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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印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校医室

（校医院）就诊师生休温筛查、转运

及跟踪处置指引（第一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各大专院校、省属中职学校、省属中小学，

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

为规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校医室（校医院）就诊流程，

省教育厅联合省疾控中心研究制定了《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学校校医室（校医院）就诊师生体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指引

（第一版）》，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级各类学校结合实际，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

（联系人及电话：许颖， 030-37627022)



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期问学校校医室（校医院）就诊师生

休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指引（第一版）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不具备发热门诊诊疗条件和能力的大专院校校

医院（室）、中小学（含托幼机构）卫生室（保健室）（以下简称

校医室）组织实施。具体流程图详见附件 l 。

所有到校医室就诊的师生，须经过体温筛查和问诊，排除可

疑情况方可进入校医室就诊。

校医室（校医院）巳规范设置预检分诊流程的学校可参照执

行。

二、体温筛查

（一）体温筛查点设置要求

1. 在校医室的入口处，标识明显，确保区域空气流通，医务

人员要在病人的上风口。

2. 备有医用外科口罩、电子体温计（以便快速筛查）、水银

温度计及消毒盒、手消毒用品、就诊病人筛查记录表等。在明显

位置张贴就诊流程和注意事项、指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信息。

（二）防护要求 . 
1. 工作人员采用标准防护，包括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科

口罩和穿工作服.{白大褂），直接接触就诊人员时戴医用手套，
随时做好手卫生和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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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促就诊人员及陪同人员佩戴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3体温筛查点按要求做好常规消毒和随时消毒。

（三）工作流程

1测量体温。在体温筛查处用电子体温计快速筛查，如有发

热情况，转移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区），用水银体温计测腋温。

2询问临床症状。重点询问发热、干咳、乏力，是否伴有鼻

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等症状。

3. 询问流行病学史。重点询问发病前 14 天内： (1) 有无湖

北省或近期疫情高发的国家和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

行史或居住史；是否曾接触过以上地区或社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

症状的患者。 (2) 有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接触史。 (3) 有无聚

集性发病情况。 14 天内在小范围场所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

级、宿舍等，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4)

有无境外疫情高发国家和地区旅居史，及境外疫情高发国家和

地区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患者接触史。

4. 填写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附件 2)。

三、等候及转运

（一）临时隔离留观室（区）设置要求

1. 设置在校医室外，以就近为原则，方便就诊师生转运，尽

量设立专用通道，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房间门窗保持打开状态、

通风良好，酣备水银温度计等常用诊疗器具、洗手设施、休息坐

椅、消毒物资和设备、以及灭火器材，最好有单独使用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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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合适的室内场所作为临时留观室（区），可搭建临时构筑物

或应急帐篷，注意保持通风良好。

2设置醒目标识，门前设置警戒带或提示“未经许可，不得

进入＂，避免其他人员误入。室内明显位置张贴属地街递（村委）、

疾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三人小组”、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及辖区指定发热门诊信息、发

热门诊就诊流程和注意事项。

（二）人员防护要求

1. 医护人员戴一次性工作帽、医用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N95)、穿一次性隔离衣、戴手套、穿鞋套。随时做好手卫生

和手消毒。

2. 临时隔离留观室（区）内等候人员戴医用外科口罩，人员

间距保持 2m 以上。

3转运工作人员（含司机）在转诊过程中应戴一次性工作帽、

医用防护口罩 (N95) 和医用手套，穿工作服或隔离衣，必要时

进一步加强个人防护。

（三）工作流程

1. 学校与属地街递（村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疾控中心建立联防机制，制定发热病人和可疑病例的转运预案。

2体温筛查时发现发热（体温沁7.3·c)、乏力、干咳等可疑

症状的病例时，立即安排专人引导病例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区）

等候，医护人员复核体温、再次询问核对临床症状及流行病学史，

一 4 —

!,. 



. 

通知家长（家属），按照转运预案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

院）或社区”三人小组“初步排查。

3病例若没有前述流行病学史，学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院）或社区”三人小组”的安排下，引导病例去定点医院

发热门诊就医。

4病例若有前述流行病学史中的任一条，临时隔离留观室

（区）学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或社区”三人小组”

