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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山农大疫控组字„2020‟12号 

 

 
关于印发《山东农业大学突发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处置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山东农业大学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山东农业大学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代章） 

                  2020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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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办法 

 

为切实做好学校开学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防止疫情在校园扩散和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根

据•山东省高等学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办法‣等有关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领导体系 

学校成立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实施

本校应急处置预案。组长由徐剑波、张宪省担任，副组长由朱莉、

杨天梅、嵇景涛、张明志、辛杰、张然、司金贵、郝玉金担任；

成员由纪检监察、学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

统战部、校工会、校团委、教务处、学工处、研究生处、国际处、

人事处、财务处、资产处、公安处、后勤处（校医院）、基建处、

离退休处、南管委、图书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担任。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牵头单位：学校办公室）、健康

监测组（牵头单位：后勤处†校医院‡）、留观转诊组（牵头单

位：后勤处†校医院‡）、学生管理组（牵头单位：教务处 学

工处 研究生处 国际处 各学院）、安全保卫组（牵头单位：公

安处）、心理辅导组（牵头单位：学工处†大学生心理教育中心‡）、

物资保障组（牵头单位：后勤处<校医院> 资产处 财务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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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服务组（牵头单位：后勤处†校医院‡）、舆情引导组（牵头

单位：党委宣传部 校工会 校团委 党委教师工作部 学工委 研

工委 公安处）等 9 个专项工作组。具体分工如下： 

1.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轮流带班，各

专项工作组指定专人值班，保障 24 小时联络畅通。（责任部门：

综合协调组） 

2.根据学校实际，在北校区、南校区设立 24小时值班电话，

面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开（包括学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离退

休教职工、校内居住教职工家属及校园食堂、安保、保洁、宿舍

管理、物业管理、商店超市、银行邮局、理发洗衣等后勤服务人

员）。北校区值班室设在学校办公室，值班电话：0538-8242291；

南校区值班室设在南管委，值班电话：0538-8248001；（责任部

门：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 

3.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单位负总责，全面落实

各项应急处置措施；设置学院、场地疫情处置联络员，向全体师

生公开联系电话，保持联络畅通。 

4.辅导员（班主任）建立学生健康台账，负责统计、报告每

名学生返校时间、每日健康状况等信息，保持 24小时联络畅通。

发动学生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在做好个人防护基础上协助开展应

急处置有关工作。 

二、应急处置启动 

（一）开学返校体温监测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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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学前，根据上级部署要求和驻地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安排，研究制定本校错时错峰开学返校方案，科学确定学生返

校具体时间、批次、数量和接站计划。（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2.根据返校学生情况及现场道路交通条件，提前设立专门返

校入口，建立相应数量的体温监测点，安放指示牌，划定检测通

道，并安装隔离带。同时，设置开学报到临时留观点，体温检测

系统解决方案详见附件 1。（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健康监测

组、留观转诊组） 

3.组织辅导员（班主任）提前联系每名学生，再次确认学生

健康状况，通知具体返校时间，告知入校体温监测位置和应急处

置程序，提醒返程和报到注意事项，指导做好个人防护，要求自

备口罩并每天随身携带。（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4.开学返校当天，领导小组组长负责统筹协调，校区应急处

置负责人负责返校入口现场指挥，有关专项工作组、返校学生所

在学院应急处置联络员及辅导员（班主任）提前到达报到入口处，

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留观转诊组穿戴防护套装 B，其他工作人

员穿戴防护套装 A。（责任部门：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各专项工作组） 

5.组织当天返校学生的辅导员（班主任）在返校入口迎接学

生，提醒学生佩戴口罩、有序排队，相互间隔 2米；健康监测组

依次检测体温；安全保卫组负责维持秩序，适时引流、控制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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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同时加强周边交通安全管理。（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安全保卫组） 

