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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部门： 

现将《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预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月 18日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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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影响学院安全稳定的

重大突发性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学院正

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维护学院稳定，特制订《学院突

发事件应急工作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为本、预防为主，以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为重点，

落实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责任制，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全面加强学院应急工作管理和处置

能力。 

第二章  实施范围 

本《预案》中的突发性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安全事

故，影响学院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主要包括

以下情况： 

（一）因社会竞争激烈、学习、就业、生活压力大、学生

心理承受力不足等因素，引发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等突发事

件； 

（二）消防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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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四）传染病疫情； 

（五）自然灾害； 

（六）其它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 

第三章  实施原则 

（一）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原则。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后，

学院处理突发事件工作领导组统一指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部负责协调处理，并向学院突发事件领导组及时汇报工作情

况，经领导组同意后，及时向省教育厅、市委宣传部、市公安

局等部门报告。 

（二）系统联动，群防群控原则。重大突发性事件一旦发

生，学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

要立即深入现场开展工作，各二级院、部、处、室负责人和学

生工作人员要深入到学生班级和宿舍或职工之中开展工作，切

实维护稳定，形成全院系统联动，群防群控的工作格局。 

（三）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原则。健全机构，完善处置突

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重大事件发生后，要确保发现、报告、

指挥、处置等各环节紧密衔接，快速反应，把握时机，正确应

对，采取相应对策，果断处置，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校园。 

（四）教育疏导，化解矛盾原则。要想方设法从源头上消

除各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事件一旦发生，要遵循“动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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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晓之以理，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分不可结”的原

则，切实加强正面教育宣传，耐心说服引导，稳定师生员工的

情绪，积极稳妥地及时化解矛盾，有效防止事态扩大，稳定学

院秩序。 

第四章  组织机构 

（一）成立处理突发事件工作领导组 

组  长：靳国庆   陈宝财 

副组长：逄锦凤   张建云   石洪发   于  钧   刘占文 

成  员：学院办公室主任，安全保卫处处长，学生工作处

处长，总务处处长，资产管理处处长，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

部长，教务处处长，各二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主要职责：全面负责学院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研究确定

应对突发事件的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根据事故情况类别启动

相应应急预案。 

（二）领导组下设 6 个工作组 

1.综合协调组 

组  长：学院办公室主任 

成  员：由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进行综合协调，做好信息

报送、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安排工作，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 

2.现场处置组 

组  长：安全保卫处处长、总务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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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由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总务处工作人员、学生

工作处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事态平息及处置现场突发情况，保护学院

财产及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协助公安、消防、卫生防疫等部门

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3.秩序疏导组 

组  长：学生工作处处长   

成  员：由各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学生工作处工

作人员，团委工作人员，辅导员，公寓管理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疏散被困人员及参与事件

人群，清点学生人数，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化解各

种矛盾，防止事态扩大，保证学生安全，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指

挥部。 

4.后勤保障组 

组  长：总务处处长 

成  员：由总务处、资产管理处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供水、供电、物资供应、调配车辆、救护

等工作。 

5.宣传教育组 

组  长：党委宣传部部长 

成  员：由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收集师生的动态，了解各工作组的工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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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汇总、分析有关信息，及时掌握控制网络舆情；负责组织

校园网监控，及时编发校园网信息，发现不良信息及时加以处

置；负责对外新闻发布等宣传工作。 

6.教育教学组 

组  长：教务处处长 

成  员：由教务处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教师人数的清点及上报，对教师或组织教

师对学生进行正面宣传和引导，必要时对课程进行调整或作停

课处理。 

第五章  处置预案 

（一）发生各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处置预案 

1.成立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处置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安全保卫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   

成  员：相关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团委书记，党

委宣传部部长，相关部门负责人。 

如校园发生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知情人员要立即向安全

保卫处处长报告，安全保卫处处长接报后，立即向分管安全保

卫工作院领导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指挥部成员迅速赶赴事

发现场，进入工作状态。各工作组各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

及时应对处理治安及刑事案件。 

2.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处处长牵头）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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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迅速控制现场局势，防止事态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及

