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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科〔2016〕310 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学生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修订）》的

通 知

各二级学院、相关各部门：

学校对《学生突发事件处置预案》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6

年 6 月 21 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016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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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学生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修订）

学校经常发生学生打架群殴、重病等突发事件，为加强部门

协同处置能力，提高处置效果，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的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一、学生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构

（一）学校成立学生突发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书记、校长

副组长：分管党群工作、学生工作、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副

书记）。

成 员：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党群工作部、学生工作与

就业处、团委、保卫处、后勤处负责人。

（二）领导小组下设机构及人员

领导小组设办公室，挂靠在学生工作与就业处，学生工作与

就业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

下设现场指挥协调组、教育安抚组、现场处置组、救护组、

通讯联络组、后勤保障组。

1. 现场指挥协调组

组长：值班校领导、分管学生工作、安全工作的副校长（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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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学生处、保卫处、涉及院系党总支书记

2. 教育安抚组

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副书记）

成员：各二级学院书记助理、党群工作部、学生处、团委相

关人员组成。

3. 现场处置组

组长：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

成员：保卫干部、保安队员、消防队员、辅导员

4. 救护组

组长：分管医院工作的副校长

成员：校医院、医务室医护人员和后勤处、保卫处相关人员

5. 通讯联络组

组长：分管党政办、党群工作的副校长

成员：党政办、党群工作、学生处相关人员

6. 后勤保障组

组长：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

成员：后勤处、资产处、学校小车队相关人员

二、职责

1. 办公室：负责收集、报告发生的学生突发事件，指导和

协助二级学院做好涉及学生思想教育和安抚工作，突发事件情况

总结、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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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场指挥协调组：指挥现场人员平息事态，救护和送治伤

病员，协调现场救护力量。

3. 教育安抚组：劝离围观人员，对涉及学生进行思想、法

制教育和心理疏导，安抚学生和家长情绪，参与协商赔偿、救护

事宜。

4. 现场处置组：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保护现场，对现场

实施警戒，抢救人员，疏散无关人员，防止事态扩大，协助救护

和送治伤病员，抢救物资器材。

5. 救护组:救护伤病员。

6. 通讯联络组:收集、整理、上报事态发展、变化和处置情

况，传达上级指示，保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7. 后勤保障组:对车辆、人员、物资等给予保障。

三、处置程序及方法

（一）重病

1. 相关二级学院（部）领导和辅导员在得知学生患重病的

情况后，应立即送医院就治（送合川医院、北碚九院或西南医院、

新桥医院等医院），并通知学生家长，说明病情、所在医院、联

系方式。

2. 学生住院期间，二级学院（部）领导、辅导员应去医院

看望，详细了解病情、治疗方案，并做好安慰学生家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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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望学生可购水果等营养品，其费用在二级学院（部）

划拨经费中支出。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及时向学生处和分管院

领导报告生病学生基本情况、治疗情况及建议。

4. 辅导员应安排同学轮流陪护住院学生，向陪护学生交待

注意事项，并经常保持与住院学生或陪护学生联系，每天至少通

一次电话。

5. 治疗结果由二级学院（部）领导及时报告学生处和分管

院领导。

（二）意外事故

学校设立意外事故处置工作急救资金 5 万元，便于对突发

意外事故学生的抢救，由当事学生所在二级学院申请，报当天值

班校领导批准后支付。

1. 火灾

（1）相关二级学院（部）和辅导员得知情况后，应立即赶

到现场，赶赴现场途中报保卫处、拨 119，组织人员救人、灭火，

保护现场，初步了解起火原因。

（2）如有受伤学生，视其受伤轻重，打 120 或送学生就医。

受伤学生需住院的，辅导员或指定学生随同去医院，做好陪护工

作，之后安排学生轮流陪护。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领导应适

时去医院慰问学生（可购买水果等营养品），了解病情和治疗方

案。视情通知其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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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导员、二级学院（部）领导应立即向学生处或分管

院领导报告火灾情况、学生伤害等情况。学校视火灾情况，决定

成立相关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施救、调查和善后处理等工作。

学生处或分管院领导负责向院长、党委书记汇报。

（4）保卫处配合公安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人员伤亡情

况和经济损失，辅导员应积极协助和配合调查。

（5）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及时召开师生会议，通报火灾

情况，做好稳定工作，维护好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6）学校应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火灾及学生受伤情况。

