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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应急知识 

（一）什么是图书馆突发公共事件 

图书馆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损坏学校财产，危

害人员健康，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

危及图书馆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二）图书馆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 

根据事件的发生过程及性质，图书馆突发公共事件可分

为四类： 

1.自然灾害：主要指因台风、暴雨、地震等原因造成的受

灾事件。 

※ 水灾：风雨的侵袭，水路管道故障等水灾是图书

馆藏书防备的重点。 

※ 地震：图书馆为楼房建筑，馆内人员密集，突遇

地震，极易造成慌乱拥挤的失控局面。 

2.事故灾害：主要因失火、突然停电等造成的事故灾害。 

※ 火情：图书馆图书、报刊、桌椅均为易燃物品，

一旦发生火灾，其蔓延速度很快，极易造成严重

后果。 

※ 停电：因突发原因造成临时停电，对馆内设备、

网络、借还、出入馆秩序等造成不良影响。 

3.治安安全：主要包括失窃、冲突等治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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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窃：图书馆馆藏资源、核心设备、读者财物等

发生失窃，损失后果严重。 

※ 冲突：读者和工作人员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发

生争执冲突，若处理不当，有可能会演变成打架

斗殴甚至群体卷入的恶性事件。 

4.公共卫生 

※ 突发伤病：图书馆内人员出现急症、外伤等危重

患者，需立即组织抢救。 

※ 传染性疾病：传染性强的流行性疾病，极易使图

书馆成为传播场所。 

5.其他 

※ 个人极端行为：是指在内外各种原因引起紧张心

理和情绪反应时, 行为主体所做出的以事情发展

极限为结果的、超越社会规范限度的，对社会产

生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类过激行为、危险行为等。 

（三）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 

2.遭遇突发事件，当值馆员应及时采取科学、积极措施，

应急处理，问清情况，做好记录，并在第一时间向馆领导和

部门主任报告，所有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3.处理问题时应及时果断，把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防

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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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突发事件预案流程 

类型 事件 
第一时间 

报告部门 
应急处理流程 

自然
灾害 

地震 

部门主任 

馆领导 

保卫处 

（1）带班主任组织当值馆员迅速指挥在馆人员利用身边的桌子就
地躲避； 

（2）利用第一次震后和余震发生前的间隙，带班主任负责指挥馆
内人员迅速有序通过安全通道撤离图书馆。 

水灾 

部门主任 

馆领导 

保卫处 

（1）发现水灾隐患，当值馆员应立即上报部门主任，并及时进行
处置； 

（2）若水情紧急，应以最快方式报告部门主任及馆领导，并立即

组织馆内人员迅速有序撤离； 

（3）上报顺序为：部门主任-馆领导-保卫处。 

事故

灾害 
火情 

部门主任 

馆领导 

保卫处 

消防部门 

（1）发现火情，当值馆员应立即发出报警信号，并以最快方式报
告部门主任及馆领导； 

（2）若火情紧急，须立即拨打 119，并组织馆内人员从安全通道迅

速有序撤离； 

（3）上报顺序为：部门主任-馆领导-保卫处-消防部门。 

详情参照：附件 1《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消防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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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 

部门主任 

综合业务部 

馆领导 

总务处 

发生未有通知的突然停电，应立即报告部门主任、综合业务部、
馆领导及总务处水电班。当值馆员问清情况，学习支持部应根据机

房供电情况做好服务器等中心机房设备的保护处理。 

详情参照：附件 2《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停电应急预案》。 

治安

安全 

 

失窃 

部门主任 

分管馆领导 

保卫处 

公安部门 

（1）发现馆内失窃，当值馆员应协助被窃人保护现场，并立即报
告部门主任、分管馆领导及保卫处； 

（2）保卫处负责案件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相关学院和学生处；
（3）若案情重大，须立即拨打 110 报警； 

（4）上报顺序为：部门主任-分管馆领导-保卫处-公安部门。 

 

冲突 

部门主任 

馆领导 

保卫处 

（1）当值馆员应控制事态发展，并立即报告部门主任、馆领导及
保卫处； 

（2）由分管馆领导负责通知学生处、相关学院领导、辅导员、班
主任到场，做好解释、说服、教育和疏导工作，把事件解决在萌芽
状态，解决在局部，解决在校园内，不激化矛盾。 

公共

卫生 

突发 

伤病 

部门主任 

馆领导 

医务室 

（1）当值馆员应立即报告部门主任、馆领导； 

（2）由馆领导或部门主任通知相关学院及学生处； 

（3）若病情严重，及时电告医务室值班医生携带必要药品、器械，
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4）若病情危急，须立即拨打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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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
疾病 

部门主任 

馆领导 

医务处 

执行学校统一部署 

其他 
个人极
端行为 

部门主任 

馆领导 

保卫处 

（1）当值馆员应控制事态发展，并立即报告部门主任、馆领导及
保卫处； 

（2）由馆领导负责通知学生处、相关学院领导、辅导员、班主任

到场，做好解释说明、心理疏导工作，调节其冲动行为，尽量预防、
减轻或消除可能出现的极端行为。 

三、紧急联系电话 

公安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电话：120 

保卫处：020-61648110      020-61648154（校本部） 

0757-29985037     0757-29985038（顺德） 

医务室：020-62786262 （校本部） 

0757-29985282（顺德校区） 

水电班：020-62789213（校本部） 

0757-29985444（顺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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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附件 1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消防应急预案 

