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秋季开学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方案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开学返校工作，确保突

发情况得到及时规范处置，保障全校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稳

定，根据《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学校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的通知》（川教函[2021]318号）精神，按照《内江市教

育局 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内江市学校 2021年秋

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内教函

[2021]61号）要求，依据《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

方案（第四版）》，为落实“全员、全过程、全要素实境演练”，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演练方案如下： 

一、演练目的 

为保证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熟悉应急事件的处理流程，促进学校防控工作更加科

学、有效，提高师生员工对疫情现场应急处理能力。  

二、演练时间、地点及参加人员 

（一）时间：8月 31 日，上午 10:30开始 

（二）地点：学校大门、第 1 教学楼、学生宿舍（竹影

楼）、学生食堂（一食堂） 

（三）参加人员：全校教职员工（含安保、物业、食堂

工作人员） 

三、演练指挥部 

指 挥 长：罗  慧    党委书记 



段永清    党委副书记 校长  

副指挥长：罗  苏    党员委员、副校长 

甘利华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曾祥琼    副校长 

黄  毅    卫生副校长  

成    员：各部门、各系党政主要负责人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校防控办（党政办、

后勤处），负责协调处置疫情防控演练的各项工作。 

联防联控联系人： 

隆昌市卫健局    游大勇  18990552565 

隆昌市疾控中心  林元敏  18990580009 

隆昌市人民医院  池江霞  13981434777 

四、模拟场景、演练内容及职责分工 

入校演练：所有参加演练人员于上午 9:00全部在校门处

集中开展入校演练。 

教学演练：入校演练结束后教务处负责组织教师参加教

学演练。 

学生公寓演练：学生处负责组织辅导员、宿管人员参加

学生公寓演练。 

食堂就餐演练：所有参加演练人员到一食堂参加食堂演

练。 

演练评估与总结：演练结束后在第二学术报告厅进行演

练评估及总结。 

（一）场景一：师生入校演练,对学生进行身份查验、扫

码测温后入校，由安保处负责体温检测及演练方案等工作。 

现场指挥：甘利华 



责 任 人：杨大华、各系部党政负责人 

（二）场景二：教学演练，学生进入教学楼的体温检测

和上课演练，由教务处、各系负责体温检测及演练方案等工作。 

现场指挥：曾祥琼 

责 任 人：魏晋科、各系主任 

（三）场景三：学生公寓管理演练，学生进入公寓（竹

影楼）排队体温检测演练，由学生处负责体温检测及演练方案

等工作。 

现场指挥：许  斌 

责 任 人：邓高明、各系书记、副书记 

（四）场景四：食堂就餐演练，学生进入第一食堂，后

勤管理处负责体温检测及演练方案等工作。 

现场指挥：罗  苏 

责 任 人：李昌龙、各系部（处室）党政负责人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提高站位。各系部、处室要充分认识

演练的重要性，切实提高本部门应对疫情突发情况的处置能

力。 

（二）各牵头责任部门制定方案、确保演练顺利开展。

各部门、系部根据学校演练方案，结合本系部实际，务必把问

题梳理清楚一点，把困难考虑更大一点，把后果想的严重一点，

把各项准备更充分一点、把措施落实更细一点，确保演练的实

效性。 

（三）宣传部负责演练过程的影像信息采集和新闻报道。 

（四）及时总结。演练结束后，全体参加演练人员集中，

对演练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总结和反思，并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方案和预案。 

六、演练评估 

及时评估各场景演练情况，对演练的实效性、有效性、

实操性进行评估，并提出完善方案的意见。演练评估邓刚云、

徐天福、全晓燕、杨建明、肖红、黄建刚负责。 
 

附件： 

1．《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

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师生进校园应急演练处置方案》 

2．《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疫情防控教学演练

方案》 

3．《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学生宿舍演练方案》 

4．《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疫情防控食堂就餐

应急演练方案》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 8月 29日 



附件 1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师生

进校园应急演练处置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输入性防控工作，严把校门第

一 道关口，提升校园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 8 月版）的通知》、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学

校 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精神，学校新冠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安排部署，加强疫情防

