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2018〕162 号 

 

海洋科学学学院关于印发《海洋科学学院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团队、实验室、办公室： 

经学院 2018 年第 13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修订，现将《海

洋科学学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2018 年 11 月 19 日 

（联系人：汪帼英，联系电话：0756-3668927） 



 

海洋科学学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

细则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2016 年第 9 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2017 年第 8 次党政联席会第 1 次修订，2018 年第 13 次党政联席会

议第 2 次修订） 

 

为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责任制和应急机制，加快推进院

系办校，根据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方案》《信

息与网络安全保密管理办法》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等有关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并修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总则  

1.工作原则：以人为本，积极预防；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科学规范、依法处置；把握主动，正确引导。 

2.适用范围：实验室安全事故、学生安全事故、学生心

理危机干预、信息与网络安全事件，学生野外实习、重大活

动及敏感时期安全稳定突发事件。 

第二条 安全管理责任体制  

1.院长是本学院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学院安全工

作负全面责任。学院成立安全管理工作小组，组长由学院院

长和书记共同担任，学院分管安全的院领导担任副组长，成



 

员包括全体院领导和学院党委委员、学院全体行政人员和实

验（工程）技术人员，学院党政办主任为工作小组秘书。 

2.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职责：根据有关规定和学院具

体情况，负责落实安全保障器材、设施、人员等事宜，开展

相关知识的宣传工作；加强安全管理，将安全工作列为学院

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

和执行工作；做好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的报告、警示，增强

抵御洪水、风暴等自然灾害对学院造成危害的能力；落实学

生活动（由学校统一安排的实习实践、社会调查、聚会聚餐、

公益活动、参观访问、竞技比赛等）的保险；在发生实验室

安全事故、信息与网络安全事件、学生非正常死亡等突发事

件情况下，承担应急处置小组相关职责，启动应急预案，实

施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对与处置工作，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

门报告突发事件的进展与处置情况；组织落实隐患整改，配

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对突发事件原因的调查工作；根据突发

事件的性质及所造成的后果，提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的

建议。 

3.学院下属各二级单位（科研团队、研究所/中心、工作

室、野外实习实践教学组，下同）负责人是所在二级单位安

全第一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本单位特点，制定具体

安全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本

单位安全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工作，以及教职员工和相应学生



 

的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负责本单位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和

安全稳定突发事件等的报告、警示，并组织落实隐患整改和

配合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和安全事故处置工作；指定工作认真

负责、熟悉安全管理规定、技术规范和应急处置业务的专职

人员担任本单位安全员，负责检查日常活动，监督安全管理

制度、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负责安全日志和安

全事故记录，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向本单位负责人以

及学院报告。学院各二级单位安全负责人一览表见附件 1。 

4.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其主要职责是：将学

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贯彻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防范

学术不端行为；关心关爱学生，加强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随时了解每一个研究生的学业情况、学术进展和身心

健康状态，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好研究生引路人。  

5.突发事件发生后，任何人员在未经领导许可的情况下，

不得擅自通过微信、微博等途径对外发布信息，不得擅自接

受媒体记者采访。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及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实验室安全突发事件是指在实验室范围内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

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两类。自然灾害：

主要包括洪水、风暴、雷电、冰冻、地震等非人为因素而形

成的灾害；事故灾难：主要包括易燃易爆物、废弃物、放射



 

性物品、水、电等，由于使用不当等人为因素而引起的灾害

事件。 

2.实验室安全突发事件处置措施。突发事件发生后，实

验室负责人应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将有关情况

报告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在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统一

部署下，按照工作原则，快速作出应急反应和措施：组织营

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迅

速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和危险源，划定危害区域并加强巡逻；

针对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害，封闭、隔离有关场所，中止

可能导致损害扩大的活动；抢修被损坏的供水、供电、供气

等基础设施。采取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以有效

控制事态发展。 

3.应急保障。消防应急设备必须有专人负责管理，做到

定点放置，定时检查更新，确保消防设备随手可拿，拿来可

用，保证消防应急设备处于良好的待命工作状态；平时注重

组织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学生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