6.发现体温高于 37.3℃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配合留

观转诊组和安全保卫组立即将体温异常人员引领至返校入口临

时留观点，并陪护安抚学生。健康监测组继续进行体温检测，确

保学生有序返校。（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留观转诊组、学

生管理组） 

7.在临时留观点，对体温异常人员重测体温，确认体温异常

后，启动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同时，报告校区负责人。（责任部

门：健康监测组、留观转诊组） 

8.报到期间，发现有未按时报到的学生，辅导员（班主任）

要及时电话联系。如了解到有自测（自感）体温异常或不适，立

即询问学生目前所在位置，安抚学生并告知应对措施，同时第一

时间报告学院联络员、校区负责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

施，详见附件 2。（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二）开学后健康监测异常 

1.提前在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食堂等人群集聚场

所入口处设置体温监测点和检测通道，并安排工作人员穿戴防护

套装 A，逐一检测进入人员体温。提前在各场所划定临时留观点，

并备好应急物品。（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健康检测组、留

观转诊组，各单位、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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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师生员工进入以上各场所时，要佩戴口罩、相互间隔 2

米排队等待检测。工作人员要维护好现场秩序，如人员过于拥挤

则立即暂停进入，及时组织疏散。（责任部门：各专项工作组，

各单位、各部门） 

3.工作人员检测到体温高于 37.3℃的师生员工，立即引导

他们前往临时留观点等候，并在旁陪护安抚，同时报告所在场所

联络员通知留观转诊组。如体温异常人员为学生，学生应及时联

系辅导员（班主任）。场地联络员组织工作人员登记在场人员个

人信息后，继续开展体温检测工作，引导师生员工有序进出。（责

任部门：留观转诊组、学生管理组、安全保卫组） 

4.工作人员穿戴防护套装 B到达现场，对体温异常人员重测

体温，确认体温异常后，启动应急处置，并报告校区负责人。辅导

员（班主任）接到学生电话后，第一时间穿戴防护套装 A赶赴现场，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责任部门：留观转诊组、健康监测组） 

（三）开学后自测自感异常 

1.宿舍内自测（自感）异常 

（1）学生每天早晚自测体温 1次，及时上报辅导员（班主

任），信息计入企业微信健康台账。各单位应督促本单位学生及

时填报，并将汇总结果上报至微信健康平台。研究生相关信息由

研究生处汇总，本科生相关信息由学工处汇总。 

（2）学生自测体温高于 37.3℃或出现咳嗽、乏力以及腹泻、

结膜充血等可疑症状，立即佩戴口罩，并报告辅导员（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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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导员报告所在学院联络员，并穿戴防护套装 A 赶到

宿舍，陪护安抚学生，告知宿舍内其他学生暂时在宿舍等待并尽

量相互远离，同时通知同一楼层其他宿舍学生闭门休息或登记个

人信息后正常外出上课。（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4）学院联络员通知留观转诊组穿戴防护套装 B到达现场，

对体温异常人员重测体温，确认体温异常后，启动应急处置，并

报告校区负责人。（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留观转诊组） 

（5）教职工自测或自感不适的，参考执行上述流程。教职

工每天通过企业微信上报健康情况，相关信息由人事处汇总。 

2.人员聚集性场所自感异常 

（1）学生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食堂等人员聚集性场

所内自感不适，立即报告辅导员（班主任）。 

（2）辅导员（班主任）报告所在学院联络员和学生所在场

所联络员，并穿戴防护套装 A赶赴现场,引导学生至临时留观点

等候。（责任部门：各单位、各部门） 

（3）学院联络员通知留观转诊组穿戴防护套装 B到达现场，

对自感异常人员检测体温，确认体温异常后，启动应急处置，并

报告校区负责人。（责任部门：留观转诊组） 

（4）场所联络员赶赴现场，组织登记同一场所人员个人信

息。如在食堂，应登记周边 5米内餐桌就餐人员和各窗口工作人

员信息。 

（5）教职员工在公共场所自感不适的，参考执行上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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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处置流程 

（一）现场处置 

1.启动应急处置后，领导小组通知综合协调、学生管理、安

全保卫和后勤服务等专项工作组人员穿戴防护套装 A 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责任部门：各专项工作组） 

2.布设警戒线，维持秩序；启动与定点医疗机构的绿色通道，

联系 120 救护车，将体温异常人员送至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

一步检查。同时，工作人员和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穿戴防护套

装 B 前去协助。（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留观转诊组） 

3.有序引导疏散现场人员，提醒登记信息人员在离开现场

后，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佩戴口罩，勤洗手，减少人员接触，注

意观察自身状况，并保持通讯畅通；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

以及腹泻、结膜充血等症状时要及时上报辅导员（班主任）或联

络员。（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学生管理组） 

4.对临时留观点彻底消毒。（责任部门：后勤服务组） 

（二）救治与隔离 

1.及时追踪可疑病例情况，一旦确诊为新冠肺炎或疑似病

例，立即配合定点医疗和疾控机构做好救治与隔离工作。（责任

部门：留观转诊组） 

2.学院联络员和辅导员（班主任）及时了解患者身体健康状

况，配合心理辅导组远程开展心理疏导；并负责联系患者家属，

通报患者病情和治疗情况，作好安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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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助疾控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切接触者范围，

