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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南 京 开 放 大 学

宁城职院〔2021〕17号

关于印发《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
公共卫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

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加强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保障师生的身心健康，预防我校各类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以及规

范我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流程,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我校公

共卫生管理办法。

附件：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办法（试行）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南 京 开 放 大 学

202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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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南京开放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加

强高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国家

卫计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省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领导、各有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工作，

建立完善各项卫生管理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公共卫生工作落实到

位。

第三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动员

和引导全校师生积极参与，为学校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第四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师生健康状

况，加强校内传染病防控、常见病的预防、监测与治疗；大力开

展健康教育，培养师生良好的卫生习惯与生活方式；加强对学校

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与指导；积极应对校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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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园环境及公共场所卫生和影响校园社区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

等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章 公共卫生工作体系

第五条 学校成立以校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党委副书记及

副校长为副组长、各部门（单位）党政负责人为成员的公共卫生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公共卫生工作办公室，由分管后勤与安保工

作的副校长兼任为办公室主任，党政办主任、后勤与安保处处长、

学生处处长为副主任。公共卫生工作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由后勤

与安保处负责。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及直属党支部书记为此项

工作牵头负责人。

第六条 在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学院、各

部门党政负责人为本单位公共卫生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明确各

总支（支部）书记为本总支（支部）信息联络员，其职责是及时

做好本党总支（支部）每日信息汇总和疫情上报工作。

第七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职责

（一）认真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全面负责学校食品卫生安全、

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健康教育、校园环境

及公共场所卫生等工作的指导、督查和考核。

（二）建立公共卫生工作体系，将公共卫生工作列入学校年

度工作计划，制定公共卫生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对开展学校公共

卫生工作提供人员、经费和设施设备保障。

（三）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学院、各部门负

责人为本单位公共卫生工作第一责任人。将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列

为各单位年度工作考核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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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

负责指挥、组织和协调工作。

第八条 后勤与安保处职责

（一）全面负责学校公共卫生日常管理工作。

（二）组织起草学校各项公共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三）监督检查各部门加强公共卫生管理规章制度的落实情

况，及时制止、纠正违反学校卫生制度行为，预防和消除卫生安

全隐患。

（四）组织起草学校公共卫生工作计划和总结。

（五）加强学校公共卫生安全知识宣传与培训。开展校内餐

饮从业人员、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宿舍卫生监督员等相关工作

人员法律、法规和卫生防病知识、技能培训。

（六）加强学校公共卫生设施设备的配备、检查和维护保养。

（七）加强学校公共场所绿化保洁检查与考核，净化美化校

园环境。

（八）经常性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灭除“四害”，减少疾病

传播媒介。

（九）利用校园网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提高师生员工自我保健能力。

（十）在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立即启动学校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相关措施，积极组织指挥医疗救护或预防工

作，协助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做好相关调查与处理。

(十一)指导督促校医务室落实以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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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健康教育力度。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开展艾滋病、

控烟禁毒、食品卫生安全和意外伤害防范等专项宣传教育活动，

努力提高师生知晓率。

2、加强部门传染病法律法规知识学习。认真落实传染病报告

制度，落实首诊医生负责制。认真做好门诊日志，发现传染疫情

及时实行网络直报，并提出医学处理意见。

3、组织协调好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开展健康教育咨询工作，

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做好季节性传染病或发生传染病疫情时防控措施的宣传，

在上级卫生疾病控制中心指导下，引导师生主动参加预防接种。

5、加强专业技术人员急救技能培训工作，做好突发事件的应

急准备和应急物资储备。

6、经常性地对校内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监督与指导。

7、一旦发生校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力以赴做好医疗救治、

预防消毒等应急处理工作，防止传染病校内蔓延。

第九条 党政办公室职责

（一）负责配合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各单位各

部门工作。

（二）负责做好学校对外联络工作。负责有关信息的收集、

报告和对外发布，特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把握舆论导向和

对外信息发布。

第十条 宣传部职责

（一）根据公共卫生有关法律法规，定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特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做好舆情的监控与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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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后勤与安保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预防艾滋病、