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学习，增强危机防备意识，提高应急基

本知识和技能；平时要注重演练，让大家做到“三知”，即

知消防设备放置地点，知如何使用消防设备，知撤离路线；

在实验室或工作室应储备一些救护器材与药品如：尼龙绳、

手电筒、毛巾、药棉、纱布、胶布、止血贴、生理盐水、解

毒剂等；当发生实验室安全突发事件时，应迅速采取自救、



 

互救措施，及时疏散无关人员，避免对人员造成更大伤害；

对于前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或超出事件发生单

位处置能力需要学校协调处置的，及时上报学校，由学校有

关部门指导开展处置工作。发生严重事故时，应立即报警。 

4.善后工作。做好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救助工作；及

时查明事故原因，严格信息发布制度，确保信息及时、准确、

客观、全面，维护正常教学和生活的秩序；全面检查设备、

设施安全性能，检查安全管理漏洞，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事故再次发生；配合公安机关做好事件

侦察工作。 

第四条 学生安全及非正常死亡事件应急预案 

1.学生在外住宿管理。学生确因学习或生活等需要在外

住宿的（注：“在外住宿”指的是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学生公

寓或宿舍房间以外的场所住宿），须向所在二级单位（科研

团队、研究所/中心、工作室、野外实习实践教学组，下同）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各二级单位受理学生申请后进行初审，

初审通过后，提交学院审批；学院审批过后，由二级单位与

批准在外住宿的学生签订协议；校外住宿学生可结合本人意

愿决定是否退宿。未经学校和家长（或监护人，下同）同意，

擅自在外住宿者，一切后果自负。学生校外住宿需提交《海

洋科学学院学生在外住宿申请表》（见附件 2）和租房合同

（住亲戚或住家里的申请者无需提供）。因在外住宿引发的



 

一切后果和责任，由申请人和家长承担。 

2.师生聚餐安全规定。师生参与的聚餐活动，不得饮用

任何酒类，饮用其他饮料时要适度；严禁师生在教学安排及

工作期间饮酒，严禁师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酗酒，对酗

酒者和酒后肇事者，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3.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措施。学生非正常死亡是指

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

伤、酗酒、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

为事故致死。事发后，学院党委副书记和辅导员应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并向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汇报、联

系家长（或监护人，下同）；应在事件发生后 1 小时内向学

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党委办公室报告，交代清楚事件发生的

时间、地点、人员信息、经过、当前情况等，并随时跟踪续

报事态进展及处置情况，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在学校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协助家长做好事件调查；做好相关学生的情绪

稳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提供信息给宣传部门做好舆论工作；

协助家长做好保险理赔，与家长协商抚恤金、签订协议等事

宜。 

4.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善后工作。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

处置完后，应继续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在事

件处置完毕后一周内，将完整报告提交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



 

内容应包括事件的时间、地点、人员信息、详细经过、结果、

处置措施、最终结果、原因分析和经验总结。  

第五条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方案 

1.高关怀干预对象：因遭遇突发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

异常的学生，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失恋、受到自然或社会

意外刺激等；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

患有严重心理疾病，如抑郁症、恐怖症、强迫症、精神分裂

症等疾病的学生；患有严重疾病、个人很痛苦、治疗周期长

的学生；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学

习生活压力过大、学习困难而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家庭经

济贫困、负担重、深感自卑的学生；性格过于内向、孤僻、

缺乏社会支持的学生；人际关系失调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

的学生；因身边同学出现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产生恐慌、

担心、焦虑、困扰的学生；毕业生中就业困难、考研失败及

各种原因无法正常毕业的学生；一年级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二、三年级多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过度迷恋网络（含网络

成瘾）的学生；其他有情绪困扰、行为异常的学生。 

2.高危干预对象：流露出无助或无望的心情或无价值感，

直接或间接表达过轻生或厌世的想法和念头；谈论与自杀有

关的事或开自杀方面的玩笑，谈论自杀计划，包括自杀方法、

日期和地点、易获得的自杀工具等；突然把个人有价值、有

纪念性的物品送人，或与亲朋告别；出现突然的、明显的行



 

