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Be £ #
C2022D 10 f

2022
Xi^ifM) fiviii^n

fltit, 51# «##fl^ 2022 ^##»^fX#^t» 

t4H, if^MRs^T.

1 -



- 2 -

桂林学院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教育厅、桂林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学校

疫情防控组关于做好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以及全区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等上级有关疫

情防控的工作部署，科学、有序、安全做好 2022年秋季学期开

学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开学（上班）时间

（一）老生、专升本学生开学报到时间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和暑假工

作安排的通知》（桂院政办〔2022〕32 号）的文件要求，全体

老生和 2022年“专升本”学生于 8月 27、28日两天分批错峰返

校报到注册，8 月 29日（星期一）正式上课，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

（二）2022 级普通本科新生入学报到时间

2022 级普通本科新生于 10 月 8、9 日两天分批错峰报到注

册，10月 10日（星期一）正式上课，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三）教职员工上班时间

8月 27日，全体教职员工正式上班。

二、返校相关规定

返校前连续 7 天健康监测无异常，行程卡无中高风险地区

（含所在城区）行程记录，抵校信息审核通过状态为绿色，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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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均为绿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部分师生）。

根据桂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暑假期间离开桂林的教职

员工原则上需于 8月 20日前返回桂林，做好 7天自我健康监测。

未经批准，学生不得提前返校或入学报到。

全体师生要避开中、高风险地区回桂返校，由于学校属于高

密度人员聚集地，外省常态化防控区域回桂返校的师生需持返校

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倡导

所有区外师生抵桂后 24小时内就近主动进行 1次核酸检测。

开学前 7天内有本土疫情县（市、区、旗、直辖市街道）旅

居史、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

街道]）旅居史、以及来自靖西县、那坡县、龙州县、防城区、

东兴市、宁明县、大新县、凭祥市等区内八个边境县（市）的师

生，需持返校前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返桂抵校后根据风险

等级接受健康管理服务（管理措施参照桂林疾控发布的《桂林市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人员健康管理服务措施一览表》）。

开学前 7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具体

返校日期视疫情发展变化另行通知。

暂缓返校学生应按照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自我管理，居家

开展线上教学，做到“停课不停学”。要合理安排学习生活，加

强心理疏导，做到劳逸结合。因地制宜加强居家体育锻炼，阅读

有益书籍，调节生活，陶冶情操，帮助家长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学生家长要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加强对孩子居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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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线上学习的监管，同时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引导孩

子保持良好心态，不恐慌、不焦虑。

根据属地管理要求，按照桂林市学校疫情防控组统一部署，

学校将按照“有序组织，不漏一人”的工作要求，组织全校师生

员工返校后一周内开展 3次（前 3天 2次，第 7天 1次）全员核

酸检测，具体事宜另行通知。全体师生员工要主动注册“桂核酸”

系统，提高注册率，减少核酸检测时的注册时间。

三、开学前注意事项

（一）严格健康管理

做好开学前 7 天（8 月 20 日起）师生健康监测和行动轨迹

摸排。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配合教职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严

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与每一名师生加强联系，动

态精准掌握每位师生员工的行程轨迹和健康状况，健全中高风险

区人员“一对一”沟通联络和排查机制。根据师生来源特点，细

化各项防控措施，做到“一人一档”。做好重点人群排查并积极

配合落实相应的健康管理规定，及时报送信息。

（二）强化途中安全

宣传舆情组、教职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和各二级学院、各

单位要做好宣传引导，强化师生员工返校和新生来校报到途中自

我防护意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与他

人保持距离，保持手卫生。注意交通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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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校园管理

持续强化校门门岗及校内重点场所管理，所有入校人员一律

检测体温、查验身份和防疫行程卡、实名登记，严格落实二码联

查，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准入校。开学前，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

组、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要对照《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 年 8 月版）》要

求，落实防疫物资保障，做好校园环境卫生消杀。

（四）狠抓食品安全

在供餐前组织对厨房、餐厅和商铺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洁消

毒，清理所有食品原料，继续做好食堂和商铺人员晨检、采购索

证索票、食品煮熟煮透、工具清洗消毒等方面的管控。认真做好

对每餐次每种食品成品的留样工作。对学校供水设施（自备水源、

二次供水设施、食堂蓄水池、饮水机等）进行清洁、消毒，确保

自备水源、二次供水设施提供的生活饮用水检测合格。

（五）谋划新生入学

各有关部门和二级学院要根据学校安排提前做好新生入学

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校院两级和分阶段推进的新生入学工作机

制，制定 2022级新生入学工作方案，成立迎新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明确新生入学报到条件、报到手续、报到流

程，通过迎新系统完成网上报到注册工作。同时，围绕入学接待、

开学典礼、入学教育、军事技能训练等工作制定工作细案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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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表，本着主动热情、有序高效的工作原则，精心安排、协调

