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名称 上课方式 课程内容
课程费用
(RMB)

备注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交流在线课程 在线
5次课+1次结业

报告

4,800元
（11月30日之前

报名本协会提供奖
学金1,000元）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
结业证书、优胜小组获得

推荐信

2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在线课程 在线 6次课 3,800元
由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颁发

结业证书

3 香港医疗在线课程 在线
4次课+1次结业

报告
2,000元

由国际健康促进协会颁发
结业证书

4 香港大学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大学深圳教学中心

（实地）
6天 8,800元

由香港大学颁发
结业证书、优胜小组获得

推荐信

5 澳门科技大学医学交流项目
澳门科技大学

（实地）
7天 5,800元

由澳门科技大学颁发
结业证书

*注：可根据学校需求个性化定制在线/实地出国（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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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月30日（星期六)     注：未达35人不开班
                                                                            

讲座时长：每天各一节2小时讲座

授课形式：腾讯会议在线授课/zoom在线授课

授课语言：英语（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课程证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结业证书，优胜小组获得推荐信
                                                                                                                      
课程费用：4,800元人民币   （11月30日之前报名本协会提供奖学金每人1,000元人民币）

1月25日（星期一） 1月26日（星期二） 1月27日（星期三） 1月28日（星期四） 1月29日（星期五） 1月30日（星期六）

Introduction of 
Singapore Medical 

System
新加坡医疗系统简介

Family and Community 
Medicine

家庭与社区医疗

• Ambulatory Paediatrics
儿科门诊

• Integrated Care for Elderly
老年综合护理 

Psychological Medicine
心理医学

I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

Clinical Skills Foundation 
Programme
基础临床技能

Final presentation
小组课题演示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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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2021年1月或2月（注：未达35人不开班）

讲座时长：各一节2小时讲座

授课形式：腾讯会议在线/zoom在线授课

授课语言：英语

对英语成绩不作强制要求，可根据自身英语水平进行项目选择

课程内容：待定

课程证书：由香港大学牙医学院颁发证书

课程费用：3,800元人民币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9:00
-

11:00

口腔专业课程一 口腔专业课程三 口腔专业课程五

14:00
-

16:00

口腔专业课程二 口腔专业课程四 口腔专业课程六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u 该课程面向全球口腔专业学生，届时将会与来自全球的口腔医学生一同在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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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

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1月31日（星期日）、2月4日（星期四）

                                                                                      注：未达35人不开班

讲座时长：每节3小时讲座

评分标准：
l出勤率：40%
l小组课题演示：60%
l演示评分标准：

Ø课题演示内容组织
Ø课题演示技巧
Ø批判性思维

授课形式：腾讯会议在线授课

授课语言：普通话

课程证书：由国际健康促进协会颁发证书

课程费用：2,000元人民币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课程一：

《香港医疗卫生服务》讲座
课程三：

《香港老人特色医护服务》讲座

结业报告
   - 小组课题演示
    -老师点评

下午

课程二：
《全球疫情大爆发、从多国应
对看危机处理的战略》讲座

课程四：
《医患关系与服务优化》讲座

\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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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上午

去程

酒店
入住

开班欢迎仪式

课程一：
《香港卫生医疗服

务》讲座

课程二：
《医疗团队建设与组织

行为》讲座

课程四：
《大数据，新技术在
未来医学发展中的作

用》讲座

小组演练

返程

下午
参访：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课程三：
《遗传学和基因组织学
在精准医学中的意义》

讲座

分组报告

结业报告
   -  小组汇报
   -  专家点评及评分       

结业礼
    -  结业致词
    -  评选最佳小组
    -  颁发推荐信
    -  颁发结业证书
    -合影

注 ： 具 体 行 程 以 实 际 为 准 ， 最 终 解 释 权 归 杭 州 安 提 雅 健 康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所 有

温馨提醒：

u 线下课程能否开班需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香港的老师可否出境至深圳；

u 能否开班会提前一个月告知，若不能如期开班，我方可退还项目费，亦可选择延期至2021年暑期参加。



项目时间：2021年1月24日（星期日）-1月29日（星期五），为期6天

                                                                               注：未达35人不开班

参加人员：医学相关专业学生

项目证书：出勤率符合要求可获得项目证书

                 结业报告优胜组可获得推荐信

授课语言：普通话

授课地点：香港大学深圳教学中心

<6>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费用包含：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

设备使用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交通费：行程及机构参观部分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

分配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④ 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往返交通费 / ②餐饮费 / ③ 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费用：RMB 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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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上午

去程

酒店

入住

开学礼

课程一：
《澳门医疗及公共卫生体

系介绍》讲座

课程二：
《社区和家庭医疗》讲座

课程三：
《医疗事故处理》讲座

课程五：
《传染性疾病及感染

控制》讲座

分组讨论
及

小组演练

返程 

下午
参观：

澳门科技大学
参访：

澳门科技大学医院

课程四：
参访 澳门失智症支援中心

及
《澳门老人特色医护服务》

讲座 

人文体验

  结业礼

    - 小组项目报告
    - 专家点评
    - 颁发结业证
    - 合影

注：具体行程以实际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所有

温馨提醒：

u 线下课程能否开班需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澳门出入境限制的情况；

u 能否开班会提前45天告知，若不能如期开班，我方可退还项目费，亦可选择延期至2021年暑期参加。



项目时间：2021年1月24日（星期日）-1月30日（星期六），为期7天

                                                                                           注：未达35人不开班

参加人员：医学相关专业学生

项目证书：出勤率符合要求可获得项目证书

授课语言：普通话

授课地点：澳门科技大学

出行建议：

                 去程  15:00之前抵达珠海站/澳门机场

                 返程  14:00之后离开珠海站/澳门机场

<8>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① 讲师课酬、医疗机构参观费、行政管理费、教室及设备