为改变，如曾经情绪一直不好，突然变得很平静，甚至比较

高兴了；睡眠、饮食或体重明显增加或减少、过度疲劳，体

质或个人卫生状况下降；易被激惹，过分依赖，持续不断地

悲伤或焦虑，常常流泪；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下降、经常缺

勤，孤僻、人际交往明显减少；无缘无故地生气或与人敌对；

频繁出现意外事故。 

3.及时报告与初步评估。一旦发现高关怀或高危干预对

象，要及时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报告，辅导员及学

院党委副书记应尽快与该学生进行面谈，了解学生的具体情

况。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对高关怀或高危干预对象

的危机状况进行初步评估后，按照中心的建议采取后续跟进

措施。 

4.通知家长（或监护人，下同）。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咨询中心初步评估，发现学生为疑似心理障碍患者，应尽快

通知家长来校，在家长知情并同意及陪伴的情况下，由辅导

员陪同家长送学生到精神专科医疗机构进行诊断。若发现学

生可能有自杀风险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时，应尽快通知家长

来校，紧急情况时可在家长知情并同意及授权（注意保存授

权材料：如电话录音、传真等）的情况下，由辅导员和学院

党委副书记在保卫部门人员的陪同下，送学生到精神专科医

疗机构办理住院治疗。若学生已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

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潜在危险时，



 

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马上联系学校保卫部门、120 等，

并通知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直接收治患者，及时将实际情况通

报家长。 

5.做好监护。在将学生安全移交给家长之前，学院须对

高关怀或高危学生实行 24 小时监护。具体要求：监护学生

时，须至少有 2人同时在场，其中一人为保卫部门人员；负

责监护的人最好是该生熟悉并信任的人员（不能安排任何学

生参与监护，要接受简短的培训并已掌握监护注意事项）；

家长到校之前，安排学生住在一楼的房间，同时要拿走可被

用作自杀工具的物品（如管制刀具、玻璃或由玻璃制成的易

碎品、有毒药品、绳索等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危险的物品），

确保该生生命安全；若出现心理障碍急性发作，应立即采取

措施予以制止，马上联系学校保卫部门、120 等，并通知其

监护人，在监护人授权的情况下将其送往精神专科医院接受

治疗，与家长保持联系并及时将实际情况通报。 

6.做好善后工作。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指导

下，协助经历危机的学生处理危机遗留的心理问题，使其尽

快恢复心理平衡，尽量减少由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心

理疾病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须持有三级甲等医院精神

专科医生的康复诊断证明，方可按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办理复

学手续。 

第六条 学生野外实习安全应急预案 



 

1.实习前的安全教育。学生参加野外实习教学活动时，

坚持“安全第一”原则。实习组会议、动员会、总结会要把

突发应急预案教育内容（重点进行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安全）

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引起学生高度重视，重点强化对学

生的交通突发应急预案、食品突发应急预案、传染疫情突发

应急预案、自然灾害突发应急预案、消防教育和火灾发生后

的自救互救知识的教育，增强学生突发应急预案防范意识。

实习前需落实参与学生签署野外实习安全协议（见附件 3）。 

2.应急识别。当下列情况发生时，应判定为安全事故、

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包括：火灾、爆炸、食物中毒、

溺水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事故、突发急病、人员走失

（失踪）、工伤、破坏设备、打架、野外安全、各种疫情，

以及盗窃、聚众打砸抢、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等。 

3.处置程序。在现场的学生或发现者应立即向野外实习

带队老师报告，迅速采取自救和救援措施，并根据事故的具

体情况拨打 120、110、119 、112、122 等电话或送医院处

理。实习带队教师要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故具体情况，做好学

生思想工作，维持秩序，及时向领导汇报。学院安全管理工

作小组进一步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后，由分管安全学院领

导前往现场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

进一步扩大，协助有关部门跟进处置后续工作，并向学院安

全管理工作小组续报事态进展及处置情况，直至事件处理完



 

