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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江夏学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依法、科学、规范、有序、有效防范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认真做好监测防范

和应对突发、群起事件的发生做准备工作，联防联控，最大程度

地减少对师生员工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福建省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预案》《福建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预案》，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教育部、福州市、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有关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的文件精神制定。

1.3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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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一领导、全校动员、依法规范、群防群控、快速反

应、有效处置、分级负责、主动作为”的原则，针对疫情发展不

同态势，强化风险评估，科学、统一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和应急处置工作。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福建江夏学院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应急

处置等工作。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评估结果和防控工作需要，本

预案将及时进行更新。

2 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2.1 领导小组组成

成立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学校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郑建岚 校党委书记

陈国龙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陈晓红 校党委副书记

王长勇 校党委副书记

练 欣 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刘慧宇 副校长

程 灵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林正游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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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杰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由党政办公室、纪委综合室、组织部、宣传部、学

生工作部（处）、保卫处、人事处（教师工作部）、教务处、计

划财务处、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处、校团委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工作组、组织宣传工作组、安全保卫

工作组、学生工作组、教职工工作组、教学科研工作组、后勤保

障工作组、应急处置工作组、督导工作组 9 个工作组。

2.2 领导小组职责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在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防控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结合学校具体实际，领导、

组织、推进、落实学校防控工作。

2.3 各工作组的组成与主要职责

2.3.1 综合协调工作组

组 长：林正游

牵头责任单位：党政办公室

主要职责：负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事务，牵头协调落实

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协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的重要工作事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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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疫情防控综合材料起草和对外上报工作；负责向省教育厅、福

州市等上报每日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及信息；综合协调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加强值班备勤，维护正常办公秩序；针对各工作组提出

的预案，形成学校延期开学和开学后的工作预案。

2.3.2 组织宣传工作组

组 长：陈晓红

牵头责任单位：组织部、宣传部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防控攻坚

战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切实采取措施，以党建引领

推进防控工作落实主体责任；负责通过学校校园网、微博、公众

号等渠道做好有关疫情防控政策、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好网络信

息管理、舆情监控工作，引导师生科学理性认识疫情，做好舆情

分析研判和处置工作，总结推广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传播

正能量；负责对外宣传工作。

2.3.3 安全保卫工作组

组 长：王长勇

牵头责任单位：武装部（保卫处）

主要职责：负责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校园封闭管理、联防联控

工作，开学前校园只留一个出入口；负责加强校区门卫值守和信

息登记，严控外单位车辆和人员入校，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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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内其他非本校人员筛查等工作；负责会同后勤等相关部门加

强对硕博楼人员、留宿校园生活区内人员（含物业楼管员）及基

建留守人员、电力宿舍遗留人员等的每天进出情况动态管理，做

好相关台账与信息跟踪，确保校园安全稳定；针对正式开学，提

出校园安全管理有关工作预案。

2.3.4 学生工作组

组 长：王长勇

牵头责任单位：学生工作部（处）、校团委

主要职责：负责全面落实学校学生疫情防控有关部署，指导

各二级学院做好学生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加强学生健康管理；负

责牵头各二级学院全面排查学生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全覆盖、无

遗漏、精准掌握全体学生假期去向行程和身体健康情况，尤其是

精准掌握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学生、有过与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

人员接触的学生有关信息，执行零报告和日报告制度；负责对收

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措施意见，第一时间发现、上

报可能存在的问题；配合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渠道开展健

康教育，向学生及家长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主动做好防控工作；

负责联系调整闽台合作 3+1 项目学生赴台时间；负责为师生员工

提供心理危机的干预与服务；负责做好辅导员管理，针对正式开

学提出学生新学期入学工作预案，做好开学后检查与考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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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教职工工作组

组 长：陈晓红

牵头责任单位：人事处（教师工作部）

主要职责：负责全面落实学校教职工疫情防控有关部署，牵

头各二级单位，全面排查教职工（包括外籍、台湾教师）疫情防

控相关情况，全覆盖、无遗漏、精准掌握本校教职工的健康状况，

尤其是精准掌握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教职工、有过与湖北等疫情

高发地区人员接触的教职工有关信息，认真执行零报告和日报告

制度，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动态做好分析研判，主动做好防

控工作；负责配合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健康教育，向教职工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提升教职工防控意识；负责提出正式开学后教师管