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责任部门：留观转诊组、学生管理组、

综合协调组，各单位、各部门） 

4.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第一时间报告驻地疫情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和省教育厅。（责任部门：综合协调组） 

5.如转诊患者排除新冠肺炎，回校后由学院联络员和辅导员

（班主任）进行重点健康观察 14 天，在公共场所或与外界接触

时佩戴口罩；病例排除信息及时通知现场登记的相关人员，提醒

仍需做好个人防护和观察。 

（三）善后处理 

1.联系专业机构，对确诊或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驻留场所

彻底消毒。（责任部门：后勤服务组） 

2.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情况，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师生员工自

我防护意识与能力。（责任部门：健康监测组、留观转诊组） 

3.及时评估不同人群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积极干预个体或

群体心理危机苗头，开通心理支持热线，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指

导辅导员（班主任）跟踪掌握学生心理状态。（责任部门：心理

辅导组） 

4.协调教学部门制定隔离期间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安排，确

保隔离观察学生停课不停学。（责任部门：学生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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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天了解患病和隔离观察人员情况，并上报学校、省教育

厅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责任部门：健康监测组、留观转诊

组、综合协调组） 

6.做好对外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处置工作。（责任部门：舆

情引导组） 

7.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后，返校复学；确诊者治愈出院，按

要求进行隔离观察。（责任部门：留观转诊组） 

8.负责患病和隔离观察人员基本生活用品（原则上使用其原

有生活物品），通知学校食堂做好隔离观察区的饮用水供应和膳

食安排，做好生活垃圾（按医学废弃物）收集及转运。送餐、清

洁等工作人员需穿戴防护套装 A。（责任部门：后勤服务组、学

生管理组） 

9.落实驻地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其他善后措施。（责

任部门：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工作组） 

四、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 

14 天内出现 2 例及以上确诊或疑似病例时，学校要在驻地

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下，全力做好应急处置相关工作。（责任部门：学校突发疫情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项工作组） 

五、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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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留观点的设置应避开必经通道，选择通风良好位

置，圈定半径至少 2 米的区域，安放醒目标志，提醒人群远离。

（责任部门：安全保卫组、留观转诊组） 

（二）工作人员穿戴防护套装类型，详见附件 3。（责任部

门：各专项工作组） 

（三）各地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测算统计驻地各高校

防控物资需求，标准详见附件 4，对防控物资实行统一采购、统

一储存、统一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向属地及上级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申请配备防控物

资。学校应适当储备一定数量的常用应急处置物品确保应急需

要。（责任部门：综合协调组、物资保障组） 

（四）对违反疫情处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的，严肃追

责问责，依法依规做出处理。（责任部门：学校突发疫情应急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纪检监察） 

 

 

附件：1.体温检测系统解决方案 

2.学生返校注意事项和应对措施 

3.工作人员防护装备类型 

4.常用应急处置物品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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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体温检测系统解决方案 
序号 方案名称 设计原理及优势 适用范围 

1 
红外人体体温监测系统 
（智慧体温检测系统） 

系统使用非接触红外测温原理，可以获取物体的红外图像和温
度信息，不同的温度在热像图中以颜色进行区分；设备采用的
高精红外测温镜头测温范围广，支持远距离高精准测温，测量
精度±0.2℃。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2 
快速布控筛
查（黑体解
决方案） 

可移动热成像快
速体温初筛台车 

A.系统上安装热成像校准设备“黑体”，“黑体”布设在热像仪
对面，安装便捷，移动能力较强，无须联网运行，测量温度误
差±0.2℃。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可移动热成像快
速体温初筛架 

B.系统包括人体测温热像仪（黑体）方案和活体测温卡片机两
部分，安装便捷，移动能力强。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热成像相机人体
测温黑体方案 

C.黑体与热成像相机相对安装，人员通过时，热成像相机通过
检测人体体表温度。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3 测温安检门 

