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湘教通〔2022〕215号

关于做好 2022年秋季开学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各普通高等学校：

当前，国外疫情仍然高位运行，隐匿性、传播性更强的变异

毒株不断出现，国内多个省份出现规模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严峻复杂。暑期师生员工流动大，疫情防控不确定性因素多，

疫情传播风险高、防控难度大。为保障 2022年秋季开学工作平稳

顺利和师生员工健康安全，现就做好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通知

如下：

一、切实落实防控责任，科学谋划开学工作

1.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将做好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一把手亲自抓、

负总责，全面落实各方防控责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落实

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履行好主体责任，教育

引导好师生员工落实个人防护责任。在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导

下，提前谋划、因时因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秋季开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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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

术方案（第五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等文件以及属地疫情防控要求，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

际，制定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统筹做好开学

安排，细化疫情防控措施。

二、完善平急转换机制，进入随时应急状态

1.完善学校疫情防控策略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适时调整学校疫情防控各项具体规定和措施，切实做到保障校园

安全稳定与加强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坚持疫情防控与教育事业发

展统筹推进。

2.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始终保持和属地疫情防控指挥

部、卫生健康部门、疾控和医疗机构的紧密联系，形成“点对点”

协作机制。完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加强防控人员技术培训，

及时掌握属地疫情防控政策规定，动态调整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各项工作制度，确保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人员熟练掌握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具体工作要求、应急处置技能

等，在面对秋季开学各种突发状况时能冷静处理、科学应对。

3.开展应急演练。学校应在开学前组织开展多场景、实操性疫

情防控应急演练，确保学校开学工作方案科学可行，确保开学工

作各环节安排合理、衔接顺畅，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立即启动应

急响应、应对措施和处置流程清晰明了。

4.做好风险人员排查。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关注疫情和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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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区发生发展变化，及时开展风险人员主动排查。在开学前 10

天要对所有师生员工暑期感染者接触情况和风险区域旅居史进行

一次全面排查。当前要对有 7月 23日以来海南省、新疆自治区，

7月 24日以来内蒙二连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集宁区，7月 29日以

来浙江义乌市、金华市浦江县、东阳市、绍兴市诸暨县，7月 31

日以来重庆市合川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8月 1日以来西藏旅

居史（后续根据疫情形势及时调整）的师生员工进行排查，督促

其入（返）湘前及时向社区、学校报备，并落实相应健康管理要

求，确保在开学前及时消除各类人员风险隐患。

5.加强自查督查。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开学前对学校秋季开学疫

情防控工作准备情况、各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自查。各高校

分片互查工作组要在 8月 30日前按原定分工组织开展一次分片互

查，督促各高校补漏洞、强弱项。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卫生健康

部门、疾控机构对属地学校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一次全覆

盖督查，要督促承担教师培训任务的机构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疫情防控方案，适时调整线下培训举办时间。各地各校对发现

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到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准备不

充分、措施不得力或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学校不得开学。

三、加强宣传教育，督促师生员工落实个人责任

1.加强疫情防控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疫情防控工作告知书、

海报、电子宣传栏等多途径、多方式，告知师生员工最新疫情防

控政策及返校返岗要求，倡导遵守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强化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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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提升健康防护技能。中小学、

幼儿园要加强家校沟通，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校联系群等多种

方式，将有关要求提前告知学生家长。

2.加强健康监测和行为自律。组织所有师生员工加强开学前

10天健康监测，排查本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开学前 10天旅居

史和身体健康状况，做到一人一档、不漏一人。秋季开学人员分

类处置原则见附件 1。引导师生员工近期直至开学前减少参加聚会

聚餐等聚集性活动，不去发生疫情的市（地、州、盟）。原则上

在外省的教职员工要在开学前 10天返回本省。

3.强化返程安全。学校正式确定和通知开学时间前，学生未经

审批原则上不得提前返校。确需提前返校的，应履行报批程序。

省外返校师生员工必须在返校前，至少提前 1天通过湖南居民健

康卡“入湘报备”功能向社区进行报备，同时按照学校管理要求

向相关管理人员报备。省外返校师生员工需有 48小时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入湘，并在第一入湘点完成落地检工作，务必保证入湘后

24小时内完成 1次核酸检测。返校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

候车（机）室等人员密集场所时须全程佩戴口罩，尽可能保持安

全距离，中转尽可能减少逗留并尽量不去路线外的其他地点。引

导师生员工进入公共场所自觉扫场所码。

四、错时错峰开学，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1.各地各校要统筹安排，错时错峰开学。中小学、幼儿园以县