为了更好地贯彻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

图书馆各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的特点建立健全各岗位消防

安全制度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并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

人。 

一、消防应急工作组及职责 

组  长：馆长 

副组长：副馆长 

成  员：各部门主任 

主要职责： 

1.健全组织，强化工作职责，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的制定

和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 

2.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各类火险隐患。 

3.加强各类值班值勤，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掌握各种情

况，全力维护正常秩序。 

4.落实各项消防物品、急救物资准备。 

5.加强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好消防安全知识普

及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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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员安排及急救措施 

图书馆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各部门工作人员应按以下应

急小组分工采取紧急救援措施，确保图书馆内人员及财物的

安全，防止损失扩大。一旦火情紧急，图书馆馆员在馆领导

带领下，组织读者有序撤离后，应到楼外等待消防车的到来。 

（一）通讯联络组 

组长：综合业务部主任、顺德校区轮值副主任 

成员：综合业务部、学习支持部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 

1.当值馆员根据监控室主控柜屏板上显示的报警信号

及报警区域做出判断并建议采取有效对策。 

2.根据火灾情况负责实时向馆领导汇报现场情况。 

3.根据火灾情况迅速与学校保卫处联系，并拨打 119 火

警电话。 

4.负责掌握、提供相应救援组织和人员的通讯联络方式。 

（二）疏散引导组 

组长：学习支持部主任、顺德校区轮值副主任 

成员：各部门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 

1.贯彻“救人第一，救人重于救物”，“以引导人员疏散

为主，自主疏散与人员救助相结合”的原则。 

2.现场工作人员得知火警后，听从疏散广播指示，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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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馆内读者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 

3.图书馆各级责任人迅速展开疏散，确认无人员滞留后，

立即向消防应急工作组组长报告。 

（三）灭火行动组 

组长：分管馆领导 

成员：各部门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 

1.迅速发出紧急警报，采取一切手段保障生命安全。 

2.在确保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下，利用学校配置的消防

器材及有关设施，全力进行扑救，减少火灾损失，控制火势，

防止蔓延。 

3.迅速关闭、切断供电系统（应急照明系统除外），防

止滋生其他灾害。 

4.加强对重要设备、重要物品、重要书籍的救护和保护。 

（四）安全防护救护组 

组长：综合业务部主任、学习支持部主任 

成员：各部门工作人员 

主要职责：迅速开展以抢救人员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救护

工作，及时将受伤人员转移至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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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停电应急预案 

图书馆是学校重要的公共场所，馆内设备运行、电梯上

下和计算机系统管理都依赖电力的不间断供应，无提前预知

的临时停电，会给图书资产管理和人员安全造成极大隐患，

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第一条 组织协调，人员到位 

1.当值馆员要迅速向分管领导、学习支持部主任和综合

业务部负责维修馆员报告，同时咨询停电情况，水电班电话：

020-62789213（校本部），0757-29985444（顺德校区）。 

2.在馆领导带领导下，学习支持部主任及时到大厅组织

协调、指挥，其他各部门做好协助工作。 

3.各部门负责人接通知后应及时达到相关地点，听从现

场指挥。 

4.各岗位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服从统一指挥。 

5.停电不超过 1 小时，各级工作人员应积极做好情况说

明，并注意观察馆内情况；停电导致需提前闭馆，各级工作

人员应在积极做好情况说明的前提下，引导读者及时疏散，

安全离开图书馆。 

第二条 停电期间，各岗位工作 

（一）大厅门禁 

1.图书馆大厅放“停电”提示牌。 

2.关闭设备电源，引导读者有序出馆，并停止进馆。 

3.大厅当值馆员主守出口，做好情况说明，严防未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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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馆。 

（二）总服务台 

1.停止借还等各项服务。 

2.注意未充磁等各类图书分开摆放。 

（三）阅览区 

加强巡视，掌握阅览区域相关情况，发现意外情况及时

报告、处理。 

（四）电子阅览区及机房 

1.断开电源总开关，注意阅览区设备的安全保护。 

2.关闭服务器。 

3.注意检查机房供电情况，做好相关保护工作。 

（五）电梯、楼梯 

1.及时疏导滞留电梯内的人员撤离，敲门告知未撤出人

员保持冷静，并迅速与电梯管理员联系进行营救。 

2.楼梯拐弯处是易发挤踏地段，应安排专人指挥。 

（六）语音广播系统 

1.如需提前闭馆，监控室管理人员应将语音系统调至人

工控制档，并口述提示语。 

2.离馆提示语：读者朋友，现在是临时停电闭馆，请大

家保持安静，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离馆；下楼梯时，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应急灯照明时

间有限，请大家尽快离开图书馆。 

（七）闭馆后续工作 

值班人员应在闭馆后进行仔细巡查，避免有人滞留馆内，

复查水电开关及门窗是否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