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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应急疏散和灭火预案

为了确保本单位的国家财产和教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

全，提高灭火技术水平和应急疏散技能，在紧急情况下，能

快速处置初期火灾事故，及时有效地扑灭火灾，迅速疏散人

员减少火灾造成的财产损失，保障人员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一、成立灭火和疏散指挥部：由副院长李勃为总指挥、

保卫处处长魏堃为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

处），由保卫处处长魏堃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消防工

作，一旦发生火灾为现场指挥组。其任务是：

1.对各部门有关人员和义务消防队员进行日常的消防

技能、灭火战术、体能、心理素质和及时疏散训练与政治思

想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使他们随时做好完成灭火战斗和疏散

任务的准备。

2.要团结和调动整个集体的力量去完成扑灭火灾的战

斗任务。

3.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条件，以最小的人力、物力的

消

耗以最短的时间指挥完成疏散和灭火任务。

4.指挥成员必须了解全院各部位建筑结构及内部存放

物品的基本情况，并不断提高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

知识为及时和更有效的扑灭火灾打下理论和使用基础。

5.火灾现场指挥组，对火灾发展情势、现场设备、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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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材和人力等情况进行分析，能否立即扑灭火灾做出正确判断

并当即做出是否报警求援的决定。

6.在组织控制火势发展的同时，还要组织精干力量实施

火

场救人和迅速疏散物资，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灾损失。

7.报警之后要配合专职消防队灭火，并主动提供现场情

况。

8.查清起火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奖罚有关人员。

二、成立各灭火小组

1.灭火和疏散组：有刘中晖同志任组长，其成员以校卫

队为骨干，配之以起火主管单位的业余消防员，他们的任务

是负责现场灭火和疏散求援工作。当接到火警报告后，利用

快速交通工具赶赴现场先疏散现场人员，选择灭火有利地形、

使用最佳灭火器材、按预定分工进入战斗岗位，积极灭火，

察看火场内是否有人和易燃易爆物品，快速将人和易燃易爆

物品撤离现场，送到安全地带，并立即切断着火现场的电源。

2.火场支援组：由洪劲松任组长，任务是：在起火现场

周围进行巡逻，检查发现异常现象除立即进行扑救外，同时

向指挥部报告。负责调动其它部位的灭火器材，集中到着火

现场使用。在重点、要害部位外围进行巡视以保证安全。组

织动员有防火常识的人赶赴现场参加灭火和疏散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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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场调查组：由曹刚任组长.报警之后要配合专职消

防队灭火，并主动提供现场情况。配合消防部门查清起火原

因，上报书面材料，总结经验教训，奖惩有关人员。

4.后勤、医务保障组：组长：张志斌。平时负责对泵房

的维修、战时运送灭火物品，保证有充足的水源和电话通畅，

切断火场方向的电源，组织医护人员赶赴现场抢救伤员。

天津体育学院

2015 年 6 月修订

天津体育学院制止学生闹事、突发事件预案

为做好学生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处理工作，加强对学生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处置学生突发、紧急事件应急

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学校的安全

和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

本预案。

一、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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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有效地制止学生闹事，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系统，做到领导坚强、指挥得力，因此全院成立“预防和制

止学生闹事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为组长，院长为副组长，

其他副书记、副院长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指挥部，

院长为总指挥，主管副院长为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情报信息组、局面控制组、线索查证组、后勤供应组。