市区为单位分校分学段错时错峰开学，高校在市州疫情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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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指挥部）统筹指导下分校分年级错时错峰开学。分批错峰

返校，加大老生返校与新生报到时间间隔；做好新生接送、报到、

注册等各环节防护。

2.明确暂缓返校人员范围。健康码异常人员、境外返回自我健

康监测尚未结束人员、近 10天有疫情发生市（地、州、盟）旅居

史人员、本人或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经当地疾控机构或社区认定

告知为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可能暴露重点人群（时空伴

随人员）的，以及经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判定存在疫情防控风险人

员暂缓返校。有发热、咳嗽、腹泻、嗅觉（味觉）减退、皮疹等

症状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治愈后持医疗机构开具的复课证明返

校。

3.有序组织报到入学。优化报到入校流程，避免开学时人员扎

堆、聚集。要求所有师生员工规范佩戴口罩，严格查验健康码（场

所码）、行程码以及检测体温，询问有无干咳、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等疑似症状，查验返校返岗的师生员工 48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设置临时隔离点，发现异常人员第一时间引导

至临时隔离点进行应急处置。除幼儿园外，开学报到时，学生家

长原则上不进入校园。

4.各地各校在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开学后 3天内

应组织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不得向师生员工个

人收取核酸检测费用。后续是否进行师生员工核酸抽检、抽检比

例和截止时间，由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统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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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好常态化防控，加强学校公共卫生管理

1.加强校门管理。全面把控进出校园通道，做到专人负责、区

域划分合理、人员登记排查记录齐全。高校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

实施便捷的进出校门管理机制，对进校人员严格核验身份、查码

测温，所有人员健康码和体温正常、佩戴口罩方可进入校园；合

理设置快递收发点，加强对外卖配送和快递人员核查登记与管理，

加强冷链食品包装、国内国际邮件预防性消毒。中小学校、托幼

机构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进出校门需佩戴口罩、核

验身份并检测体温，来访人员还需验健康码、行程卡并进行登记，

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2.落实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晨午检制度、因病缺勤追踪

登记制度、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健康管理制度、传染病防控健康

教育制度、通风消毒制度、环境卫生检查制度和免疫预防接种查

验制度等。做好师生员工尤其是食堂工作人员、保安、保洁等人

员每日健康监测。

3.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要求，根据上级疫情防

控政策及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避免采取简单化、一刀切、

层层加码防控措施。

4.加强校园环境整治和清洁消毒。各校开学前要对校园进行一

次彻底卫生大扫除，有效防止病媒生物滋生、繁殖和扩散，最大

限度避免病媒生物危害发生。对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体

艺场馆、办公楼等师生员工经常出入的公共场所进行预防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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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必要的门窗改造、增加机械通风设施等措施提前对教室、食

堂、宿舍、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通风换气。开学后，每天对教室、

食堂等公共场所以及门把手、楼梯扶手、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物

体进行两次及以上消毒。加强室内场所通风，在天气允许和保障

安全前提下，室内场所尽量保持开门开窗通风透气。

5.加强防疫物资保障。学校适时清理、盘底、添置疫情防控物

资，储备好可供使用 1 个月以上的疫情防控物资；规范配备临时

隔离室；对学校测温设备进行及时检修、维护和校正，确保测温

准确；按要求申领使用场所码，校园对外每个通道都必须设置场

所码，张贴在进出通道醒目位置，且安排专人负责督促确保凡进

必扫。

6.在国内疫情形势未明显缓和前，原则上非必要不组织大型室

内聚集性活动。各地各校暂不举办跨省会议和大型活动，确需举

办的，须报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审批备案，参加人员全程规范佩

戴口罩，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六、加强多病共防，缓解疫情防控压力

今年冬春季我国存在流感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发生的风

险，秋冬季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带

来难度。各地坚持“多病共防、人物环境同防”，统筹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及其他传染病防控和学校食品饮用水安全管理工

作。持续引导和督促符合接种条件的师生员工尽早就近完成新冠

疫苗全程接种和疫苗加强针接种；要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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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的宣传，督促加强流感疫苗接种；秋季开学，小学和幼

托机构应严格落实接种证查验工作，对入学新生没有完成免疫规

划疫苗接种的，督促予以补种。预防流感等传染病在学校内的暴

发流行。

七、做好人文关怀，回应合理诉求

加强对暂未返校师生员工的人文关怀，指导其在政策允许的

范围内尽早达到返校条件，妥善安排好学生暂未返校期间的学习。

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宣传解释沟通，及时回应师生员工合理诉求和

关切，做好心理疏导，积极帮助师生员工解决学习、工作、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

各市州教育（体）局在 8月 22日前、各高校在开学 1周前将

2022年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报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办邮箱。