财产的损失，组织驱散围观人员。 

（2）发生殴斗事件，应迅速缴获双方器械，控制双方主要

成员，控制局面，平息事态，如当事人报警，要配合公安机关

做好现场处置工作。 

（3）发生社会人员来校闹事，在控制事态局面的同时，须

立即拨打公安“110”或向辖区派出所报警，配合公安机关做好

现场处置工作。 

（4）发生被盗案件，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立

即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向知情人了解被盗物品的名称和数

量，做好登记。根据被盗物品的数量和价值，经请示后由当事

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积极协助公安人员勘

察现场，为侦破案件提供条件。 

3.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协助现场处置组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2）如有人员受伤，应立即安排将受伤人员送往就近医院

进行救治。 

（3）如是意外事故，应尽快组织人员救援，将受伤者送往

就近医院抢救。 

（4）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

化解各种矛盾，防止事态扩大，保证学生安全，并将有关情况

上报指挥部。 



 

 - 8 - 

4.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二）发生消防火灾事故的处置预案 

1.成立消防火灾事故处置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安全保卫处处长   

成  员：学生工作处处长，相关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

记，总务处处长，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

相关部门负责人。   

如校园发生消防火灾事故，立即启动本预案。各工作组各

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应对处理火灾事故。 

2.报警 

（1）发现火情，如果火势不大，现场人员立即采取措施扑

救，同时报告安全保卫处处长，无须向“119”报警。如果发生

重大火情，当事人必须立即拨打电话“119”报警，讲清起火地

点、部位、火势、燃烧物及报警人姓名，同时报告安全保卫处

处长。 

（2）安全保卫处处长接到报警电话后应立即向分管安全保

卫工作院领导报告，同时联系现场处置组人员并赶赴现场。 

（3）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接到电话后赶赴现场并立即

通知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各相关工作组，立即调动有关人员赶

赴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指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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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现场人员实施扑救，各相关工作组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

下开展工作。 

（4）拨打电话“119”报警后安全保卫处要派人员或车辆

到消防人员必经之路等候、引导。 

3.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处处长牵头）工作职责 

（1）打通疏散通道，清除易燃易爆物品，利用灭火器、墙

壁消防栓扑灭火源。 

（2）消防人员到场后，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立即将现场情

况向消防人员报告，并协助消防人员灭火。 

（3）如公寓发生火情，公寓管理人员要立即打开门禁控制

系统，及时切断电源控制系统。 

4.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发生火灾，学生工作处处长必须及时通知相关二级院

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学生工作处工作人员，辅导员，公寓管

理员赶赴现场。 

（2）控制好现场秩序，驱散无关人员，尽全力组织指挥学

生撤离火灾区域，全力保障学生人身生命安全，做好受困人员

的思想情绪稳定工作。 

（3）以部门、二级院、班、寝室为单位清点人数，将有关

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 

5.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 

（1）做好受伤人员的简单包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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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有危、重伤员，除做好必要的处理和抢救外，及时

报告指挥部，并与“120”急救中心联系，配合他们做好抢救工

作。 

（3）及时组织人员、车辆将抢救出的物品搬离危险区域，

并保护好物品的安全，以防丢失或损坏。 

6.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7.教育教学组工作职责 

教育教学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8.注意事项 

（1）坚持“先救人，后救物”的原则。 

（2）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在受困人员疏散的同时，

积极组织重要物资、贵重物品、档案资料的抢救。 

（3）如果火势严重，无法确保搜救物资人员安全，或者被

困人员的疏散力量不够，必须放弃物资的抢救，全力以赴疏散

受困人员。 

（4）火灾发生在教学楼及学生公寓时，立即切断电源，秩

序疏导组组织学生从疏散楼梯疏散，在各楼梯口引导学生疏散，

所有人员要沿着通道右侧通行。 

（5）火灾发生在食堂时，要立即隔离火源，重点是操作间；

及时清除易燃易爆物品，尤其是液化气罐、高压加工设备，防

止爆炸，引起其它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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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火灾发生在图书馆时，要立即切断电源，及时隔断火