一旦学生闹事，领导小组及指挥部成员及各组负责人立

即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开展工作。同时。参与闹事人员所在

部门的领导必须亲临现场，掌握情况，控制局面，平息事态。

二、各组的职责和任务：

1、办公室：办公室主要由院办公室主任负责。任务是：

掌握全面情况，搜集情报信息，提供给领导决策，对重要情

况，迅速上报及时取得上级领导机关的指挥。

2、情报信息组：情报信息组由学生处长、保卫处长及

各系部党总支书记组成。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

情报信息，力争了解学生当中深层次的情况，把闹事的苗头

消灭在萌芽状态。信息渠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各系部

辅导员、班导师学生处团委等学生工作的渠道。二是保卫处

校卫队、学生中的政保骨干、耳目、学生工作渠道。提高他

们获取情况能力，必须加强领导，使他们懂得捕捉信息的知

识和本领，着眼于平时立足于战时，没有平时的基础难于应

付战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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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局面控制组：局面控制组主要由各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组成。任务是当获取闹事信息后，立即组织本部门干部、

教师到现场去，做好群众的疏导、劝说工作，控制住闹事骨

干分子和要害部位，要把问题解决在校门之内。对那些带头

闹事和学生经劝说不听，一意孤行的采取果断措施，同时获

取证据交公安机关处理。

4、线索查证组：线索查证组由保卫处长、学生处长及

各系部书记组成。任务是：一旦发生学生闹事，派可靠耳目

进人闹事队伍观察情况，掌握动态，发现重点人，活跃分子

或带煽动性的大小字报、传单、标语、信件和反动口号及时

取证并处理，配合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对带头闹事者，劝阻

不听的配合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处理。

保卫处加强院内巡逻，维护校园秩序，严防坏人趁火打

劫，加强门卫力量，严格门卫制度，严禁校外人员到院内搞

串联活动。

5、后勤供应组：主要由后勤处负责，由后勤处长及后勤

处党总支书记二人负责。任务是：确保必要时的物资供应、

交通、通讯等，要求交通要畅通，汽车开得出，不断电、不

停水、食堂能按时开饭，伤员能得到及时治疗。

三、形势紧张时指挥部成员要加强值班，必要时昼夜值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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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

2015 年 6 月修订

天津体育学院反恐防暴应急预案

一、反恐防暴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

天津体育学院反恐防爆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欢 党委书记

副组长：吉承恕 党委副书记、院长

张立顺 党委副书记

成 员：依惠琴 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主任

叶家宝 组织部部长

魏 堃 保卫处处长

张 锋 学生处处长、武装部部长

张志斌 后勤处处长

孙 敬 教务处处长

曹东宁 院纪检委员、监察室主任

金宗强 国际交流处处长

刘 原 宣传部副部长

天津体育学院反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保卫处.

办公室主任: 魏 堃 (保卫处处长兼)



7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恐怖暴力事故的应急指挥、协调、保

卫、救援等处置工作。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及时

向上级报告事故处置情况。

1、护校防暴组：

组长：洪劲松

成员：曹 刚 刘中晖 路 畅 校卫队队员

职责：负责校园暴力处置，控制暴徒、保护师生安全，组织

人员有序疏散，设置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疏通道路交通，

劝退围观人员，要求行动迅速。

2、疏散引导组：

组长： 胡文强

成员： 尚 博 郭 莉 杨立山

职责：负责指挥学生撤离，并实施保护行为，防止歹徒对更

多学生造成伤害。

3、通讯联络组：

组长：丁 宁

成员：李 青 许 欣

职责：负责事故的报警、报告及各方面的联络沟通。通知相

关部门和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及时向上级报告事故处置情况。

4、医疗救护组：

组长：张志斌

成员：仲咏梅 李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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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负责对伤亡人员实施救治和处置。

5、心理疏导组：

组长：张 楠

成员：魏玉平 杨旭婷

职责：负责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消除学生心

理阴影，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6、善后处理组：

组长：张 锋

成员：田向国 杨 玉 郝建华 刘泽林 崔沛贤 仇丽琴 罗

秀伟 岳游松 田志琦

职责：负责事故伤亡人员亲属的安抚、慰问工作，妥善处理

各种善后事宜，进行或配合进行事故调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二）报告（警）程序：

1、事故发生时，现场教职工立即发出应急警报并报告学校反

恐防爆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现场教师或负责人要根据事态尽

可能的保护学生安全并马上组织学生有序疏散，维护现场秩序。

2、恐怖暴力伤害事故发生时。责任人立即拨打医疗救助报警

电话“110”和“120”。

3、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向市教委市公安局报告。

4、校园应急处置工作领导组立即组织各工作小组到位，按照

预案规定职责开展处置救援工作。

5、通讯联络组立即与受到伤害的学生家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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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处置：

