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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大校字〔2016〕1 号

关于印发《齐鲁工业大学

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齐鲁工业大学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学校研究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齐鲁工业大学

2016 年 1 月 11 日

齐鲁工业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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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维护良好的校园秩序，有效预防和果断处置各类突发事

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确保我校政治稳定和治安秩

序良好，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预

案。

一、指导思想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及时处理影响学

校正常教学、科研、工作和生活秩序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全力维

护校园的稳定，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二、基本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安全稳定责任制。处置

突发事件坚持“以人为本，以法管理”的原则，做到反应迅速、

措施到位、处置果断，确保广大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校园

稳定。

三、组织领导

成立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人员分工如下：

组 长：张士昌

副组长：匡维武 周有波

组 员：吴笑兵 张以刚 刘传波 岳恒志 王永国

尚 明

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在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对学校党委

负责。具体工作由学校办公室、宣传部、保卫处、学生处、后勤处、

基建处等部门按分工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设在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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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职责

(一)学校办公室

1.负责上传下达、统筹协调、组织会议、安排值班、汇总情

况、接待来客和车辆保障等工作;

2.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分析检查，做好防范工作；

3.了解和掌握突发事件的情况，组织和指挥学校各方面力量

处理突发事件，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4.协调校外医疗、防疫、公安、消防等机关参与对事故的调

查处理；

5.负责突发事件的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6.总结事件教训，提出整改要求。

(二)保卫处

1.掌握各种不稳定因素,努力查找安全隐患，做好安全防范

工作，减少和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2.负责疏散人群，实施抢险救灾，及时划定隔离区，坚决杜

绝事故的二次伤害；

3.保护好现场，做好先期取证工作；

4.协助公安、消防等部门，调查事故原因，妥善界定问题性

质，提出处置意见。

(三)学生处

1.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加强公寓管理，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

预防工作；

2.组织相关院系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及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3.组织相关院系写出突发事件发生的调查报告；

4.对应负责任的学生做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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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部

1.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宣传发动工作，

预防思想意识方面突发事件的发生；

2.突发事件发生后，按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指示进行对外

信息发布。

（五）校医院

1.坚持医护人员、救护车辆值班制度，做到遇有情况能随时、

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2.备足常用药品，并使医疗设备保持良好状态，确保突发事

件发生时能拿得出、用得上；

3.突发事件发生后，校医院应调足医护人员到现场，按“先

重后轻”的原则实施救护，并做好登记统计，向突发事件应急领

导小组报告；

4.做好后期跟踪治疗和预防工作。

（六）后勤处

1.做好正确使用水、电、气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防止突

发事件的发生；

2.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对受损设备进行抢修，尽快保证水、

电、气等正常供应，确保学校正常生活秩序。

（七）基建处

做好基建工程地、工程及施工人员的管理教育，及时处置与

基建工程有关的各类突发事件。

（八）各院系职责

1.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物资设施的管理，做好防范工作，预

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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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事件发生后，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处置突发事件；

3.做好有关人员的思想摸底情况，检查管理制度的落实情

况，为职能部门调查取证提供条件；

4.做好本单位学生家长的接待与安抚工作；

5.协助相关部门及个人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九）相关部门职责

1.积极配合事发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2.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车辆、各类费用、急需物资

的供应，为突发事件的处理提供便利；

3.加强信息发布。收费文件的宣传、教学信息的发布、教学

管理、机关政策的宣传和解释。

五、突发事件内容确定

1.校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

2.严重群殴事件，造成人员重伤以上级别或参与人员多，局

面难以控制。

3.学生发生失踪事件，无法与学生取得联系 10 日以上。

4.学生自杀、自残、自虐事件。

5.非法游行、聚会等事件。

6.散布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各种大小字报事件。

7.对严重破坏公物、投毒、放火等有意制造事端事件。

8.罢课、绝食事件。

9.工程建设、校舍及设施设备引起的安全事故。

10.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11.群众性上访事件。

12.集体活动等造成人员相互挤压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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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发生暴发性、大面积流行性公共卫生事件。

14.其它自然或人为的突发性事件。

以上事件的发生视为突发事件。

六、处置预案

（一）一般程序

1.及时报告。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现场人员必须在 3分钟时

间内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危害程度等情况及时向保

卫处或学生处报告。

保卫处或学生处接到报告后，2 分钟时间内立即向分管领导

报告，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领导报告，并同时通知校医院、

后勤有关业务单位领导，指示保卫处值班人员立即到达现场，控

制事态，保护现场。

2.预案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工作人员在 30 分钟内

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态势和需要，判断是否应启动应急预案，并

向领导小组组长报告，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

3.先期处置。在现场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小组人员或教师要

做好事故现场的稳定和先期处理工作，控制、阻止事态的进一步

扩大；迅速划定现场保护范围，禁止无关人员闯入现场，及时报

告最新发展情况。

4.组织处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按照预案迅速协调组织

人员赶到现场，查看现场态势，亲临指挥，并坚持“先救人，后

救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5.调查取证。在保护现场、抢救伤员的同时，应抓紧进行现