各地各校开学期间发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疑似病例、

确诊病例要第一时间向属地以及省教育厅疫情防控办报告。

联系人：张志敏，电话及传真：0731-82203435，邮箱：

hnjyttwc@126.com。

附件：1.秋季开学人员分类处置原则

2.致全体师生员工告知书（参考样本）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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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秋季开学人员分类处置原则

1.开学前 14天内无境外旅居史、开学前 10天内无疫情发生省

（市、自治区）旅居史、湖南省居民健康码为绿码、无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的师生员工可正

常返校。

2.省外返校师生员工需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湘，

并在第一入湘点完成落地检工作，务必保证入湘后 24小时内完成

1次核酸检测。省外返校师生员工返校前通过湖南居民健康卡“入

湘报备”功能向社区进行报备。

3.开学前 14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师生员工，需在入境后完成

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4天自我健康监测后。自我健康

监测期间原则上不与学校其他人员同住，密切关注自身身体健康

状况，尽可能减少出行以及前往公共场所，必要出行全程佩戴好

口罩，并在第 4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集中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

监测地不在学校属地的境外返回师生，要严格实施相应健康管理

和核酸检测。

4.开学前 10天内有国内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需在脱

离风险区后，完成 7天集中隔离+3天自我健康监测后，凭湖南省

居民健康码绿码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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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学前 10天内有国内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需在脱

离风险区后，完成 7天居家隔离+3天自我健康监测后，凭湖南省

居民健康码绿码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6.开学前 10天内有发生社区传播疫情的县区、发生较为严重

疫情的市州、大面积疫情流行的省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需在脱

离风险区后，参照有国内中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执行。

7.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

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治愈后持医疗机构开具的复课证明返校。

8.确诊病例治愈出院后，以及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后，均应继续进行 7天居家健康监测，结束后方可返校。

9.开学时对全体师生员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10.对暂不能返校的师生员工，学校要建立台账掌握其健康状

况和旅居史情况，加强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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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致全体师生员工告知书
（参考样本）

全体师生员工、各位家长：

为全力做好 2022年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和开学准备工作，保障

广大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高等学校、中小学

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五版）》《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等文件要求，现将我省 2022年

秋季开学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告知如下，请全体师生员工和家长遵

照执行。

一、开学返校前疫情防控要求

1.请全体师生员工密切关注疫情情况和全国高中低风险区变

化，不去疫情发生的市（地、州、盟），不到人群密集和空气不

流通场所，不参与聚集性活动。原则上在外省的教职员工要在开

学 10天前返回湖南省。

2.请全体师生员工关注湖南省居民健康码状态。湖南省居民健

康码异常人员、境外返回自我健康监测尚未结束人员、开学前 10

天内有疫情发生市（地、州、盟）旅居史人员、本人或密切接触

的家庭成员经当地疾控机构或社区认定告知为密切接触者等涉疫

人员尚未排除风险的，以及经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判定存在疫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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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风险人员的暂缓返校。

3.请全体师生员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开学前 10天内一旦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疑似症状，

请立即主动上报，并按要求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避

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时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如实告知个人

旅居史、接触史。治愈后持医疗机构开具的复课证明返校。

4.为科学应对疫情，请全体师生员工日常要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做好个人卫生、保持社交距离”，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加强

体育锻炼，保持良好心态。

二、开学报到时疫情防控要求

1.省外返校师生员工返校前，至少提前 1天通过“湖南居民健

康卡—入湘报备”报备行程，并主动向社区报备，同时按照学校

管理要求向相关管理人员报备。省外返校师生员工需持 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返湘，在第一入湘点完成落地核酸检测工作，务必

保证入湘后 24小时内进行 1次核酸检测。

2.全体师生员工返校途中做好个人防护，提前做好路线规划，

尽量选择自驾或直达的交通工具，避免途经有本土疫情发生地区

和高中低风险区，全程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 1 米以上的

社交距离。

3.开学报到时，全体师生员工均需规范佩戴口罩，避免人员扎

堆、聚集。配合查验湖南省居民健康码和行程码，测量体温。除

幼儿园外，开学报到时，学生家长原则上不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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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学后疫情防控要求

1.开学时全体师生员工要配合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此后按

照要按照属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2.全体师生员工进入校门时要配合做好核验身份、查验场所

码、测量体温。

3.全体师生员工做好每日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要第一时间报告。

4.符合接种条件的师生员工要尽早就近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

种和疫苗加强针接种。对入学新生没有完成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

应尽快补种。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了确保秋季顺利开学，让我们行动

起来，为抗击疫情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