控演练，为顺利开学做好充分准备。特制订本应急演练处置方

案。  

一、演练时间、地点及人员： 

1.时间：2021 年 8 月 31日上午 

2.地点：学校大门  

3.参与演练人员及要求：当天到校上班的全体教职工。要

求到校上班教职工自行戴好口罩；接受门卫体温检测；带上手

机扫场所码；生成健康绿码和体温正常者方可进校。 

二、演练领导组及职责：  

演练指挥长：甘利华  学校党委副书记 

演练领导组成员： 



杨大华  安保处处长 

李昌龙  后勤管理处处长 

徐天福  党办主任 

王可松  人事处处长 

邓高明  学生处处长 

刘扬玉  一系党总支书记 

周孝平  二系党总支书记 

诸葛佳  管理系党总支书记 

叶  彬  艺术系党总支书记 

郑利兵  初等教育系党总支书记 

彭晓东  安保处副处长 

演练领导组负责组织整个演练前、中、后期涉及的工作，

各成员按照部门职责做好组织、配合、协调工作。具体工作由

安保处牵头办理。 

三、演练准备  

（一）5 个报到台（每个系 1 个）  

（二）体温枪 5 把（每个系 1 把、门卫处已配置）  

（三）红外线自动测温仪 2 台（门卫人行入口处）  

（四）消毒液 5 瓶（每个系 1 瓶）  

（五）通讯大数据行程卡绿码截图收集和 48 小时内师生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人事处与学生处牵头组织并告知近期禁止返

校师生）  



（六）隔离帐篷 1 个  

（七）地标（1 米间隔线）  

四、演练流程：  

（一）参加演练人员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到达校大门集中，由  

安保处统一组织演练。  

（二）排队：参加演练各系教职工按正对报到台纵队排列，  

处室参加演练人员编入管理系和艺术系队列。开车的驾驶员同

志直接驾车从车行道进校，必须做到：测量体温、扫场所码、

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三）消毒、初测体温、验证、放行：各队列人员前后间隔  

距离 1 米依次通过报到台，负责报到工作的各系学办主任及 2 

名科任教师分别负责消毒（用酒精对学生行旅和手进行消毒）、

初测体温、身份核验及健康资料（通讯大数据行程卡绿码截图、

扫场所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核实与收集、放行已

验证人员进入体温检查通道。  

（四）有序进行体温检测：进入体温检测通道的人员，前后  

间隔距离 1 米，按照一路纵队排列，有序通过红外线体温测试

点进入校区（体温高于 37.3℃检测系统自动报警）。  

（五）疫情突发事件处置：场景预设 1人体温≥37.3℃的发

热者、1人场所码呈黄色或红色者，由学校防疫办按照处置流程

进行医学观察。  



此演练流程适用于学生疫情期间返校管理，各系和参加演

练部门在人员安排、物资保障、组织协调等方面加强配合协调，

确保管理流程严密有效。  

六、演练可能发生的疫情防控风险及应急处置办法  

演练风险分析：出现发热症状者或者外来人员或参加演练

人员不按照要求进校。  

处置办法：  

1.对于体温≥37.3℃者的处置：  

①保安队员 1 将发热者带入隔离帐篷，并警戒限制发热者

离开隔离点。  

②校医与 120 医务人员签接诊单→上报隆昌市疾控中心

→ 等候市疾控中心过来处置。  

③带班行政人员报告书记、校长→校疫情防控办指定人员

报告内江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  

④后勤人员用装有调配好的 84 消毒液喷雾器对接触器

械、活动区域进行消毒。带班干部督促相关人员（有接触过的

保安、校医、行政人员等）把一次性隔离衣直接脱了并扔医疗

垃圾桶里， 及时用装有 75%浓度酒精的喷壶为相关人员的手

部、脚部进行消毒（控制该外来人员的保安最后一个消毒）。  

⑤外来人员被带离隔离点后，校医对隔离点进行消毒，处

置相关垃圾。  



2. 对于强行进校者的处置：校门值守人员查看进校花名

册和备案簿上是否有外来人员的姓名，如无记载，电话联系安

保处进行确认，如果是非允许进校人员，好言劝其离开。 

如果外来人员有发怒、脱下口罩，攀爬伸缩门强行入校等

行为，安保队员 1 立刻拿起门卫室旁的钢叉和盾牌与其周旋并

呼喊支援；安保队员 2 立即通过对讲机向安保处处长报告，并

按下一键报警器报告警方出现场，安保处报告安全分管领导并

联系值班干部进行现场处置，校医立即赶赴现场的同时通知医

院到场处置。必要时，安保队员出警处置：在上风处对外来人

员喷洒辣椒水（控制后及时处理辣椒水感染部位），使其失去

攻击能力。其他保安队员戴好口罩、一次性手套等防护设备，

拿上橡胶长棍、钢叉、防爆盾牌等赶到现场进行制止。 

 