场取证，选定目击者了解事件的发生过程，为查清突发事件的真

相提供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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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责任追究。事实查清后，对事故发生的责任单位、责任人

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

7上报情况。在应急处置的同时，由宣传部及时将有关信息

向有关部门通报，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门均无对外发布信息的权

力；事后，由相关责任部门写出事故调查报告，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送。

8.善后工作。排查伤亡人员；通知家属并做好伤亡人员家属

的接待和安抚工作，协同相关部门、单位做好善后工作，确保校

区秩序正常。

(二)具体突发事件的处置

1.校内发生重大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

（1）报告

①目击者或楼寓管理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发现事故后，要立即

向保卫处 110 值班室和消防队（拨打 119）报警；②保卫处值班

员在 10 秒内通知校医院到事故现场抢救伤员；③保卫处值班员

在 30 秒内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时间、地点、火势情

况、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员立即组织校卫队员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扑灭

初期火灾，及时划定隔离区，协助疏散、抢救伤员，按照规范抢

运易燃、易爆物品；②物业管理人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参与控制火

势蔓延，引导火场内人员逃生，控制事态蔓延；③突发事件领导

小组领导组织相关人员迅速到现场，根据值班员的汇报，亲临现

场指挥，尽全力抢救伤员，减少损失，尽快使易燃、易爆物品得

到有效控制；④校医院做好伤员救治和伤员登记、统计工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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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报突发事件领导小组；⑤保卫处、学生处协助消防部门现场

取证，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⑥由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确定善后处

理小组，处理善后工作。受伤学生所在院系应做好学生的安置和

稳定工作。⑦相关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按规定进行处理，

写出事故调查和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⑧宣传部根

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2.严重群殴事件，造成人员重伤以上级别或参与人员多，局

面难以控制

（1）报告

①目击者向保卫处110值班室报警或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报

警；②保卫处值班人员通知校卫队员在 60 秒时间内赶到现场，

控制事态扩大，疏散人群，划定隔离区，保护现场；③校卫队员

到达现场后根据事件态势向保卫处报告，同时通知冲突各方辅导

员、院系领导到场，涉外的可拨打 110 请求公安机关出警；④保

卫处及时将情况报告分管领导和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长，通

知校医院等部门做好处理准备工作。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员组织校卫队员赴现场控制局面，阻止事态进

一步扩大。分清打架各方的主要责任人并强行控制起来，带离现

场；②相关院系接到通知后 5分钟内到现场疏散冲突人员、做好

疏导安抚工作，带离学生；③保卫处值班人员组织校卫队员现场

取证，没收双方打架用各种器材，询问目击者做好笔录；④突发

事件领导小组组织学生处等相关部门到现场，根据现场人员的汇

报及当前态势，做出更详尽的处置指示，做好双方工作，稳定情

绪控制事态扩大；⑤事后，保卫处、学生处组织打架各方院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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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调查取证工作，及时查清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对打架

的直接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⑥造成学生伤亡的，所在院系及时

将情况通知学生家长，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善后工作由院系领导

具体处理，并对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负责；⑦宣传部根据查清

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3.发生学生失联 10 日以上事件

（1）报告

①学生所在班班长在学生旷课1日后，应及时向辅导员报告；

②辅导员与学生多方取得联系，旷课 2天仍无果后，立即应向院

系领导报告；③院系领导根据情况需要，启动应急预案，向学生

处、保卫处和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2）处置

①由学生所在院系抽调 3-5 人组成查找学生小组，具体组织

查找学生；②所在院系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并对家长做好解释和

安抚工作。根据家长提供的信息多方查找；③突发事件应急领导

小组视情况责成有关院系向公安机关报案，保卫处协助公安机关

立案查找；④学生找到后，所在院系应写出学生失踪及处理报告，

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备案，通报公安机关；⑤短时间内找不

到人，应报公安机关备案，查找学生领导小组应与学生家人保持

不间断联系；⑥学生处组织院系深入了解学生失踪的原因，查找

各类隐患，采取防范措施；⑦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

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4.学生自杀、自残、自虐事件

（1）报告

①知情人除立即实施救治外，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其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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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辅导员获悉后，应向院系领导汇报；③院系领导将情况报告分