1、保卫疏散：护校防暴组迅速到达现场， 负责在警方未到

时保卫师生安全，控制事态发展，按预案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撤离

到安全区域，班主任清点人数，上报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组。

2、救助：校园应急处置领导组根据预案组织有关人员立即赶

赴现场，指令各工作小组按职责分工立即到位投入医疗救助。

（1）、医疗救护组立即组织相关人员携带医疗器械赶赴现场

进行救助。

（2）、如有须要，医疗救护组要同时拨打医疗急救电话 120.

并根据学生受伤情况。通知有关学生家长到达现场或指定医院。

（3）、护校防暴组设置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保护现场，

疏通校园内的道路，保安员在指定路口等待引导 120 医疗救助车

到达地点。

3、善后：善后处理组做好受到伤害学生的亲属的安抚、安置

工作，

妥善处理相关善后事宜，进行或配合进行事故的调查、调解

等工作，

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心理疏导组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心

理疏导，

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10

天津体育学院

2017.10 修订

天津体育学院交通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为迅速处置校内交通事故，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预

案。

一、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我院校内发生的交通事故。

二、 组织领导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应急处置工作院党委院行政的统

一领导下，成立主管副院长李勃任组长，保卫处长魏堃任副

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负责统一组织、监督和检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研究

解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保卫处，由保卫处处长魏堃兼任

主任。主要任务是督促有关部门落实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

命令；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好上情下达和

下情上传工作。

为加强对事故现场处置工作的领导，成立现场处置领导

小组，由保卫处处长魏堃任组长。现场处置领导小组下设五



11

个专业组：

（一）抢险组：由洪劲松任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校卫

队人员赶赴现场，及时了解、控制现场情况，搞好现场警戒，

维护现场秩序，及时抢救、转移受伤人员，随时与院领导小

组办公室保持联系。

（二）救护组：由校医院院长任组长，主要任务是组织

医护人员及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设立现场临时抢救中心，及

时抢救、转移受伤人员，调动医疗人员、器械、药品参加伤

员抢救工作。

（三）事故调查组：由曹刚任组长、刘中晖任副组长。

主要任务是与学生处、交警、消防等部门及当地公安派出所

搞好现场警戒，维护现场秩序，勘查现场，调查取证，并会

同有关部门清理事故现场，扑灭火灾，排除险情等工作。配

合有关部门查清事故原因，上报书面材料，总结经验教训，

奖惩有关人员。

（四）善后处理组：由学生处和相关学生系部负责与保

险公司及事故车辆单位联系事故理赔事宜，接待和安置前来

参加事故处理的遇难者家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遇难人员

的善后工作。

天津体育学院

2016 年 10 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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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清理违章建筑排除安全隐患

2016 年 10 月，我校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检查巡视中发

现：在我校网球场南面，有校外人员私自打通我校南面围墙，占用我

校校内土地私自搭建一排平房用于出租，私拉电线、乱建排水。该行

为严重影响我校正常教学秩序且严重危害我校校园安全。

针对以上情况，校保卫处立即向校领导报告，校领导得知后，秉

着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开展教育系统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的相关要求，进一步推动安全天津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

