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期间总务部工作安排

根据学校近期工作安排，为应对当前新冠肺炎防疫期的

特殊形势，保障校区工作正常运行，保障校园安全，开学前

工作安排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各部门应保持在维护学校基本运行秩序的前提下，

以最少人员完成基本工作，减少人员聚集。各部门应合理编

排值班表，方便校内外人员的联系。各部门到校工作人员信

息应提前一周报总务部办公室备案并提交给所在校区管理

办公室用于校门查验比对。到校工作人员应在上下班途中和

在校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并做好防护。

（二）非必要工作和非必要人员未经批准一律不要到校

办理和工作。

（三）确保水电汽暖、饮食等各项服务的基本运行和必

要的生活条件，尽力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秩序和留校学生的

正常生活与学习少受影响。

二、工作安排

（一）各校区管理办公室

1. 人员安排

（1）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办公室人员每天 1-2人值班，其

他人员居家办公，非必要情况，不得到校。绿化、收发室等

非必需岗位暂不安排值班，有特殊情况经校区办批准后可到

校处理相关工作。



（2）水、电、汽、暖等保障学校运行岗位每天安排必

要的最少人数值班人员。

（3）公共楼宇原则上封楼（执行学校防疫安排及经审

批的部门值班除外），楼管根据寒假期间运行规则安排值班。

（4）雁栖湖森林防火值班由绿化基地自行安排，只保

持必要最少人员。

（5）保安员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安排校门岗和巡逻岗，

做好校区的安全保卫工作。

（6）所有在京人员不到校上班时，尽量在家中不要外

出。在外地的人员，原则上原地待命，做好自我防护，因工

作确需返京的，需提交申请经校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返京，

并在家中进行 14天自我隔离。

（7）各物业公司项目部参照此安排做好校区物业服务

工作。

2. 工作要求

（1）每日上、下午对值班区域和学生公寓楼内公共区

域（卫生间、电梯、扶手等）进行消杀，频次不少于 2次。

外围垃圾桶、果皮箱每日集中消杀 2次，巡视垃圾量时不定

时再进行消杀。日常保洁按照正常保洁频次进行。

（2）加强校园管理，对进出校门和各楼宇的人员进行

登记与测温，未经学校批准的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

（3）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所有返校人员（包括员工、

学生）防疫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登记与体温检测工作，发现异

常必须立即依照工作程序上报。发现疫情疑似人员及时上报，



不得隐瞒、漏报。

（4）及时对比在校学生登记信息并与学生管理部门沟

通，切实掌握学生返校、离校信息。

（5）根据《后勤保障组防护用品管理办法》，各部门专

人采购、登记、发放与领取口罩等劳动保护和卫生清洁用品

并做好相关废弃物的依规处理与消纳。

（6）在校区封闭管理期间主动对接学生的需求，提供

从宿舍取电脑等服务，确保学生安心在家正常学习；提前筹

划对接各培养单位（院系），学校制定具体开学方案后协调

各培养单位学生分批返校，并提前做好楼道公共区域的消杀；

调配人力做好宿舍设施设备的修缮，为学生返校及时开始科

研学习提供保障。

（7）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各校区办执行 24小时值班制

度，形成校区联防、联动保障机制，及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并向主管领导报告。

值班电话：

玉泉路校区管理办公室：15010866021。

中关村校区管理办公室：15652848868

奥运村校区管理办公室：13681052296

雁栖湖校区管理办公室：18511561578

（二）饮食服务中心

1. 目前，开学前开放以下食堂用于提供餐饮服务：

玉泉路校区综合楼食堂一层（基本伙）

中关村校区食堂一层（基本伙）



奥运村校区食堂（基本伙）

雁栖湖校区一食堂二层（基本伙）

雁栖湖校区三食堂二层（基本伙）、三食堂（清真食堂）

奥北餐厅

2. 严格按照校卫生所发布的《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日常消毒要点》进行日常消毒防控工作。严格执行晨、

午检制度，员工在工作前要进行温度检测和病情询问，对于

有发热（测温大于 37.3度）、咳嗽等疑似症状的员工立即离

岗就诊加强对送货车辆和人员的管理，要求送货单位送货车

辆及容器要定期消毒。

饮食中心联系电话：13901080222

（三）卫生所

1. 卫生所根据学校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在玉泉路和雁

栖湖校区实行每周二、五值班，值班时间为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4:00。

2. 值班医生实行首诊负责制，如遇发热病人需要转诊，

做好转诊病人的登记、随访工作。

3. 转诊时需佩戴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4. 时刻佩戴口罩和随时保持手卫生。在路上和医院时，

尽可能远离他人（至少 1米）。

5. 各校区就近转诊：

玉泉路校区：佩戴口罩，自行前往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航天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