川南幼专安保处 

2021年 8月 29日 



附件 2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疫情防控教学演练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根据《内

江市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等文件精神，坚决打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提高防

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有效保

障学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特制定本方案。 

一、演练时间：2021 年 8 月 31 日 

二、演练地点：第一教学楼 1号门门口、第一教学楼 104

教室、105 教室、校医务室预检分诊处 

三、演练人员及角色分工 

1、现场指挥：曾祥琼 

2、具体负责：魏晋科、夏蔚、牟洪贵、周国祥、袁星光、唐

廷秀 

3、教师角色：1 号门门口体温检测人员（学前教育一系

李安红、张筱翊）、授课教师（学前教育一系王芳）、陪护教

师（学前教育一系孔凡骏） 

4、学生角色：门口体温异常学生（学前教育二系王镨乐）、

课堂上疑似症状学生（学前教育二系庸晶名）、其他学生（各

系部教师职员），共计 50人。 

四、演练准备 

1、体温枪两把 



2、地标（1米间隔线）若干 

3、消毒液、口罩等防控物资 

五、演练情景 

（一）每日晨检演练，发现一学生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  

1.参与晨检的老师提前到达学校，进行消毒、体温检测等

环节处理，做好学生晨检准备。 

2.学生到达第一教学楼 1 号门，在规定区域按一米以上间

隔距离有序进入教学楼。 

3.晨检老师（李安红、张筱翊）依次检测学生体温，检测

体温正常的学生迅速按照指定通道进入教室。  

4.在演练中，发现一名学生（王镨乐）在体温检测时温度

显示 37.9℃，陪护教师（孔凡骏）立即将王镨乐送至校医务

室预检分诊处，路途上二者保持一米以上间距。 

5.张筱翊立即报告系部领导及后勤处（李昌龙），由后勤

处指派专人对该学生所处区域进行消毒。 

（二）课堂教学演练，发现一学生出现咳嗽、呕吐等疑

似症状  

1.教师（王芳）在第一教学楼 104 教室上课过程中，发现

一同学（庸晶名）精神萎靡，并伴有咳嗽等疑似症状，随即对

该生进行体温测量，显示 37.8℃。 

2.教师立即上报系部及后勤处（李昌龙），迅速启动应急

处置流程。 

3.陪护教师（孔凡骏）立即将学生（庸晶名）从第一教学

楼 4 号门送至校医务室预检分诊处，路途上二者保持一米以上

间距。 



4.上课师生全体转移至备用教室 105 继续上课，学生离开

后，后勤处派专人对 104 教室进行消毒。 
 

川南幼专教务处 

2021 年 8月 29日 



附件 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生宿舍演练方案 

 

根据《四川省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及《内江市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为有效防控开学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爆发和蔓延，确保学生宿舍安全，切实保障全

校师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结合学生宿舍实际，现制定

本演练方案。 

一、演练时间：2021年 8 月 31日 

二、演练地点：竹影楼 

三、演练人员 

（一）现场指挥：许斌 

（二）具体负责：邓高明  李昌龙 钟波 徐沈静 刘扬玉 

周孝平 诸葛佳 郑利兵 叶彬 

（三）参与演练人员：学生处相关人员，后勤处相关人员

及校医，各系党总支副书记、学办主任、全体专职辅导员，共

计 26 人。具体角色扮演及职责分配如下： 

1．寝管人员 A（李恭维）：负责在入口处依次对进入寝

室学生测量体温； 

2．寝管人员 B（秦振会）：负责在大厅登记，出现异常

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通知学生处、后勤处、学生所在班级辅

导员； 

3．志愿者 A（张燕）：协助寝管人员 A（李恭维）测量体



温、陪同体温异常学生到隔离室; 