源，保护好重要档案资料、贵重图书。 

（7）火灾发生在办公楼时，要重点保护好学院办公室、人

事劳资处、计划财务处、校史馆、档案室等部门的重要档案资

料、账簿。 

（8）火灾发生在实验室时，要及时切断电源，清除酒精、

氧气瓶、易燃易爆及剧毒药品等。 

（三）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的处置预案 

1.成立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处置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后勤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总务处处长     

成  员：学生工作处处长，相关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

记，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 

如校园发生集体中毒或可疑食物中毒事件时，知情人员要

立即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总务处处长接报后，立即向分管后勤

工作院领导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指挥部成员迅速赶赴事发

现场，进入工作状态。各工作组各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及

时应对处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2.现场处置组（总务处处长牵头）工作职责 

（1）责令立即停止食品加工、供应活动。 

（2）由校医负责立即向上级卫生部门报告，报告时间距离

发病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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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保护好现场，封存一切剩余可疑食物及原料、工

具、设备，保护好中毒现场和食品留样，防止人为破坏现场，

协助卫生部门进行事件调查、处理。 

（4）负责协助校医护理患病学生，中毒师生病情较重、人

数较多时，应立即就近送医院抢救或向“120”求援。 

3.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协助现场处置组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2）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

化解各种矛盾，防止事态扩大，维护校园稳定，并将有关情况

上报指挥部。 

4.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 

（1）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深入各班级，向患者了解食物中

毒的经过，可疑食品、中毒人数。 

（2）保障抢救机动车、药品、消毒用品到位，保障抢救过

程中必须品的供应。 

（3）协助卫生部门作带菌检查和取证工作，按照卫生部门

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5.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6.教育教学组工作职责 

教育教学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四）发生传染病疫情的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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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传染病疫情处置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后勤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总务处处长 

成  员：学生工作处处长，各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

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 

如校园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知情人员要立即向总务处处长

报告，总务处处长接报后，立即向分管后勤工作院领导报告，

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级别，启动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做

出相应反应。指挥部成员迅速赶赴事发现场，了解掌握情况，

向卫生部门报告，并在卫生部门指导下开展工作，各工作组各

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应对处理传染病疫情。 

2.现场处置组（总务处处长牵头）工作职责 

（1）一般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三级应急响应，

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立即启动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加强疫情的通报； 

二是加强对接触人群的跟踪管理，做好教室、图书馆、食

堂、办公室等公共场所的通风换气工作； 

三是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严格执行出入校门的管理制度。 

（2）重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二级应急响应，

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开展针对性地健康教育，印发宣传资料，在校园张贴

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提高师生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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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和进入公共场所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二是对全体师生每日定时测量体温，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

报； 

三是对重大传染病的密切接触者，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隔离、

医学观察和消毒等工作； 

四是加大进出校门的管理力度，控制校外人员进入校园； 

五是及时通报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3）特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一级应急响应，

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实行封闭式校园管理，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二是全面掌握和控制人员的流动情况，教职工外出必须向

所在部门请假。外出学生和去疫区的人员返校后，必须进行医

学观察。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及时查明缺勤原因。 

三是避免人群的聚集和流动，暂停一切大型的集体活动，

不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参观等。 

四是对教室、实验室、食堂、图书室、办公室、厕所等人

员集中场所每天进行消毒，通风换气。 

五是学院每天公布校园疫情的防控工作情况。 

3.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协助现场处置组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2）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

化解各种矛盾，防止事态扩大，维护校园稳定，并将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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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指挥部。 

4.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5.教育教学组工作职责 

（1）根据传染病的种类和病人的活动范围，相应调整教学

方式，必要时可对该班级和相关班级实行停课，或实行校区直

至全院停课。 

（2）停课期间，要指导学生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学习，如学

院停课，学院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 

（3）重大疫情发生期间，要对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消除

不必要的恐惧心理和紧张心理，维护校园稳定。 

（五）发生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 

1.成立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处置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安全保卫处处长 