管校领导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2）处置

①辅导员本人或通知最近的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制止事件的

发生或事态进一步恶化，通知校医院救护伤员，拨打 120 请求救

助；②拨打 110 报警，保护好现场，协助公安机关取证；③突发

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控制事态，了解情况；

④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组织职能部门展开调查，必要时职能部门应

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案件的侦查工作；⑤学生所在院系要在 5小时

内及时将情况通知学生家长，并做好家长来校的接待和安抚工

作；⑥学生所在学院成立善后处理小组，负责协调相关各方处理

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⑦事后，学生所在院系应将调查、处理报

告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备案；⑧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

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5.非法游行、聚会等事件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将情况报保卫处 110 值班室；②保卫处值

班员在 60 秒内将情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员组织校卫队员到达现场，关闭校门，进行劝

导，了解人员组成及所在部门学院，及时通知人员所在部门领导；

②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人员所在部门领导 10 分钟内到达

现场，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劝导，令其解散；将闹事头领和骨

干召集到指定地点，进行疏导和劝阻，严防闹事人员走出校门，

走向社会；③如劝阻无效，冲出校门，保卫人员、学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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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领导要跟踪游行队伍，掌握情况，拍摄现场照片，并及

时与上级及有关部门联系，根据情节进行处置；④对外来我校进

行串联、游说、煽动闹事的人员要果断制止，立即拨打 110 请求

公安机关介入，或送交公安机关处理；⑤事后涉事人员所在部门

要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并对相关责任人

依据规定做出严肃处理；⑥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

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6.散布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各种大小字报事件

（1）报告

①知情者或目击者应将情况报保卫处 110 值班室；②保卫处

值班员在 60 秒内将情况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2）处置

①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到达事发现场，在劝

阻的同时，做好摄像、照相等取证工作；②保卫处组织校卫队员

连同有关部门人员到达现场，疏散围观群众；③发表言论者，由

保卫处将其强行带离审查，并令其停职反省，深刻检查；④触犯

法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处理；⑤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清除标语大

小字报等材料；⑥事后，人员所在部门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

事件领导小组，有关职能部门在以后工作中要做好防范措施，防

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事件的相关责任人要进行严肃处理；⑦

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7.对严重破坏公物、投毒、放火等有意制造事端事件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将情况报保卫处 110 值班室；②保卫处值

班员在 60 秒内将情况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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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置

①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到现场，采取措施制

止事态扩大；②保卫处安排人员连同有关部门保护现场，保留证

据，做好现场的勘查取证工作，查实事件的制造者；③对事件的

制造者，由其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开除学籍或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置；④事后相关部门要对

可疑地点进行查验，及时堵住漏洞，防止再次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⑤发现事件有涉外

人员的，立即拨打 110 请求公安机关介入；⑥宣传部根据查清的

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8.罢课、罢餐、绝食事件

（1）报告

①击者或知情者应将情况报保卫处 110 值班室；②保卫处值

班员在 60 秒内将情况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2）处置

①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迅速组织事件参与者管理部门到

达现场，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说明行为的违法性，要

求必须立即停止；②对策划者、组织者、带头闹事的骨干分子，

学生处组织院系做好取证工作，并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将其强行

带离现场，进行查询；③保卫处组织校卫队员疏散参与者及围观

人员；④事后，职能部门要对相关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对个别情

节恶劣的，要开除学籍或开除公职，触犯法律的要移交司法部门

依法处理。⑤事后，学生处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做好调查研究，并

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事件参与者管理部门

要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⑥宣传部根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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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9.工程建设、校舍及设施设备引起的安全事故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应及时报保卫处 110 值班室；②保卫处值

班员在 60 秒内拨打 110、120 分别向公安机关和医疗部门报警；

③保卫处值班员通知校医院到现场进行救护；④向突发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报告情况。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人员组织校卫队员到现场，划定隔离区，疏散

围观群众，协助抢救伤员，控制事态恶化；②基建处和后勤处及

时向事故发生所在单位通报情况；协助公安机关或其他部门进行

现场取证，尽可能保护好现场；③校医院积极协助医疗部门抢救

伤员，并对伤员进行登记、统计，及时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报告；④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涉事单位或涉事人员所在单

