。

（4）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尽可能减少与其他人员接触，必须

接触时，应保持 1 米以上距离，尽量处于下风向。

（5）隔离医学观察人员要保持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必须的营

养。

（6）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在隔离房间中进食、饮水、洗漱、

沐浴、锻炼。

（7）隔离医学观察人员要讲究咳嗽礼仪，咳嗽时用纸巾遮

盖口鼻，不随地吐痰，用后的纸巾及口罩丢入专门的带盖垃圾

桶内。

（8）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用过的物品要及时用 84 消毒液按

1:100 浓度配制液（现配现用）浸泡或喷洒消毒。

（9）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每日上午、下午分别测量体温，自

我感觉发热时随时测量并记录，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急性

呼吸道症状时，及时电话联系专门负责隔离点医生陶文冰

（13705102919）。

（10）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每日用 84 消毒液按 1:100 的浓度

配制液（现配现用），在自己的房间内对门把手、水龙头、卫

生间马桶、垃圾桶进行喷洒消毒。

8.访视隔离医学观察者工作要求

（1）访视者访视前应佩戴工作帽、戴医用防护口罩（N95），

穿工作服、隔离衣、防护面罩、防护用品都是一次性使用，发

现有污染、破损时要随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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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视者访视时必须向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开展咳嗽礼仪

和手卫生等健康宣教。

（3）访视者需要为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收集生活垃圾而密切

接触时，要戴医用防护口罩（N95）、加戴乳胶手套，收集完后

离开隔离场所脱手套进行手消毒，脱隔离衣后进行手消毒。

（4）访视者如需与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接触时，先通知隔离

观察人员开窗通风，接触时访视者要与隔离医学观察人员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访视者应当处于上风向。

（5）访视者接触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前、后或离开其住所时，

进行手卫生，用含酒精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至干，不要用手

接触自己的皮肤、眼睛、口鼻等，必须接触时先进行手卫生。

（6）访视者访视中产生的医疗废物随身带回卫生所实施规

范化管理。

（7）访视者每次访视时须随身携带：健康教育宣传单（主

要是咳嗽礼仪与手卫生），速干手消毒剂，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乳胶手套，医用防护口罩（N95），一次性隔离衣，医疗废物包

装袋。

9.其他要求

（1）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集中隔离工作，明确职责、相互

协作，严格落实各项措施，做好集中隔离区的相关防疫工作。

（2）集中隔离区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按照相关

要求积极履行职责。

（3）集中隔离区防控负责人：孙开进13961931928，张立峰

15161983393，喻云 13962089899；医生：陶文冰 1370510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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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将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要求适时作相应调整。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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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集中隔离人员流行病学调查承诺书

我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病史及样本

采集工作。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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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实施医学观察告知书

姓名： ，部门： ，联系方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根据二

级学院及相关部门调查统计，现对您进行为期 14 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观察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在医学观察期内务请您配合学校采

取隔离医学观察、采样检测及其他体检工作安排。

医学观察期间应独立居住，不得串门，更不得擅自离开观

察点。每日配合医务人员体温测量等相关健康询问。如出现发

热（腋下体温≥37.3℃ ）、乏力、干咳、气促、胃肠道症状、

其他慢性病急性发作等，立即报告观察点医务人员，如实告知

情况，配合做好后续诊治工作。

实施医学观察人员： ，联系电话：

医学观察对象签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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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中医学观察人员信息一览表

序号 部门/班级 姓名 房间号 观察日期

体温 其他临床症状
基础疾病及

过敏史
解除日期

早 中 晚 有无乏力 有无咳嗽 有无气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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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日报表

序号 观察区名称

首例开

始观察

日期

累计观

察人数

当日观察 解除人数
出现异常临床表现

人数

最后一名

观察者预

计解除日

期

核酸检

测人数

核酸检

测阳性

人数人数 其中新增 当日 累计 当日新增 累计

合计

注：异常临床表现指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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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存根编号：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单

姓名： ，部门： ，联系方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集中隔离 14 天期

满，经卫生所评估，决定自 年 月 日起解除对您的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衷心感谢您支持和配合我们工作。

医学观察对象签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单

姓名： ，部门： ，联系方式：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集中隔离 14 天期

满，经卫生所评估，决定自 年 月 日起解除对您的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衷心感谢您支持和配合我们工作。

医学观察对象签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盖章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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