的安排下，立即拨打 120 将患者转运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

同时报告当地疾控中心，配合采取进一步的防控措施。

5如无校方人员或家长（家属）陪同，应做好患者转运交接

记录，并将情况上报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组。

6. 临时隔离留观室（区）每天进行常规消毒处理。可疑病例

或发热人员离开后及时消毒处理，方法如下：

(1) 室内空气用含 3%的过氧化氢或 0.2%过氧乙酸或二氧

化氯（浓度按产品使用说明），按 20ml/m3的量采用气溶胶喷雾

方式消毒，作用 30min 后开窗通风。或使用紫外线灯照射 1 小时。

(2) 座椅、台面、诊疗设备表面以及门把手等可能接触到

的物体表面首选 500mg/L-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作

用 30min 后用清水擦净；不耐腐蚀物品可用 75%乙醇局部喷洒擦

拭。也可以用等效的消毒湿巾擦拭。
(3) 地面用 500mg/L- l 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拖拭消毒，

作用 30min 后用清水拖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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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应急消毒措施。如呕吐物、排泄物、分泌物等污染物直接

污染地面和物体，可用含固态过氧乙酸的应急处置包直接覆盖包

裹污染物或用于毛巾覆盖后喷洒有效氯浓度为 10000mg/L 的消

毒剂至湿润，作用 30min 后打包移除到专用垃圾桶。污物污染的

台而和地面应及时消毒，可用有效氯浓度为 1000 mg/L - 2000 

mg/L 的消毒液擦拭或拖拭，消毒范围为呕吐物周围 2 米，作用

30min。建议擦拭 2 逞

8转运车辆消毒。每次转运后对车内窗户、座椅、扶手、吊

环等表面进行消毒，可用 500mg/L- l 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擦拭

消毒，作用 30min 后用清水擦净；不耐腐蚀仪器表面可用 75%

乙醇擦拭。车内空调滤网每周清洁消毒一次，滤网可浸泡于有效

氯浓度为 500 mg/L - 1000 mg/L 的消毒剂 30min后用清水冲净晚

于后使用。密闭无窗车辆应加强车内空气消毒，消毒方法参考室

内空气，消毒结束后开启空调外循环促进车内空气流通。

四、跟踪处置

（一）校方及时跟进被转运人员和外出就诊人员诊疗和健康

状况，相关人员在转运、候诊、诊疗和等待诊断结果全过程均要

做好隔离和个人防护。疫情信息按要求及时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

门、当地疾控中心和社区。

（二）被转运人员诊断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时，立即启动

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预案。

（三）排除新冠肺炎无需留院治疗的师生由学校或家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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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接回，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遗症状者遵医嘱治疗，同时需进

行健康观察至痊愈，并通过校医复核才能复课或返岗。

附件： L学校校医室就诊师生体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流程图

2. 学校校医室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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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校l丢室就诊师生体温筛查、转运及跟踪处置流程图

就诊师生

体温筛查： I. 测证体温； 2. 询问症状和流行病学史； 3. 填写就诊师生筛查登

记表； 4. 提醒患者及陪同就诊人员佩戴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第。

发热、乏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专人引导至临时隔离留观室（区）并复核悄况

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三人小组“初

步排查。

I. 无流行病学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

“三人小组“安排下，引导病例去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就医。

2有流行病学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

“三人小组“安排下，拨打 ]20 将患者转运到

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同时报告当地疾控中

心，配合采取进一步防控措施。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排除新冠肺炎

士

无新冠肺炎可疑症

无流行病学史

进入校医室就诊

做好就诊登记，治愈
并经校医复核后，可

复课／返岗。严禁带病
上课／返岗。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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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因病缺勤登记，

治愈并经校医复核
后，可复课／返岗。严

禁带病上课／返岗。

·卢

另



智

-,-

附件 2

学校校医室就诊师生筛查登记表

（此表应由医务人员填写，减少就诊人员接触分诊台物品）

一、基本信息

姓名：

院系：

身份证号：

联系人（辅导员／亲屈）及电话：

性别：口男口女

班级：

本人联系电话：

二、流行病学史（如有诮在口内打./)

L发病前 14 天内有湖北省及周边地区，或境内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或境外疫悄严重国家或地区

的旅行史或居住史？

否0 是口

2发病前 14 天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刹阳性者）有接触史？

否口 是口

3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湖北省及周边地区，或境内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或圾外疫悄严重

国家或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否0 是巳

4聚娸性发病 (14 天内在小范围如家庭、办公室、学校班级、宿舍等场所，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

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否口是D

5其它需要报告的悄况．

三、临床表现：是否有以下症状？ （如有诮在症状前打 .J, 并坟写具体情况）

口发热，体温．额温（必埴）（

口咳嗽 口头痛 口乏力口皮疹

l·c, 额温升商时测腋温（ )'C 

O呕吐，（ ）次／天 口腹泻，（ ）次／天

口其它症状（诮注明）：

埴表人： 埴表日期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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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中心。
校对人：许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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