识，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一定要处理”理念，以“铁面、

铁规、铁腕、铁心”的要求为宗旨，明确指出一切要以校园和学生的

安全稳定为出发点，并立即部署清理违章建筑，排除安全隐患的相关

工作。

校保卫处按照学校领导的指示，积极联系天塔派出所和街道办事

处进行协调工作，并向天津市教委、天津市公安局文保总队进行了汇

报。随后，按照法律程序，对在违章建筑中居住的的人员，下发通知

书责令其尽快搬走，并张贴告知书，对我校采取的拆除工作进行了预

先通知。

2016 年 12 月 1 日上午，在市公安局文保总队、天塔派出所、综

合执法队、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我校保卫处、后勤处相关工作人员

对我校网球场南面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工作，排除了校园内的安全

隐患，保障了校园和学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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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体育学院

2016 年 12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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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清雪紧急处理预案

根据市清雪指挥部对道路两侧单位的清雪责任范围要

求，降雪后为保证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的发生，特制订

本应急方案。

(一)清雪要求

1.不得在果皮箱、垃圾池周围堆放积雪，禁止向积雪堆

上倾倒垃圾、杂物和污水；禁止向路面铺撒垃圾、渣土、炉

灰等杂物。

2.不得将含有融雪剂的积雪倒入绿地、花坛、树穴；禁

止向湖内倾倒积雪。

3.禁止将含有垃圾、杂物的积雪倒入下水井；不得将积

雪倒入排水井以外的检查井中。

4. 进行净雪下井作业时，井口必须设专人看护，并注意维

护交通秩序；作业完毕，要立即盖好井盖，确保交通安全。

（二）清雪地点；

院内主干道、各馆门前、环湖中路（我院围墙边）、卫

津南路（我院围墙边）、体北道（我院围墙边）。采取先生活

后生产、先院外后院内的方法。

（三）现有清雪工具；

铁锨 100 把、扫帚 20 把、推雪板 40 把共计；160 把。

（四）人员安排；

体育教育一系 200 人环湖中路便道、东门至二道门。

体育教育二系 200 人黑牛城道便道、学生宿舍。

体育教育三系 200 人体北道便道、西门至综合馆东道。

社会体育与管理系 80 人西门至办公楼。

武术系 80 人办公楼至游泳馆。

体育艺术系 200 人环湖中路南便道、二道门至学生宿舍。

健康与运动科学系 50 人游泳馆至学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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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传媒系 50 人综合楼四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50 人综合馆东道至田径馆门前。

竞技运动训练部 200 人卫津南路、主教学楼后。

研究生部 30 人田径馆门前至二道门。

机关 30 人主教学楼前。

各部门、各场馆自扫门前雪 50 米

（五）清雪时间；根据市清雪指挥部要求确保小雪 24

小时净、中雪 48 小时净、大雪 72 小时净，特大雪按照市清

雪指挥部确定的时间完成。

后勤管理处

2017 年 9 月 1 日

天津体育学院防汛应急预案

为更好的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最大限度的预

防和减少灾害产生的影响，保障我院教学、科研、训练等各

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制定本预案。

一、防汛工作指导思想

我院防汛工作，在上级领导部门和院党委、院行政统一

领导下，在发生汛情时，实行统一指挥、逐级负责、全力抢

险、不留死角的防汛工作原则，组织全院师生，做好防汛自

救工作，努力减轻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二、防汛工作组织机构

1.学校防汛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 勃

副组长：依惠琴、张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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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各职能部处及教学教辅部门等部门行政第一

负责人组成

2.学校防汛工作办公室

主 任：依慧琴

副主任：刘 原

防汛工作办公室电话：23012708

3.院防汛抢险队、防汛救护队

队 长： 张志斌

副队长：钟永梅 王 群

4.学生防汛抢险队

学生抢险队队长：张 锋

副队长：李 涛

5.防汛治安保卫组

治安保卫组组长：魏 堃

三、组织机构职责

1.防汛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①负责全院的防汛工作；

②传达和执行上级防汛工作指挥部门发布的指示精神；

③全面掌握和部署学校防汛工作的总体情况，对各部门

的防汛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④召集有关部门对汛情形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做出决策，