控烟禁毒、食品卫生安全、意外伤害防范等专项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职责

（一）负责配合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各总支（支

部）工作。

（二）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相关规定，根据校区在校

生人数配备相应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二条 教务处职责

负责将大学生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并按规定要求开设健

康教育选修课。

第十三条 学生处职责

（一）负责学生宿舍区内的公共卫生工作。

（二）组织制定和完善学生公寓公共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明

确班级公共卫生报告人和各学生宿舍楼栋卫生监督员。

（三）加强公共卫生管理规章制度的落实，发现学生宿舍区

内安全隐患或公共卫生异常时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四）对全体住宿生开展公共卫生教育，制定学生公共卫生

管理办法，对违反公共卫生纪律的责任者进行处理；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情况下，协助卫生防疫部门的调查。

（五）合理安排新生入校体检和军训时间，最大限度降低突

发事故。

（六）经常性开展文明卫生寝室评比，倡导学生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建立健全学生宿舍公共卫生资料档案。

（七）负责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减少心理病患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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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定期开展学生救护员培训工作，以提高学生自救互救。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指挥救护或预

防工作。

第十四条 群团工作部职责

（一）配合后勤与安保处校医务室策划、组织卫生知识讲座，

开展预防艾滋病、控烟禁毒、食品卫生安全、意外伤害防范等专

项宣传教育活动。

（二）加强学校学生健康社团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宣传、组织

和实施工作。

（三）组织协调好教师健康体检工作，开展针对教职员工的

传染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建立教师健康档案。

第十五条 各学院职责

（一）负责建立各院、班级两级公共卫生工作网络。明确职

责，落实责任。

（二）负责设立各院、班级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各院学生

宿舍设立公共卫生监督员。

（三）宿舍公共卫生监督员、公共卫生责任报告人发现学生

有疑似食物中毒或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咳嗽、皮疹、腹泻、

呕吐、咯血等）时，应督促其就诊，若出现 3 名以上相同症状者，

应及时报告学院公共卫生责任人，同时通知校医务室进行排查，

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第十六条 各职能部门职责

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执行学校公共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加强

对隶属单位、服务场所的公共卫生管理，并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关

于公共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治、疾病控制等方面规章制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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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师生员工日常卫生管理、健康状况监测、疾病信息报告等工

作。

第三章 公共卫生督导工作

第十七条 后勤与安保处是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职能部

门，全面负责学校公共卫生工作的监督与检查，对各职能部门及

时发现薄弱环节，提出整改要求。

第十八条 后勤与安保处每学期负责对教学区域、行政区域、

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督导检查、评比不少于一次。

第十九条 学生处负责学生公寓公共卫生的日常管理与检查。

第二十条 后勤与安保处负责学校传染病日常监控与技术指

导。

第二十一条 后勤与安保处负责各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的日常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各职能部门应及时将督查结果向学校公共卫生

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根据情况在校园网公布。

第二十三条 学校公共卫生工作办公室负责配合省、市、区疾

病控制机构和食品药品监督机构对我校进行的卫生监督与检查。

第四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信息发布

第二十四条 各院、各部门发现师生有疑似食物中毒或传染病

早期症状（如发热、咳嗽、皮疹、腹泻、呕吐、咯血等）时，应

督促其就诊，若出现 3 名以上相同症状者，应及时通知校医务室

进行排查，校医务室将排查情况如实报告学校公共卫生工作办公

室。

第二十五条 发生食物中毒或传染病暴发流行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各相关部门应立即向学校公共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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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在 2 小时内向属地疾

病控制中心及卫生、食品药品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六条 学校新闻发言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卫生行政部

门有关规定，向公众或媒体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

第五章 公共卫生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对未按照本办法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工作体系和

制定公共卫生管理相关工作制度，不履行工作职责或不落实工作

措施的学院或部门，应进行通报，并责令其纠正或限期整改。

第二十八条 对因疏于管理或玩忽职守，导致食物中毒发生、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等事件后，隐瞒、

缓报或谎报的，依纪依规追究有关部门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涉及外包服务单位的,由相关牵头负责部门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本办法解释

权在后勤与安保处。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年5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