（7）学校视火灾责任大小和损失情况，对相关辅导员、二

级学院（部）分管领导、园区工作人员作出相应处理。相关二级

学院（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学生处报送负有火灾责任学生的

处理意见。

（8）三个工作日内，保卫处对火灾原因、经济损失、处理

情况和善后措施等书面向上级消防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

（9）党政办书面向市教委等部门报告情况。

2. 校内交通事故

（1）二级学院（部）和辅导员得知情况后，应立即赶到现

场。报保卫处和派出所。视学生受伤情况，拨打 120 或送附近医

院就医（如华川医院、北碚医院、合川医院甚至西南医院、新桥

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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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护好现场，记住肇事车辆车牌号、驾驶员姓名等，

控制肇事者，了解目击人基本情况，及时报学生处和分管校领导。

保卫处、学生处向分管校领导报告，分管领导向院长、党委书记

报告。

（3）保卫处做好现场拍照取证工作，视情报派出所或交警

队，找当事人和目击者了解情况，协助派出所了解事故原因。

（4）由辅导员或指派学生陪送受伤学生去医院，进行必要

检查和治疗。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到医院看望受伤学

生（可购买水果等营养品），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

（5）辅导员及时向二级学院（部）领导报告学生受伤情况，

请示是否通知受伤学生家长。

（6）辅导员应经常保持与住院学生联系，并向二级学院（部）

领导、学生处、分管院领导通报病情。

（7）二级学院（部）应及时召开师生会议通报情况，做好

安全稳定工作。

（8）学校视学生受伤情况，决定是否由党政办书面向市教

委报告。

3. 意外死亡

（1）辅导员、二级学院（部）领导得到学生意外死亡情况

后，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取紧急措施，尽一切可能抢救（通

知 120、校医务室、华川医院或合川、北碚医院等）。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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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学生家长、报告保卫处、学生处和分管院领导，分管院长报院

长、党委书记。

（2）学生在校外死亡不能立即赶到现场的，二级学院和学

生处应立即与其家长取得联系，保卫处找相关单位和目击者了解

死亡的原因，并报派出所。

（3）学生经抢救无效死亡，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立即送殡仪

馆，并通报保卫处、学生处、分管院领导。学生处领导和分管校

领导得到消息应立即赶到医院，并向院长、党委书记报告。

（4）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领导积极做好家长、亲属的

接待、安抚和善后处理工作。

（5）成立由二级学院（部）领导、保卫处、学生处负责人

等组成的死亡学生善后处理工作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牵头，分头开展工作，并将工作进展情况随时通报分管院领导。

（6）学生处安排心理辅导教师，配合二级学院（部）做好

学生家长、亲属的安抚工作；由党政办负责安排学生家长、亲属

的食宿和车辆的接送等工作；保卫处负责协助学生家长办理死亡

火化、户口注销等相关事项。

（7）学校通报情况给二级学院，二级学院（部）及时召开

师生会议，通报意外死亡学生情况，做好稳定工作。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中心老师及时深入到因事故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学生

中，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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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政办及时向市教委安稳办、合川区委、区政府通报

情况。保卫处应及时向市、区公安局报告。

（9） 善后处理工作小组事前应统一认识，并按学校领导的

意见，制定出方案。与家长和亲属协商时，一人主讲。工作小组

成员应熟悉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并向学生家长宣传。对学生

家长提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并向分管院长通报。学院法律顾问应参与协商工作，学院要争取

公安部门等单位协助处理。

（10）善后处理工作小组和接待学生家长、亲属的教师干部，

在处理善后工作中，要克制、冷静，应有理、有节，不激化矛盾，

也不能一味迁就，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处理经济问题。

工作组要掌握学生保险理赔原则和数额。

与学生家长签订善后处理协议书，格式要规范，文字要准确，

协议书应经法律顾问审定。

（11）学生火化按国家规定办理，从简，经济。不举行追悼

会。善后工作处理完毕后，学校可派车送学生家长、亲属到火车

站、机场、码头。车辆安排由党政办负责。

（12）学生在外地死亡，辅导员、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及

时通过电话等方式对学生家长进行安慰，并说明不能参加学生丧

葬活动原因，可以二级学院（部）名义向死亡学生送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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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重庆或距重庆较近的贵州、四川等地死亡的学生，

二级学院（部）可派辅导员和学生代表 1-2 人前去参加遗体告别

仪式。

（14）善后工作处理结束后，二级学院（部）应书面向学院

报告学生死亡原因、处理过程及结果。

（15）死亡学生善后处理结果由党政办书面报告市教委等有

关部门。

（三）打架、群殴事件

1. 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领导接到学生打架或群殴的信

息后，应立即赶到现场，控制局面，制止打架，防止事态扩大，

并及时掌握现场目击人详细情况。

2. 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领导立即报告保卫处、学生处。

保卫处、学生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到现场制止打架事情，带离

当事人和目击人，劝离围观和无关人员。

3. 保卫处工作人员应立即将斗殴双方带到保卫处，分别进

行询问笔录，并向目击人调查。

4. 如有学生受伤，应及时将受伤学生送医院，对重伤者送

资质较高医院，采取一切措施抢救。

5. 二级学院（部）领导视学生受伤情况，决定是否通知其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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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卫处、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及时将打架的基本情况