位处置突发事件，听取基建处、后勤处工作人员汇报，结合现场

态势，亲临现场指挥救护伤员，下达相关应急指示；⑤基建处、

后勤处协助公安机关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写出事故调查报告和

处理意见，报突发事件领导小组；⑥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向伤亡人

员家长通报情况；⑦突发事件领导小组指定善后处理工作人员，

与相关部门、单位及伤亡人员家人处理善后事宜；⑧宣传部根据

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访工作。

10.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向校医院报警（电话：89631120）或向校

园 110 报警；②校医院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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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置

①校医院值班员拨打 120 请求救助，组织医护人员到事发现

场抢救中毒人员；②校医院迅速了解中毒方式、食物来源，及时

对有毒食物及工作人员进行强行控制；③及时发出中毒通报，防

止二次伤害，并要求轻微中毒者抓紧自我防治，控制中毒范围；

④报食品卫生检疫部门对中毒食品进行取样查验；⑤报公安机关

对突发事件立案调查；⑥校医院根据事件调查结果及时做出安全

通报，发出警示；⑦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

理。⑧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接待采

访工作。

11.群众性上访事件

（1）报告

①击者或知情者向保卫处 110 值班室报警；②保卫处值班员

在 60 秒内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员组织人员给上访人员做工作，稳住态势；②

确定上访组织者，并与其单独交流，以拖延争取时间，等待突发

事件应急领导小组领导到现场；③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涉

事人员所在部门领导到达事发现场，根据情况与上访者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④合理地满足上访者的要求，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

不能当场解决的，要约定时间，确定问题处理方式，尽可能化解

矛盾；若情势需要，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⑤在查清事实的基

础上，给相关责任人以相应处理，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

应急领导小组；⑥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

布、接待采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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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集体活动等造成人员相互挤压伤亡事故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向保卫处 110 值班室报警；②保卫处值班

员在 60 秒内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③保卫处值班员拨

打 110 报警，通知校医院进行救护。

（2）处置

①保卫处值班员组织校卫队员、活动组织单位人员疏散人

群，控制事态恶化；②校医院协助地方医院救护伤员，并对受伤

人员的基本情况、数量进行统计，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③活动组织单位应配合职能部门现场取证，查清事故发生的原

因、过程；④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单位迅速到

达现场，根据情况做出进一步处理的指示，了解事件发生的全过

程；⑤相关单位根据需要通知受伤人员的家长，并由学生所在院

系领导做好家长的安抚工作；⑥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指定善后

处理工作人员，负责与相关部门、家长等共同做好善后工作，并

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汇报、备案；⑦事后，对相关责任单位、

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的决定，写出调查处理报告报突发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⑧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

接待采访工作。

13.发生暴发性、大面积流行性公共卫生事件

（1）报告

①目击者或知情者向校医院报警或向校园 110 报警，并到现

场处理；②根据情况向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2）处置

①校医院及时对受感染人员进行救治，确定病情，并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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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卫生部门报告；②校卫队员协助校医院工作，并在校医院

的指导下划定隔离区，控制传染源。校医院要对传染区人员进行

全面检查，对感染区进行消毒；③校医院积极配合政府卫生部门

确定传染源，并给突发事件定性；④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应

启动 24 小时报告制度，掌握传染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

视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⑤校医院根据得出的结论，积极在

全校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并通过网络传播等形式做好防病知识的

宣传；⑥事后，校医院要做出病情分析报告，并做好预防传染的

防范预案。⑦宣传部根据查清的实事，及时做好对外信息发布、

接待采访工作。

14.其它自然或人为的突发性事件参照上述处置办法执行。

七、应急保障

（一）通信保障。应急响应期间，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合

理安排人员，确保通信系统正常运转，工作人员 24 小时保持通

信畅通。

突发事件应急办公室：

保卫处 110 值班室： 89631110

校 医 院： 89631120

学 生 处： 89631037

后勤管理处： 89631636

（二）人员及车辆保障。校卫队员为制止突发事件的机动力

量。突发事件发生时，保卫处可组织校卫队员实施必要的强制措

施，制止事态扩大。学校车队在制止突发事件期间要加强值班，

确定制止突发事件专用车辆，保证专用车辆车况良好，并能做到

随叫随到，不误时、不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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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部门工作保障。后勤处保证正常的水、电、暖、气、

饮食等供应，计财处保障有关资金，其他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

责，确保正常秩序，各部门单位做好所属师生的思想工作，教育

大家保持冷静，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违法活动，积极配合学

校处理突发事件。

八、后期处理

事态平息后，要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

完善制度和预案，避免事态再度发生。同时要认真写出书面报告，

及时上报省高工委、省教育厅、公安部门，并要进一步做好各方

面的稳定工作，以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生活秩序。

齐鲁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