毕。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根据事故、事件发生情况，研

究处置办法，协助相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工作。如遇重大

事件，及时上报学校，按学校应急救援方案处理。 

4.防范监控。实习带队教师必须加强学生在外实习的组

织和管理，严格遵守野外实习相关规章制度；每天都要组织

安排带队教师值班巡查，落实查思想、查纪律、查隐患为主

要内容的检查，具体检查电器装备、突发应急预案装备及消

防设备等，对防火、防暴、防台、防雨、防洪、防雷电、防

暑降温、防风、防摔、防坠落等工作进行检查；严格实习过

程的点名制度，发现外出学生及时查找；严格休息期间的学

生管理工作，小组外出活动，配备教师参与；在外出时，做

好突发应急预案教育，严密组织，确保突发应急预案有效落

实；遇到突发情况，学生去留由野外实习教学组统一安排，

任何学生不得擅自行动；确保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得到有效监

控和及时处理。 

第七条 其他安全稳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发生学生在校园内集会、游行：学院党委副书记和辅

导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牵头组织班

主任、导师、辅导员采取适当方式，平息事态，并视情况做

好相应的思想工作。  

2.学生聚众出校示威游行：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年级辅导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及相关二



 

级单位负责人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协助劝阻，并与其他相关部

门积极配合；学生未出校门时在场人员首先坚决阻拦，班主

任、导师、辅导员到场劝阻和疏导参与人员，重申国家游行

示威法的相关规定，力求把事态控制在校内；一旦失控，学

院领导、班主任、导师、辅导员和二级单位相关人员应跟随

队伍掌握情况，持续劝阻，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混入破坏。

对违法行为及时取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违法人员。  

3.发生建筑物坍塌、灾害、集体事故等重大活动安全稳

定突发事件：活动负责人员迅速组织人员抢救伤员，迅速组

织师生有序撤离事故现场，清点统计人数；迅速将事件发生

时间、地点等相关情况向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报告；学院

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启动应急预案，向

全院师生发布险情简报，提出应急时期纪律要求和防范措施；

迅速划定现场保护范围，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必要时与当事

人员的家属及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协助做好救援

工作；进行现场勘查；做好善后工作。 

4.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当发现网站出现不良信息或网

络病毒时，以及发现网络被非法入侵、网页内容被篡改，应

用服务器上的数据被非法拷贝、修改、删除，或通过入侵检

测系统发现有黑客正在进行攻击时，使用者或相应网站责任

人应立即断开网络，并立即报告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小组和学

校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及时清理系统、恢复数据、程序，



 

尽力将系统和网络恢复正常；情况严重的，上报学校相关职

能部门，请求支援。 

5.互联网安全稳定事件：当发现学院师生通过互联网群

组、用户公众账号、论坛社区等，发布、传播或跟帖评论有

违公序良俗，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

时，相应责任人应立即向发布者（传播者、跟帖评论者）指

出，责令其予以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报告学院安全

管理工作小组；情况严重的，上报学校领导。 

第八条 附则 

1.本细则由海洋科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发布，自颁

布之日起试行。 

2.本细则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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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洋科学学院各二级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一览表 

单位名称 所在位置 责任人 

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411室 
王东晓 

胡  湛 

海洋生物养殖与环境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311室 

东校园生命大楼2楼202-210 

何建国 

郭长军 

海洋地质与地球化学研究所 

海洋地质与矿产资源团队 

珠海校区教学楼B414、B416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204室 
孙晓明 

海洋石油与矿产资源研究所 

边缘海盆地构造与油气田团队 

珠海校区教学楼B401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102室 

夏  斌 

万志峰 

生物有机地球化学研究所 

海洋生物制品创制团队 

珠海校区教学楼B409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202a室 
王江海 

河口海岸研究所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103室 杨清书 

近岸海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海洋湍流混合与泥沙输移团队 

珠海校区教学楼B410、B412室 

广州校区南校园341栋陈嘉庚堂 
吴加学 

海洋环流与物质输运团队 
珠海校区海滨红楼8栋107、

109、111、113、115、117室 

龚文平 

贾良文 

生物海洋学与生态学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309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203室 
殷克东 

海洋化学与污染控制研究所 

海洋污染与海气交换团队 

珠海校区教学楼B413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楼B202b室 
邹世春 

海洋保护生物学研究所（I） 珠海校区教学楼A412-A413 吴玉萍 

海洋保护生物学研究所（II） 珠海校区教学楼A409-A411 易梅生 

海洋天然产物化学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413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南实验楼E203 
刘  岚 