向分管院领导报告，保卫处视学生受伤情况决定是否向公安部门

报告。

7. 打架学生属同一个二级学院（部）或涉及多个二级学院

（部）的，有关二级学院（部）要召开学生会议，通报情况，做

好稳定工作。

8. 相关二级学院（部）应在 5-7 个工作日内向学生处报送

打架、群殴学生的处理意见。

（四）群体事件

1. 辅导员或二级学院（部）领导接到有关学生群体事件（到

学院群体上访或罢课等）消息后，应立即组织本单位领导和辅导

员赶到现场。并立即向学生处、保卫处和分管领导报告。分管领

导向主要领导汇报，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由党政办通知相关部

门做好到场处置。

2. 保卫处、学生处、教务处、党政办、团委等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到事发现场，了解学生反映问题并

从政策上给予解释，做好疏导、规劝学生工作。如学生群体仍滞

留，可由学生派代表（4-5 人）进行座谈，倾听学生诉求、共商

解决问题办法。

3. 按照 “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学生

反映问题属于哪个职能部门主管的，该职能部门的领导应到现场

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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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政办及时向市教委等相关部门书面报告。

5. 如发生打、砸、抢、烧等治安违法事件时，保卫处要及

时制止并报派出所，带离组织者、闹事者。

6. 事件处理完毕，相关二级学院（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

向学院写出书面报告，总结教训，并对引发事件的责任人及违法

乱纪、扰乱教学、工作秩序的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五）校外租房学生事故

1. 辅导员或二级学院（部）领导得知学生在校外租房住宿

发生事故后，应问清具体位置、事故情况，并及时赶到现场。

2. 辅导员或二级学院（部）领导应及时通知保卫处、学生

处和分管院长。

3. 保卫处、学生处和分管院长应及时赶到现场处置。保卫

处应将事故向派出所报告，并及时调查取证。

4. 二级学院（部）领导视学生受害情况决定是否向其家长

通报。

5、二级学院（部）要及时召开学生会议，通报情况，做好

安全稳定工作。

6. 事情处理结束，二级学院（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学

生处和分管院长写出书面报告并提出对学生的处分意见。

（六）陷入非法传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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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非法传销多数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校毕业生外出找工

作，辅导员不得随意准假，必须报请所在二级学院（部）领导批

准，否则不得离校。

1. 辅导员或二级学院（部）领导得到学生陷入非法传销组

织的信息后，应立即向保卫处报案。辅导员应掌握学生离校的时

间、联系方式、现在何处，并及时通报学生家长。二级学院（部）

要向学生处和分管院长报告。

2. 保卫处接到报案后，应立即向草街镇派出所、合川公安

局通报。

3. 由保卫处牵头，相关二级学院（部）分管学生工作领导、

学生处领导组成工作小组，制定方案，协调处理，解救陷入非法

传销的学生，并随时向分管院领导汇报情况。

4. 保卫处如掌握陷入非法传销组织学生所在大概方位，保

卫处应向合川公安局报告，并请求协查、解救。

5. 如确实需要学院派人协助公安机关解救陷入非法传销组

织的学生，保卫处应向学校报告。

6. 辅导员要保持与受骗学生及其家长的联系，并做好双方

通话内容记录。

7. 二级学院（部）要及时召开学生会议，通报情况，做好

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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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陷入非法传销学生返校后，二级学院（部）应在 5 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学生处和分管院长报告，并提出对学生的处

分意见。

附：学生生病情况处理意见

1．各二级学院（部）辅导员应告知学生寝室室长或安全员、

信息员：学生生病一天以上（含一天），一天未用餐，夜间不归

（除请假外）必须告诉辅导员。

2．辅导员得知学生生病情况后，应于当天去寝室看望，督

促其到医院治疗，并安排同寝室同学对其照顾。

3．辅导员和二级学院（部）对产生心理危机学生、连续旷

课两天以上的学生、以及患有心脏病、肺病、传染病、癫痫病、

精神病、夜游症等的学生要重点关注、经常关心，并与家长保持

联系。对确实不能坚持学习的学生，要做好劝其休学治病工作，

或按国家有关规定劝其退学。对不愿休学、退学的，可能威胁自

身生命或威胁他人安全的学生，其家长必须写出承诺书，承诺自

己的子女发生事故与学校无关，造成他人伤害的，负全部法律责

任。辅导员应将家长承诺书复印多份，长期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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