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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到火警报告，立即通知各相关部门，并赶赴

现场；

校园安保中心值班电话：38128021

维修服务中心值班电话：58137842、58137939

物业服务中心值班电话：38128060

医务室值班电话：68191331

校长办公室、集团办公室值班电话：58137788

2、 组成现场指挥组，现场最高领导任组长；

3、 指挥现场各抢险人员；

4、 根据现场火势决定是否报火警（电话 119）；

5、 积极配合消防部门救灾；

6、 事后进行处置评估，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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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安突发事件

1、 接到重大、特大治安事件报告后，及时赶赴现

场；

2、 组成现场指挥组，现场最高领导任组长；

3、 指挥现场各部门人员；

4、 通知涉事人员辅导员、学院值班领导或领导

（具体电话详见通讯录）；

5、 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报警（电话 119），报警

后积极配合警察进行处置；

6、 事后进行处置评估，报相关部门。

三、 停水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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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水电维修中心制定的供水方案，发布停水

公告；

2、 通知集团办（电话:58137788、60100）、餐饮

及商业管理中心（电话：38128060）、宿管中

心（电话：38128060）、保安中心（电话：

38128021、60122）等相关部门。

四、 水管爆裂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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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水电维修中心制定的维修、供水方案，发

布公告；

2、 通知集团办（电话:58137788、60100）、餐饮

及商业管理中心（电话：38128060）、宿管中

心（电话：38128060）、保安中心（电话：

38128021、60122）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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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天然气泄漏处置流程

1、 根据事态严重程度，安排安保中心维持现场秩

序；

2、 督促水电维修中心尽快完成维修；

3、 完成维修后及时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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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集体食物中毒处置流程

1、 安排餐饮中心查明食物中毒源；

2、 根据餐饮中心汇报情况，按所负责任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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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防汛、暴雨、台风预防处置流程

1、 接到市气象局潮汛、暴雨、台风等灾害天气蓝

色以上预警，或上级防台、防汛指示。收到橙

色以上灾害天气预警，落实双岗值班；

2、 发布应急通知。通知集团办（电话:58137788、

60100）、餐饮及商业管理中心（电话：

38128060）、宿管中心（电话：38128060）、保

安中心（电话：38128021、60122）等相关部

门。学校值班短号详见通讯录；

3、 必要时组成防汛防台指挥小组。安排落实双岗

值班人员；

4、 提醒各部门员工注意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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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应急通讯录

部门/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

后保科、教育服务公司办公室 值班电话 58130024(24 小时)

教育服务公司总经理

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周宇华 13816798154

副总经理 袁伯康 13472471778

总经理助理 傅佳喆 13901697140

校园安保中心 值班电话 38128021

校园安保中心主任 计百齐 13032175802

维修服务中心 值班电话 58137842、58137939

维修服务中心主任 乔国桢 13501695795

维修服务中心副主任 丁水龙 13917842280

物业服务中心 值班电话 38128060

物业服务中心主任 闾丘凤仙 13501791518

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清明 13611614845

物业服务中心主任助理 周建群 13621612620

医务室 值班电话 68191331

医务室 张翠芳 13764540233

校长办公室、集团办公室 值班电话 58137788

宿舍A区（男生南一、南二、南三、南四、南五、

南六、南七、南八、南九号公寓楼）值班电话

58137810

宿舍B区（女生南十、南十一、南十二号公寓楼）

值班电话

58137815

宿舍C区（女生北一、北二、北三、北四号公寓楼）

值班电话

58137817

留学生宿舍值班电话 5813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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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值班电话（短号）

校领导 60000

学校总值班 60100

后保值班 60110

车队 60121

保安 60122

“一门式”电话 61300033

商学院 60111（58137873）

机电学院 60112（58137906）

新闻学院 60113（58137746）

信息学院 60114（58137769）

外国语学院 60115（58137944）

艺术学院 60116（58137001）

珠宝学院 60117（68190288）

高职学院 60118（38128262）

国际设计学院 60119（68134369）

相关单位联系电话

报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急救电话 120

临港派出所电话 68283110

临港水厂 6828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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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维修 962777

国家电网客服 9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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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应急疏散处理程序