中关村校区、奥运校区：佩戴口罩，自行前往北医三院、



海淀医院的发热门诊。

雁栖湖校区：做好防护，隔离学生，联系怀柔区 120指

挥平台（69645929）。

6. 对确诊学生所在教学班级、宿舍消毒，密切接触者采

取筛查、隔离等措施。

7. 卫生所医务人员电话

负责人电话：翟素娥 13717988895

雁栖湖校区： 孟艳霞 15510036673

玉泉路、中关村、奥运村校区：赵卫平 13331023002

（四）车队

1. 施行轮流值守上班，玉泉路校区、雁栖湖校区每天

各安排 3 名值班员（24小时值班，值班时间：当日早 8:00

至次日早 8:00），保障临时应急车辆保障工作，车队其他人

员全部在家待命。

2. 驾驶员值班时、驾驶车辆时，应按照新型肺炎预防

措施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及车辆消毒、通风等措施。

3. 车队所有车辆凡出车回场后，须按要求标准进行一

次消毒，值班员需要每天对车队办公区域消毒（车队办公

区域消毒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4. 车队所有人员须每天早上 8:30前，在微信车队工作

群中上报体温和身体状况（如发现有发烧、咳嗽、呼吸困

难等情况须第一时间报队长知悉）；

5. 离京人员已返京的，做好居家隔离工作，每天早晚各

测量一次体温，如发现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情况须第



一时间报队长知悉，并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离京人员未返京

的继续保持原地待命，按照当地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

做好自身防护工作，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

6. 做好教工班车、学生班车按照学校统一部署时间开始

运行的准备工作。

（五）国际会议中心

1. 值班人员（含值班经理)不得多于 3人，各部门值班人

员，须佩戴口罩，每日测量体温并记录，除规定的巡查外，

全部待在自身工作区域。

2. 所有职工返回工作岗位时间：未出京在怀柔地区的职

工按照原定时间正常返回工作岗位；离京职工，到京后自行

在家隔离 14日（以到京后日期为起始日期）每日监测体温，

无异常返回去工作岗位；往湖北地区的职工原地待命，暂不

返回工作岗位；需集中住宿的职工，等待通知后再行返回。

3. 除学校值班的校领导和党政办通知的重要接待任务，

不接待会议与散客。学校正式开学前，不接待任何以授课名

义入住的教师(包括校部、研究所及外聘教师）。定期对现有

人入住入住的客房及使用过的餐厅包间进行消毒处理，并进

行记录。

4. 前台在办理入住前，要对入住人员测体温，并了解 1

月 10日以后的大概旅行史，对于体温 37.2度以上的、到过

湖北地区的不予办理入住手续，并上报中心主任。

5. 为减少人员聚集，自 2020年 1月 26日起，会议中心

餐厅仅提供快餐，不提供其他宴会和桌餐服务，恢复时间另



行通知。

三、做好开学的相关准备工作

各部门提前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

1. 总务部与学生管理部门提前沟通，理清生源地为湖北

省或其他疫情高发地区（含在上述地区有经停）的学生基本

情况，各校区据此在校区内尽所能准备发热学生隔离场所，

并做好隔离区的人员安排和物资准备。

按照党委会要求，将国际会议中心 B座做为学生开学后

统一的隔离场所，同时各校区根据实际情况准备发热学生的

隔离场所。

玉泉路校区：五公寓 7间，可容纳 7人

中关村校区：科苑公寓 7间，可容纳 7人（学生进入隔

离之前需要协调科苑公寓所在社区）

奥运村校区（没有独立卫浴）：西侧员工宿舍 9间，可

容纳 9人

雁栖湖校区（没有独立卫浴）：先利用部分春季学生回

所空余的学生宿舍 49间，可容纳 49人。

2. 学校对开学时间确定后，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安排班车

运行

（1）按照新型肺炎预防措施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及督

促乘车人员做好自身防护;车队所有车辆每出车回场后须进

行一次消毒；值班员需要每天对车队办公区域消毒（车队

办公区域消毒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2）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须凭本人的工作证、学生证



或校园卡，经验证登记后方可乘坐班车。师生乘坐班车时须

戴口罩。上车前须检测体温，体温≤37.3℃方可乘坐班车。非

本校人员不得乘坐班车。

（3）车队所有人员须每天早上 8:30前，在微信车队工

作群中上报体温和身体状况（如发现有发烧、咳嗽、呼吸困

难等情况须第一时间报队长知悉）。

3. 各部门分步做好员工的返校返岗准备工作

（1）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分批安排在京员工

和在北京校外有住所的员工返校工作；

（2）对于家在河北等距离北京较近且没有大规模爆发

疫情的地区的员工，可根据所在校区住宿和隔离点的实际情

况分步安排回京，隔离观察 14天无症状后方可返岗。

各部门应充分挖掘员工集体宿舍潜力，尽最大可能为京

外返校集中住宿的员工安排单间隔离观察场所，或降低集体

宿舍住宿人员密度。如有需要，可利用雁栖湖校区综合楼、

玉泉路综合楼空余房间作为员工隔离观察区，最大限度满足

员工返校单间隔离 14天要求，并加装电热水器等设施，满

足员工基本洗浴需求。

（3）各校区的物业服务公司和饮食中心的风味档口服

务员工的隔离，原则上由公司自行解决。返京人员未经 14

天隔离不得返校返岗。

（4）对于在湖北和广东、浙江、河南、黑龙江等疫情

高发地区的员工，暂不安排回京；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另行制

定返京计划。



4. 各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物资（如卫生

消毒用品、防护用品、食材等）采购计划，做好物资储备工

作。

5. 根据学校安排，提前对校区所有公共区域和场所进行

卫生清洁与通风、消毒，确保开学的顺利进行。



疫情防控期间国际会议中心工作安排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各种传染病在我校的流行和蔓延，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原则