理工作预案，牵头做好开学后各单位教职工考勤工作。

2.3.6 教学科研工作组

组 长：程 灵、刘慧宇

牵头单位：教务处、科研处、继续教育学院

主要职责：负责牵头各二级学院和有关单位严格贯彻落实有

关延迟开学以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职业院校和本

科高校延期（暂停）实习的通知》（闽教明电〔2020〕9 号）等

文件要求，不以任何形式组织师生返校进行教学、科研活动；负

责延迟开学期间学校各类教育教学、科研工作计划安排和开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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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开学后前两周的教学弹性预安排，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有

序开展。建立智慧教学、科研系统交流群等方式，引导教师在家

开展科研、备课、远程指导教学等工作。针对正式开学，提出开

学后有关教学安排和教师返校要求，包括开学后前两周的教学弹

性预安排等，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有序开展。在疫情防控期间，暂

时封闭继续教育学院中福广场的办公场所，并通过网络和通讯等

方式开展继续教育服务师生工作。

2.3.7 后勤保障工作组

组 长：林正游、徐 杰

牵头责任单位：后勤管理处、计划财务处、资产管理处

主要职责：负责配合市、县疾控部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充

分做好隔离场所、测温仪器等有关条件和应急药械的必要准备，

落实防控工作所需要的物力、财力的筹措与保障；负责做好大学

城校区生活区硕博楼公寓、学生公寓以及长安校区、津泰路校区

等的疫情防控相关日常管理；负责积极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措

施，以防控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做好寒假期间校园卫生和

开学前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和消杀力度，推进教室、宿舍、食堂、

运动场馆、图书馆、厕所等重点区域和场所环境卫生改善整体行

动，做到日常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为广大师生创造卫

生、整洁、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针对正式开学，提出后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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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预案。

2.3.8 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 长：林正游

牵头责任单位：后勤管理处

主要职责：负责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及时发现、报告并配合

属地疾控部门有效处置疫情；负责加强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的联系，制定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和工作流程，一旦发现师

生有突发疫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做到迅速反应、正确处

置。

2.3.9 督导工作组

组 长：练 欣

牵头责任单位：纪委综合室、纪检监察室

主要职责：负责对各工作组、各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

进行再监督、再检查；负责对疫情防控期间涉及违规违纪违法行

为的相关单位及个人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等。

2.3.10 防控工作总体要求

疫情防控期间，各工作组必须在学校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

导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下联动、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细化工作方案，把防控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岗位、

人员。校内各单位要积极跟进、严格落实各工作组的有关工作要

http://www.baidu.com/link?url=kr4EUlkqJgxTnX0WH4h5zNx6moH834XCNKBJVpep8jrvEOwhLm3Y9f72D0Rbv1UcraQkbxPXWcwx8Bs9wNeTIK
http://www.baidu.com/link?url=kr4EUlkqJgxTnX0WH4h5zNx6moH834XCNKBJVpep8jrvEOwhLm3Y9f72D0Rbv1UcraQkbxPXWcwx8Bs9wNe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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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积极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学校、部门、学院科学有效的联

防联动机制。

3 适用情形

本预案适用于以下情形：

情形 1：福建省和福州市出现病例，本校未出现；

情形 2：本校师生员工出现病例。

4 疫情防控与应急措施

4.1 情形 1：福建省和福州市出现病例，本校未出现

根据学校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按照责任分工，组织校

内各单位全面排查，切实落实《福建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预案》和福州市、闽侯县应急预案相关措施，

做好校园防控工作。

4.1.1 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只保留 1 个校园出入口，严

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落实体温检测、口罩佩戴等措施。在

发布正式开学通知前，全校师生以及相关人员不得提前返校，已

购车票一律退票。

4.1.2 校内各单位应全面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相关部

署，全覆盖、无遗漏、精准掌握本单位师生员工的去向、身体健

康状况，特别是精准掌握来自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或者与此类

地区人员有接触史的师生员工动向、基本信息，督促落实隔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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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等措施；动态掌握身体有不适的教职工、与疑似或确诊病例有