4.志愿者 B（雷星月）：负责出口值守，保证出口只出不

进； 

5.进入公寓检测体温时，体温异常学生（徐茂源）：体温

出现异常，寝室管理人员 A（李恭维）陪同（间隔一米以上）

至医务室隔离室；其余学生扮演者（范波、马忠明、段榆群、

何鑫、高娜、梁俊、李宗敏、叶兰、李安红、袁玉、谢媛、（徐

茂源的站位）、朱明月、唐甜、李长祥、尹超、吉敏、张永媛、

候远利、张玉彬、刘俊、刘盼盼、严肃梅）：依次进入学生寝

室。 

6.进入竹影 102寝室 8人（叶兰、李安红、袁玉、谢媛、

尹超、朱明月、唐甜、李长祥），发现有体温异常学生（尹超）。

寝室长（袁玉）立即报告辅导员（范梅）及寝管人员。 

7.寝管人员 A（李恭维）陪同至医务室隔离室 

8.辅导员（范梅）：立即上报系党总支书记、学生处、后

勤处； 

9.寝室内与体温异常学生有接触的学生（叶兰、李安红、

袁玉、谢媛、朱明月、唐甜、李长祥），立即进入密切接触者

隔离室（101寝室）观察，等待； 

10.请后勤处安排工作人员对本次演练整个流程给予指

导，派防疫消毒组进行消毒，并现场观摩。 

四、演练准备 

（一）体温枪两把 

（二）体温检测信息登记表 

（三）地标（1米间隔线）三张 



（四）消毒液、口罩等防控物资 

五、演练场景 

（一）出入学生寝室 

学生按宿舍分布有序进出学生宿舍，保持 1米间隔距离沿

宿舍外马路有序排队，在宿舍大门外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无异

常方能进入宿舍，在大厅按照楼层分类进行登记、签字。学生

出寝室不用测量体温。 

（二）在测量体温时发现有学生体温异常或者咳嗽 

由寝室管理人员 A 做好防护措施，间隔两米安全距离陪同

体温异常学生（徐茂源）至医务室隔离室，其余有接触的学生

（叶兰、李安红、袁玉、谢媛、朱明月、唐甜、李长祥、尹超）

进入密切接触者隔离室（101 寝室）观察，志愿者 A（张燕）

继续进行体温检测工作,宿管人员 B（秦振会）将异常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并通知学生处、后勤处、学生辅导员，防疫消毒

组对宿舍及周围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三）在学生宿舍内出现学生体温异常或者咳嗽 

寝室室长（袁玉）立即通知辅导员（范梅），辅导员（范

梅）立即上报学生处、后勤处，由宿管人员 A（李恭维）做好

防护措施，间隔两米安全距离陪同体温异常学生（尹超）至医

务室隔离室，其余有接触的学生（叶兰、李安红、袁玉、谢媛、

朱明月、唐甜、李长祥）进入密切接触者隔离室（101寝室）

观察，防疫消毒组对宿舍及周围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川南幼专学生处 

2021 年 8月 29日 



附件 4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疫情防控食堂就餐应急演练方案 
 

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学校《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为做好食堂就餐疫情防控及应

急处置工作，特制订此方案。 

一、演练时间： 

2021 年 8月 31日，教学和宿舍演练结束后。 

二、演练地点： 

第一食堂 

三、演练人员 

1．现场指挥：罗苏 

2．具体负责：李昌龙、钟波、钟信方、刘政、王玉秀、丁斌、

曾万新，校医，一二食堂全体管理人员及大厅服务人员、消毒人

员。 

3．参加教学和宿舍演练的教职工模拟学生。 

四、用品准备 

1．体温枪两把 

2．餐盘 50个 

3．地标（1米间隔线）、就餐位标识若干 

4．消毒液、口罩等防控物资 

五、演练情景 

（一）钟信方、丁斌负责测量体温，学生排队测量体温进入

食堂过程中，钟信方发现有学生（曾万新）出现体温异常，立即

陪同（间隔 1 米以上护送）该同学到校医务预检分诊处处理，同



时报告后勤管理处负责人。 

（二）校医重新测量学生体温并问询相关情况，如体温仍然

异常，由校医立即送至临时隔离室隔离等候，并联系隆昌人民医

院 120 救护车接至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处理；同时报告后勤管理处

负责人。 

（三）后勤管理处安排人员对食堂体温测量处及临时隔离室

进行消毒处理。 

流程图：发现体温异常学生→将学生带至校医务室预检分诊

处→电话报告后勤处→ 通知做好消毒工作。 

（四）学生进入食堂大厅后，间隔 1 米依次排队到售卖窗口

取餐，售卖窗口由王玉秀负责发放餐盘，学生领取饭菜后到贴有

“就餐位”标识的座位取下口罩就餐，就餐后戴好口罩按指定路

线离开食堂。 
 

后勤管理处 

2021 年 8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