实行“依法防治、依靠科学、预防为主、群防群控、及时

果断”的指导思想，严格控制传染病源。做到“早预防、早发

现、早隔离、早治疗”。

二、组织保障：

成立国际会议中心防控传染病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周岳，组员：魏宗莲、崔晓银、赵水、杨军兴、张春香；工

作职责如下

周岳：国际会议中心防控疫情工作第一责任人，向学校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魏宗莲：负责日常防控疫情工作中各部门协调、后勤保

障工作；与学校有关部门办公室联络，保障防控工作有序进

行。

崔晓银：负责客房及会议室的疫情防控工作，监督做好

所负责区域的消毒工作；及时掌握所负责部门员工的相关动

态。

赵水：负责联络所有此前预订过会议的相关团体，做好

相应的解释工作，及时掌握所负责部门员工的相关动态。

杨军兴：负责餐厅及后厨的疫情防控工作，监督做好所



负责区域的消毒工作；保障值班人员的饮食；及时掌握所负

责部门员工的相关动态。

张春香：负责与学校安保部门沟通协调，保障防控期间

会议中心的安全；与保洁公司、绿植公司联络，了解保洁人

员及绿植养护人员动态。

三、工作原则

在防控疫情工作关键阶段，会议中心各部门要提高认识，

把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事，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必须密切配

合、协调联动，工作中不推诿、不扯皮。各部门主管是本部

门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防控小组全体人员必须保障通讯

畅通。

四、疫情期间工作方案

（一）学校正式开学前

1. 除学校值班的校领导和党政办通知的重要接待任务

（湖北地区除外），会议中心不接待任何散客。学校正式开

学前，不接待任何以授课名义入住的教师(包括校部、研究所

及外聘教师）。

2. 为减少人员聚集，自 2020年 1月 26日起，会议中心

餐厅仅提供快餐，不提供其他宴会和桌餐服务，恢复时间另

行通知。

3. 经校领导同意，国际会议中心将于 2020年 3月 25日

起，组织部分疫情发生以来未出京及未去往疫情严重地区且

隔离期已满身体状况无异常的骨干人员有序复工，主要工作

以培训及准备开学后相关工作为主，复工期间每日定时测量



体温并佩戴口罩；其余人员继续原地待命，等待学校统一安

排再行复工。

4. 复工期间需每日定时对前台、客房公共区域、电梯及

办公区域，使用 84 消毒液按照规定比例配制消毒液，进行

喷洒、擦拭，消毒完成后放置已消毒提示牌，并对消毒工作

准确记录到每日消毒记录表中。消毒工作每日进行三次，早

中晚各一次。

5. 设置专门的垃圾桶，用于回收使用过的一次性口罩，

在垃圾桶外部张贴指示牌，垃圾桶需每日进行清理。

6. 防控期间绿植养护及保洁工作，与保洁及绿植公司协

商，尽量减少人员到会议中心，进入会议中心的人员必须测

量体温并记录。

7. 疫情期间，员工宿舍实行全面封闭管理，所有员工不

得私自进入员工宿舍入住。

8. 学校正式开学前，所有员工需每日定时向所在部门负

责人如实汇报身体状况，各部门负责人每日汇总到综合办公

室，如有员工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状况，立即上报

会议中心主任。

（二）学校正式开学后

1. 由于国际会议中心的特殊性，开放接待具体时间待学

校统一安排后另行通知。各教学单位、部门如有会议需求可

先行联络国际会议中心销售部。

2. 正式开学后，将组织会议中心未出京及出京后隔离期

已满且身体无异常人员有序复工，复工后所有人员每日定时



测量体温，并按照学校有关要求做好防护措施。

3. 正式开始接待后，应按照学校有关要求，每日定时对

公共区域、办公区域进行全方位消毒作业；办理入住人员需

按照要求测量体温，体温低于 37.3℃，且身体无其他异常状

况方可办理入住。

五、工作联系方式

学校正式开学前、部分复工期间，所有工作事宜，请联

系国际会议中心综合办公室，联系方式：010-69671972

六、疫情发生应急处理方案

一旦发生疑似传染病例，需立即做好防护措施并及时对

疑似病人进行隔离，第一时间上报主管领导并封闭现场，作

好记录（包括病症、家庭地址、联系电话、最近去向、近期

密切接触的人员等）。配合医务人员对疑似病人的医治工作，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做好消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