红外测温安检门 
A.将红外测温与通过式金属探测安检门融合，通过金属安检门
前，进行红外人体测温。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热成像测温安检
门 

B.通过测温人体安检门上的热成像相机，初步对进入测温范围
的学生进行人体温度检测。测量精度高于 A。 

4 人体测温卡片机 
卡片机安装在朝向人员运动的方向，通过对过卡片机的人员进
行人体体表温度检测;主要针对室内的场景，可支持多种安装
方式，适合临时布控的非常经济性方案。 

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人流量大
的区域入口。 

5 手持式高精度红外测温仪 
手持测温热像仪采用红外探测器，对待检学生进行测温，可实
现快速查看图像和数据。 

可固定在校门口，食堂、宿舍、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等
人流量大的区域入口。 

6 手持红外体温检测器 
皮肤裸露位置的热辐射来显示被测对象的体温。最常见的是额
温枪，只需将探头对准额头，按下测量钮，仅有几秒钟就可得
到测量数据，一般来讲实测最大值即是所要数据。 

工作人员随时手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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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生返校注意事项和应对措施 

返校阶段 注意事项 学生应对措施 学校应对措施 

返校前 
自查症状、自测体温、自备口罩。出现相

关症状、体温高于 37.3℃的，要暂缓返校。 

立即告知辅导员（班主任），并根据目前居住地

防控要求，联系社区（疾控机构），居家隔离或

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一步诊治。 

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持续关注学生健康情况，

并报学院联络员，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

上报省教育厅 

旅途 

做好途中防护，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

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减少

接触公共物品或部位；留意周围旅客状

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离接触。 

自感（自测）体温高于 37.3℃或出现可疑症状时，

立即告知辅导员（班主任），并报告所乘车辆（飞

机）工作人员，根据要求就诊就医，同时尽量避

免接触其他人员；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 

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持续关注学生健康情况，

随时联系相关机构，为学生提供帮助，并报学

院联络员。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上报省

教育厅。 

到达学校所在 

城市 

继续做好途中防护，如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必须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

生，减少公共物品或部位；留意周围旅客

状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离接触。 

自感（自测）体温高于 37.3℃或出现可疑症状时，

立即告知辅导员（班主任），并报告所乘车辆（飞

机）工作人员，根据驻地规定到定点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进一步诊治，同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

员。 

辅导员（班主任）接到电话后，立即询问学生

目前所在位置，安抚学生并告知应对措施，同

时第一时间报告学院联络员、校区负责人，校

区负责人指派辅导员（班主任）和留观转诊组

穿戴防护套装 B赶赴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了解情况，如明确为确诊或疑似病例，立即配

合定点医疗和疾控机构做好救治与隔离工作，

其他措施参考应急处置后续流程。如排除，则

返校复学。综合协调组汇总信息，每天上报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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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作人员防护装备类型 

防护装备种类 
体温监测人员 

（A套装） 

留观转诊组和隔离区工

作人员（B套装） 

工作服 √ √ 

一次性外科口罩 √  

一次性帽子 √ √ 

一次性防护服  √ 

防水鞋套  √ 

医用手套 √ √ 

防护面罩  
√（任选其一） 

护目镜  

医用防护口罩（N95）  √ 

注意事项： 

1.脱卸时尽量少接触污染面。 

2.脱下的防护面罩、护目镜等非一次性物品应直接放入盛有消毒液容器内浸

泡；一次性物品应作为医疗废弃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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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常用应急处置物品配备标准 

物品名称 数量 

红外体温枪（仪） 50个 

护目镜（非一次性） 100个 

防护面罩（非一次性） 100个 

工作服 1000件 

一次性防护服 5000套 

医用酒精（75%） 1000升 

紫外线灯（移动式） 10台 

空气消毒灭菌器 10台 

普通体温计 2000只 

一次性医用口罩 50000只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1000只 

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N95） 500只 

一次性帽子 5000个 

一次性防水鞋套 500个 

含氯消毒剂 1000升 

过氧乙酸消毒溶液 1000升 

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5000副 

脉搏血氧仪 5台 

消毒喷雾器 100个 

速干手消毒剂 5000瓶 

备注：以上常用应急处置物品配备标准，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学

生日常不佩戴口罩的前提下，以每万名师生员工为单位测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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