成  员：学生工作处处长，各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

总务处处长，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部长，教务处处长。 

如校园发生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时，安全保卫处处长立即

向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报告，并在地方政府的统一指挥下，

启动应急预案。指挥部成员迅速赶赴事发现场，进入工作状态。

各工作组各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应对处理自然灾害类

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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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处处长牵头）工作职责 

（1）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必要时组织避灾疏散。 

（2）将学院受灾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报

告。 

（3）做好人员抢救与工程抢险。 

（4）协助、配合公安、武警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3.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协助现场处置组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2）做好灾民安置工作，协助民政部门调配救济物品，做

好师生转移和安置工作。 

（3）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

化解各种矛盾，保证学生安全，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指挥部。 

4.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 

（1）按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统一要求，做好医疗救

护与卫生防疫。协助组织力量抢救伤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

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2）做好学院基础设施抢险与应急恢复。协助交通部门恢

复被毁坏的道路和有关设施；协助电信部门尽快恢复被破坏的

通信设施，保障通信畅通；协助电力部门、供水部门恢复被破

坏的电力设施和供水系统功能等，保证学院水电供应。 

（3）保障粮食食品物资供应。协助有关部门调运食品与物

资，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 17 - 

5.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6.教育教学组工作职责 

教育教学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六）其它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 

1.成立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应急指挥部 

总指挥：分管安全保卫工作院领导 

副总指挥：安全保卫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   

成  员：各二级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团委书记，党委

宣传部部长。 

如校园发生重大突发性群体事件时，知情人员要立即向安

全保卫处处长报告，安全保卫处处长接报后，立即向分管安全

保卫工作院领导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指挥部成员迅速赶赴

事发现场，进入工作状态。各工作组各司其职，采取相应措施，

及时应对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 

2.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牵头）

工作职责 

（1）如果发现学院有群体性事件的苗头，相关部门要加强

对事件的严密监控，做好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报告工作。 

（2）要坚持 24 小时值班，处于戒备状态，保证联络畅通；

快速反应，妥善处理，力争将事件平息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3）控制局势，防止事态扩大；迅速调集力量，封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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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区域，必要时采取区域管制等手段。 

（4）对借机挑起事端，煽动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

协助公安机关及时处理。 

（5）加强对学院重点要害部门、贵重设施设备及剧毒、放

射性、爆炸性等危险物品的安全守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3.秩序疏导组工作职责 

（1）协助现场处置组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2）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疏散参与事件人群，清点学生人

数，做好学生的思想稳定工作，疏导化解各种矛盾，防止事态

扩大，保证学生安全，维护校园稳定，并将有关情况上报指挥

部。 

4.宣传教育组工作职责 

宣传教育组按照其主要职责开展工作。 

第六章  实施要求 

（一）各单位、部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真落实上级

关于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稳定压倒一切”

的方针，把学院安全稳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常抓不懈，抓紧

抓好。 

（二）各单位、部门要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安全稳定措施，

安排和准备好处置突发性事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教育所属

人员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确保应急工作的顺利开

展，确保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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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单位、部门要成立以党政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为

组长的处理突发事件工作小组。学生工作人员要经常深入学生

公寓、教室、食堂，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如发现有游行、集

体签名等苗头，一要报告，二要全力以赴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尽量控制在校内。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作用，做好学生

的思想稳定工作。 

（四）安全保卫处加强校内昼夜巡逻和警卫力量，加强校

门的安全检查，对校外人员要严格控制。加强对校内重点人员

的监控，严防串联和捣乱，发现苗头、信息及时处理。 

（五）加强值班值宿制度，政治敏感时期和重大节日要保

证 24 小时值班制。各部门要设值班人员，领导亲自带班；有情

况立即妥善处理，防止酿成新的事端。 

（六）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特别要加强对敏感信息的搜集

和预测，有情况要及时报送，不得迟报、漏报或隐瞒不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