水电中心负责人：

通知 2名电工、1名水泵负责人

发现或知悉火情，宿舍管理员一人通知后保处，另一人组织宿舍内学生疏散

★由公司办公室、后保处人员组成现场指挥组

后保处接警后：

1、立即通知：公司办公室、保安队、水电、维修中心
2、立即派人赴现场

★公司办公室：

立即派人赴现场

保安队负责人：当班队长

通知消防、门卫、巡逻

电工：

断电源

关闭燃气阀

开启应急灯

水泵负责人：

到 1 号水泵房，
开启消防泵

消防：

开启火警警灯、警铃

打开所有疏散通道

疏散人员、物资

组织自救互救

巡逻：

打开所有疏散通道

指引人员安全撤离

门卫：

严控出入车辆和人员

保证道路畅通

引导消防车出入

如火势过大，无法自行扑灭，报现场指挥组

★指挥组决定是否报火警

★事后进行处置评估

★处理情况报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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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程序

无法进行调解

接到报警或发现可疑情况、人员

一般治安事件

如：无明显伤害的学生纠纷、

小额物品遗失（价值 元以内）

重大治安事件

如：有轻微人身伤害的学生纠纷

大额物品遗失（价值 元以上）

特大治安事件

如：有严重人身伤害的学生纠纷

可能受媒体关注的相关事件

接警人员立即赶赴事发现场

1、疏散无关人员
2、进行纠纷调解
3、请物主填写失物报警单

★控制现场，通知涉事人员辅导员或领导，保存相关视频监控资料。

必要时报 110进行处置

★接警人员立即赶赴事发现场，控制现场，通知后保科。

如有人员受伤，通知校医务室。

★由后保科人员、安保组成现场指挥组

1、疏散无关人员，严格控制出入车辆、人员
2、进行纠纷调解
3、请物主填写失物报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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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处置流程

★做好相关记录和事后处理反馈等工作

水电维修中心接到停水通知

开启水池，进行蓄水

联系当地水厂，了解停水原因，何时恢复供水等信息

报公司办公室 报学院办公室

★制定供水方案，发布停水公告

★通知集团办、餐饮管理中心、宿管中心、保洁中心、商业管理中心、保安中心，做好相关工作

按预定方案供水

水厂正常供水

出现特殊情况，无法按预定方案供水

联系水厂，进行应急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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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爆裂处置流程

发现水管爆裂及时通知维修中心

维修中心接报后及时关闭相应阀门

报告教育服务公司办公室

★制定应急供水方案，发布停水公告

无法自行维修，联系外协单位

★确定修复时间，进行公告

★评估损坏程度、制定维修方案

可自行维修，组织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完成修复，正常供水

★确定修复时间，进行公告

完成修复，正常供水出现异常，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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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泄漏处置流程

发现天然气泄漏，检视周围无火源

维修中心关闭上一级天然气阀门

设立警戒线，张贴禁用明火公告，维持现场秩序

初步查明泄漏原因，及时报告服务公司办公室

进行检修，排除故障

自行无法修复

向燃气公司报修，跟进相关检修工作

检视附近无火源检视发现附近有火源，及时排除火源
及时报告维修中心，

组织现场人员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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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食物中毒处置流程

自行可以修复

接到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报告

校医务室携带药品，及时出诊

判断病症，及时处理

病情轻微，通过校医处理能够缓解、

恢复

校医开具处方、告知注意事项

校医判断需送医院治疗

由校医决定是否送医院，并陪同送院

一般疾病 重大疾病或需住院

及时报告教育服务公司

★教育服务公司查明食物中毒

立即留样送检

★确定责任部门、责任人，按

所负责任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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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暴雨、台风预防处置标准

★接到市气象局潮汛、暴雨、台风等灾害天气蓝色以上预警，或上级防台、防汛指示

★后保处、教服公司发布应急通知

维修部门

检查门、窗的玻璃是否

有破损，如有立即修补；

清理排水设施；拆除易

坠落的悬挂物；准备搭

设人行便桥

水电部门 宿管部门 餐饮、商业部门保安部门

检查配电室防雨水情

况；检查防雷设施，

确保接地正常；如遇

积水，及时开启抽水

设施

及时通知学生关窗，

收进易吹落的物品；

给学生发放姜汤

指挥车辆有序停放，

指挥行人有序；配合

维修部门搭设人行便

桥

调拨方便面、饮用水

至各学生宿舍区；煮

姜汤送至学生宿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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