交有关部门执行。

2.防汛工作办公室职责

①在校防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具体负责全校防汛工

作的组织和实施；

②负责与上级防汛救灾指挥部门的联系、联络工作，及

时上报防汛救灾情况；

③根据汛情，及时下达领导小组做出的各项决策；

④掌控灾情和抢险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统一安排、调

运抢险救灾的物资设备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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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负责接待上级领导的视察、检查及群众来访。

3.校防汛抢险队职责

①落实和执行校防汛工作办公室布置的具体工作和紧

急任务；

②负责全校房屋、设施的抢险和安全工作；

③排除险情，抢救国家财产，搜救受伤人员；

④在汛期确保排水道路的通畅，确保水、电、气、通信

的安全运行；

⑤负责组织防汛救灾现场人员的紧急救护和安置工作；

⑥负责组织急救药品、医疗器械的供应以及消毒和检测

工作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及蔓延；

⑦巡回检查全院各区域情况，发现异情立即上报，并实

施救治和进行防疫。

4.学生防汛抢险队职责

①执行校防汛工作办公室布置的工作和任务；

②执行学院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着重做好学

生生活区的抢险和安全工作；

③执行学校的其他抢险救灾任务；

5.防汛治安保卫组职责

①执行校防汛工作办公室布置的工作和任务；

②在汛期负责全校的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③加强巡逻和警戒，维护校内交通秩序，组织消防力量

以备急需；

④加强易燃、易爆、有毒等物品及重要部门和危险部位

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四、防汛重点部位

校内的能源、通讯、财务处、食堂和餐饮点、涉密部位

及有关教学科研设备和各种生活设施。

五、防汛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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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汛前做好防汛调查和普查工作，对学校的防汛现状要

做到心中有数。

2.维修部门要对院内设施和线路进行维护和检修，对存

在问题要及时提出进行整改，达到要求。

3.做好防汛抢险物资、工具的准备和储备工作，特别是

生活急需用品和油料储备要充足，以保证教学、科研工作和

学生、教职工的生活在汛期的正常运行

4.保证在汛期通信线路的畅通，及时将灾情及救灾工作

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同时也要及时向全校教职工发布

汛情和防汛要求，做好防汛宣传工作。

5.在汛期，要做好群众工作，稳定社会情绪，防止和制

止汛情的误传、谣传。

六、要求

1.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防汛通知后，校防汛工作

领导小组和防汛工作办公室进入 24 小时值班制度。

2.值班人员要认真做好值班记录，掌握最新防汛情况，

不得擅自离岗，外出必须请假。

3.值班人员要及时准确发布各种防汛救灾信息，在接到

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通知或遇到紧急险情时，应及时向校防

汛工作领导小组汇报，不得瞒报、漏报。

4.防汛队伍在接到防汛指令后，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

场。

5.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汇报我

校防汛工作的进展情况。

天津体育学院

2017 年 5 月 1 日

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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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应急指挥小组，当遇雾霾时进行统一的预防治

理。建立分包责任人→主管处长→主管副校长→校长汇报制

度，紧急情况下可越级直接汇报，保持通讯畅通。

二、所有校内从业人员减少室外作业时间，在外工作时

佩戴好相应防护器具。

三、当室外环境温度大于 5℃时，对校园道路进行洒水

作业。

四、校医院配备防雾霾口罩 100 个，氧气袋 2 个，担架

1 个，经校医院救治身体症状不见缓解，立即到就近医院进

行救治 。

五、环卫人员暂停扬尘式清扫作业，对存在的果皮纸屑

等杂物，用垃圾捡拾器进行收集。

六、校园内施工现场必须全封闭设置围挡墙，严禁敞开

式作业；应停止室外作业；做好现场扬尘管控措施，物料堆

放等场所采取防尘措施；易产生扬尘物料应 100%覆盖；建筑

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禁

止出入校园。

七、对锅炉上煤机、排风、鼓风、除尘进行清理，洒水

降尘，必要时锅炉房停炉。

后勤管理处

2017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