配合，圆满完成迎新工作。

（六）认真组织备课

教学保障组要组织各二级学院认真总结春季学期教学情况

及线上教学经验，研究制定秋季学期教学计划，开学第一周进行

线上教学，学生在宿舍开展学习，第二周恢复线下教学。各二级

学院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生实际，结合专业

课程特点，分类研究制定“完全线下”“线下+线上”“完全线

上”三种教学形态的组织实施方案、预案，充分准备教学资源，

认真做好备课，保证教学有效衔接。

（七）完善应急预案

防控指导与医疗救治组要继续完善现有的隔离观察室，以备

师生员工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隔离观察。条件保障与安全

管理组要总结前期工作经验，从职责分工、突发疫情应急处置等

方面进一步完善《桂林学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突发疫情应急

预案（试行）》，组织做好应急演练，为科学有效地做好学校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高防控能力和应对能力。

（八）推进疫苗接种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动员宣传、督促提醒符合条件但未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或加强针的师生员工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做到

“应接尽接”。做好新入职教职工和新生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台账

记录工作。



- 7 -

（九）强化监督检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疫情防控工作尤其是开学

前后各项准备要抓实抓细，做好迎接上级或属地有关部门对学校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查验的准备。综

合督查组要加强抽查和督查督办，检查内容包括师生健康监测落

实情况、师生疫苗接种工作落实情况、校园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制订、防疫物资储备、隔离观察室、食品及饮用水安全等，切实

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抓实。

四、开学后重点工作

（一）持续严格校园管理

开学后的一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学校实行“封闭式”管

理。第一周，全体学生在宿舍开展线上教学，全体师生在校园内

非必要不随意串门，学生非必要不外出校门；开学第一周前 3天

2次全员核酸检测阴性可在校内有序流动，第 7天全员核酸检测

阴性可解除封闭恢复常态化防控管理。

严把校门关，所有入校人员一律检测体温、查验身份和防疫

行程卡、实名登记，严格落实二码联查，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准

入校。若出现发热、干咳、味（嗅）觉减退等疑似症状，按规定

流程处置。

“封闭式”管理期间，教室、报告厅、图书馆及室内体育活

动场所暂时关闭，食堂和餐饮商铺不提供堂食，师生错峰取餐。

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要做好错峰用餐和流动餐车等师生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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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工作。教学保障组要做好学生错时下课安排。

（二）做好师生健康信息报送和疫情排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配合教职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每日

掌握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对全体师生员工开展疫情防控、个人防

护等知识和技能培训。持续做好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开展晨午检

工作，继续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做好缺勤、早退、

请假记录，对因病缺勤的师生员工及时追访和上报。

（三）做好校园防疫安全检查工作

开学后两周内，条件保障与安全管理组要重点加强对全校范

围内校园、食堂、宿舍、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对

可以及时解决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

题建立台账，限时整改，并回访抽查，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到

位。

（四）持续开展防疫安全知识教育

宣传舆情组要积极协调各单位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及时

更新校园内有关疫防的宣传标语，在适当场所张贴戴口罩、测体

温、勤洗手等宣传标识，提醒防疫注意事项，关注处理舆情信息，

营造良好氛围。疫防指导与医疗救治组、教学保障组要指导各二

级学院将传染病防控作为开学第一课内容做好宣讲，指导各单位

教职员工和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个人防护，增强师生员工的

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学生工作组要建立完善校园家庭沟通

渠道，及时通报学校防控情况，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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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确保家长、学生情绪稳定。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主体责任落实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今年秋

季学期开学工作的严峻性和重要性，认真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再优化工作方案，再细化工作任务，再明确人员责任，做到

与疫情防控部署要求无缝对接，配强工作力量，确保工作扎实有

效推进。学校疫情防控综合督查组要加强督查督办，对疫情防控

工作不认真不细致，造成防控不力的人员予以严肃查处。

（二）加强组织沟通协调

学校疫情防控各工作组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化联防联控，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相互补台，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良好工

作格局。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加强配合，形成合力，不断完善

疫情防控和秋季学期开学准备各项工作，为广大师生员工平安返

校及后续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抓好师生个人防护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及时、准确地将上级和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的政策和要求，向师生进行全面的传达，教育引导师生树牢

“疫情防控和个人生命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底线意识，在返校途

中、顺利入校后始终严格按照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积极配合

学校开展开学前后疫情防控工作。

学校疫情防控各工作组要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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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版）》和《中小学、幼儿园、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技术方案（第六版）》以及本方案内容及时细化相关工作细则，

经分管校领导审定后发布执行，各二级学院、各单位要积极配合

各工作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学校 2022年秋季学期顺利开

学。

桂林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2年 8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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