接触的教职工、接受或自我隔离观察的教职工、本单位住所在学

校的教职工等的具体情况，团结广大师生共同做好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

4.1.3 校内各单位实行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每日16：

00 前将有关信息归口上报学校防控领导小组学生工作组、教职

工工作组。

4.1.4 对目前已经居住在校内生活区的部分人员，加强归

口管理和门卫管理。其他师生员工未接到学校通知不返校。

4.1.5 学校建立入校体温检测制度，如发现师生员工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胸闷等异常情况，立即上报并做好防护，及

时安排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就医诊断。如有疑似病

例，第一时间向学校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和教育厅、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报告，并立即送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其密切接触者

应接受 14 天医学隔离观察。

4.1.6 做好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防控物资准备。

4.1.7 开展新冠肺炎知识教育，提高师生员工防控知识水

平。

4.1.8 严格落实并执行好上级有关疫情防控与应急处置措

施的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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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情形 2：本校师生员工出现病例

在做好情形 1 举措的基础上，落实以下措施。

4.2.1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第一时间向学校防控领

导小组，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防控领导小组和福州市、闽侯

县等地方政府报告相关信息。

4.2.2 各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全面排查，对校

园全面有效消毒。

4.2.3 摸排近 14 天以来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患以及疫

情严重地区人员的接触情况并及时上报。发现疫情扩散、新增疑

似确诊人员、无端失联等异常情况，随时一事一报。

4.2.4 视事态形势及研判分析情况，按照上级要求，做好

全面停课或部分停课，对相关师生员工采取隔离等举措，确保师

生生命安全。

4.2.5 实行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切实落实《福建省

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预案》相关措施。

组织校内各单位认真如实填报师生信息，每日 16：00 前将有关

信息归口上报学校防控领导小组学生工作组、教职工工作组。

4.2.6 指导校内各单位加强防控工作，落实有关防控处置

措施，协助闽侯县卫健部门调查处置，严控事态扩大，并根据闽

侯县防控领导小组的要求，采取其他必要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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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严格落实并执行好上级有关疫情防控与应急处置措

施的其他要求。

4.3 防控工作制度

4.3.1 工作会商制度

各工作组要建立例会制度，由组长主持，根据工作需要随时

召开，研究疫情防控具体工作，坚持每日一会商、每日一报告，

及时通报工作进展、及时分析问题、及时处置相关事项。会商以

网络、通讯等非现场方式为主要形式。

4.3.2 信息报送制度

各工作组要制定专人负责每日信息报送，由牵头单位负责，

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工作情况和需要协调的相关事项，于每日

16:00前报送综合协调组。信息报送工作由综合协调组负责统筹、

统一口径，各工作组牵头单位对接综合协调组负责协调本组有关

事项。

4.3.3 督查督办制度

为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各工作组要定期检查工作开

展情况，重点督查领导小组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

做好整改。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帮助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注

意方式方法，突出工作实效，尽量不影响基层工作，不增加基层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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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响应终止

5.1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根据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防

控领导小组发布应急响应终止的要求终止实施本预案。

5.2 疫情事件处置完成后，重点要马上转向善后与恢复工

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维护学校稳定。

5.3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师生情绪，解决实际困难，

加大校园环境整治力度，对教室、阅览室、食堂、厕所等重点场

所进行彻底有效消毒。

5.4 认真做好受疫情损害相关师生员工的善后工作，对疫

情发生暴露出的问题、存在的卫生隐患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意

见进行整改。

6 相关保障

6.1 信息保障

建立健全并落实疫情信息收集、传递、报送、处理等各环节

运行机制，完善信息传输渠道，保持信息传输设施和通讯设备完

好，确保通信和信息报送渠道安全畅通。

6.2 物资保障

配备好疫情防控设施设备（如疫情隔离场所、紫外线灯等）

和消毒药品（如口罩、体温计等），为疫情防控提供物资保障。

6.3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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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疫情防控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充足的疫情防控资

金，保证疫情防控需要。

6.4 人员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调动本校人员力量，为疫情防控提供充分的

人员保障。

6.5 技术保障

学习与引进预警和防控技术，提高学校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

平。

7 督导检查

督导工作组负责对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促指导，重点督

促检查各工作组、各二级单位对上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预案以及通知要求是否及时落实到位。

8 责任追究

严明工作纪律，对疫情防控工作中，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部

署不及时、不到位；隐瞒不报、拒不服从、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的；违反规定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的，将视情节依规依纪

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福建江夏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