计算海洋科学与海洋模型研究所 

海洋过程综合模拟与观测团队 

珠海校区海滨红楼8号114、

116、120室 

广州校区东校园工学院楼B104b 

来志刚 

海洋微型生物生态与物质循环研

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402、B404室 龚  骏 

海洋生态环境遥感研究所 
珠海校区海滨红楼8号108、

110、112室 
赵  俊 



 

海洋生态基因组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313室 卢建国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 珠海校区教学楼B311室 罗一鸣 

海洋科学学院网站 网址http://marine.sysu.edu.cn 汪帼英 

广东省海洋资源与近岸工程重点

实验室网站 
网址http://marinelab.sysu.edu.cn 孙晓明 

国家海洋生物天然产物化合物库

网站 
网址http://mnpd.sysu.edu.cn 刘  岚 

微信平台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中大海院学

生会、中大海精灵、中大嗨排 
潘云智 

野外实习实践课程教学 各课程相应野外实习教学点 
带教老

师 

学院教工事务 
学院教师微信群、学院教师QQ

群，互联网舆情 
韩墨香 

学院学生事务（研究生、本科

生） 

宿舍、教室等学生活动场所，微

信群、QQ群、互联网舆情 
潘云智 

学院办公室（珠海校区） 珠海校区教学楼A401-A406 汪帼英 

学院办公室（广州校区） 
广州校区东校园南实验楼E202 

广州校区南校园253栋副楼104室 
韩墨香 

海洋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珠海校区教学楼A414-A437 宁  曦 

 



 

附件 2 

海洋科学学院学生在外住宿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申请理由

及承诺书 

我是_________（姓名），身份证号为________________，现住在______校

区_______楼（或楼号）_______（房号）。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申请在外住宿。本人确保申请在外住宿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保证在

外住宿期间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制度，定期向辅导员和导师（班

主任）汇报在外住宿情况。在外住宿期间，引发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本人和

家长（或监护人）承担。 

本人签名：                联系手机： 

                                  日期： 

在外住址 

房东意见 

在外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附租房合同） 

我同意___________（学生姓名）租住。 

房东签名：            联系手机： 

                  日期： 

家长/监

护人知情

同意书 

我是___________（学生姓名）的家长（或监护人）______________（家长

或监护人姓名），我与________（学生姓名）是________关系。________（学生

姓名）向学院申请在外住宿，我已知情并同意其在外住宿。在外住宿期间，引

发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其本人和家长（或监护人）承担。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联系手机： 

工作单位：                             日期： 

二级单位

意见 

导师或班主任意见（研究生由导师填写

意见，本科生由班主任填写意见）： 

 

签字：         日期： 

辅导员意见： 

 

签字：         日期： 

学院意见 

分管学生工作院领导意见： 

 

签字：         日期：           



 

附件 3 

海洋科学学院学生野外教学实习安全协议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按照培养计划组织各年级本科生开展暑

期野外实习实践课程。按照实习大纲组织实施野外教学实习内容，安

排实习教师和管理人员，安排实习期间的交通、食宿，制定实习安全

的相关规定和纪律，负责实习期间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管理，购买实

习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保证野外教学实习过程正常有序进行。 

参加学院野外教学实习的学生，必须愿意服从海洋科学学院关

于野外教学实习的有关安排，认真参加并完成规定学习任务，自觉遵

守学院教学实习的各项规定和纪律。不擅自离队活动；不私自到海滨、

河流、水库、水塘等地方游泳；不吸烟、不喝酒、不酗酒，不私自购

买食用不洁食品，不滋事；不在公路逗留；不擅自捕捉和玩耍有毒有

害生物；乘车、住宿和实习过程中注意自我保护和防范并服从教学实

习带教老师的安排，不做违反实习纪律的事。如果因学生本人违反有

关规定和纪律，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                 学生（签字）： 

实习带教老师（签字）： 

 

实习带教负责人（签章）： 

     

201__年____月____日                201__年____月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