使用费、教材费、项目证书费等

② 交通费：行程及机构参观部分、接送机

③ 住宿费：所有学员（含学校带队老师）均按照性别分配

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

④ 境外保险费

另自行承担费用：

①往返澳门交通费 / ②餐饮费 / ③签注费 / ④行程外费用等

项目费用：RMB 5,800元



步骤一：提交报名申请（可二选一）

1.在线申请：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
安提雅教育HK -报名方式，填写信息，预约报名。
2.通过校方申请：如通过所在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申请报名。
       咨询热线：0571-8691 8067
       咨询 QQ：2903466614

步骤二：资格审核及项目咨询

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或合作学校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收到学生报名后，对学生所提供的个人信
息进行审核。若审核通过，会对学生进行回访，解
答申请者疑惑。

步骤三：签署项目协议及缴纳项目申请费用

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与申请者本人达成报
名意向后，将会与申请者签署项目协议。
项目费缴纳要求：报名成功后，申请者需按照协议
要求，在指定截止日期之前，向杭州安提雅健康咨
询有限公司缴纳项目费用。

步骤四：筹备项目行程具体事项

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需准备：学生信息统计、
行程安排、出入境过关安排、境外保险等事宜。
申请者需准备：▲新加坡项目：办理普通护照及新加坡
签证，▲香港及澳门项目：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
一次有效往返签注，预定往返交通，兑换货币，购买当
地电话卡或开通国际漫游，携带其他个人物品等。

步骤五：启程、接机

同学们分别从各自城市启程出发，按要求时间抵达指定
地点集合（新加坡机场、香港/深圳机场、澳门/珠海机
场），在带队老师接机后统一前往酒店并安排入住。

步骤六：项目课程进行

同学们可以通过通过一系列互动学习和交流访问，了解
当地的公立/私立医院医疗体系，还可以实地参观当地
的先进医疗机构，结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与精
英，建立人脉网络。

步骤七：返程及调查问卷

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会提前安排好送机车辆，
确保同学们顺利返程。
项目结束后会让每一位学员填写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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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项目名额有限制吗？

1、每个项目的名额有限，项目参加人数满员后将不再招生。
2、由各个学校的外事处或医学院进行择优录取。

我的英语能力一般，项目是否对英文有较高要求？
新加坡项目及香港口腔项目为全英文授课，澳门及香港其他交流
项目为中文授课，部分内容穿插英文。项目对英文能力的考察重
点不在于语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必要的沟通交流工具，以及部
分资料的阅读。

Q4

Q5

Q1

Q2

Q3

该项目活动期间住哪里？

首次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需要哪些流程？

项目举办期间，安排入住星级酒店。一般情况下，住宿酒店会尽量
安排在项目进行地点附近，方便同学们上课及出行。

1、须本人亲自前往出入境窗口凭有效身份证办理，不可代办。
2、填写《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
      - 选择护照或往来港澳通行证，首次申领
      - 参加香港、澳门项目的可选择往来香港、澳门签注1年一次

（团队或个人都可）
3、现场照相。
4、办理时限：省内居民申请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在10个工作
日内签发；省外居民申请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在20日内签发。
▲温馨提醒：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不受户籍地、
居住地等条件限制，申请材料与户籍地一致。

办理新加坡签证需要哪些流程及材料？
办理流程：
1、向经新加坡驻华大使馆授权旅行社及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
关资料，建议提前45天准备签证申请材料。
2、办理时限：签证处理为3-5个工作日（包括经授权旅行社及机构
申请日在内）。
3、签证有效期：一般为35天至2年（具体以申请结果为准）根据
回程日期开始计算，提前30天办理签证。

办理材料：（*具体按办理机构的实际要求为准）
1、【护照】护照原件及护照照片页复印件，护照有效期应在六个
月以上（从入境日期开始计算），并至少有一张空白签证页。
2、【照片】两张两寸白底彩照，符合《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
引》的标准，三个月内近照。
3、【身份证】复印件。22岁以下还必须提供【出生证】复印件。
4、【户口簿】整本的复印件。
5、【在读证明】和【学生证复印件】
6、【FORM 14A 签证申请表（原件）】英文填写完整，并有申请
者签名。
7、【中文申请表】

<11>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8.1.29-2.2

桂林医学院、蚌埠医学院  2018.1.15-1.19

经典案例分享  Classic Cases Sharing —— 部分医学生定制项目
序号 项目目标 项目名称 日期（部分项目） 补贴政策及其他

1

定制医学生香港医疗交流
项目，根据临床医学、护
理和药学的专业特点，设
置对口的专业讲座及参观。

v 增强项目内容针对性；
v 促成更多学生有机会
出境学习交流的目标。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医学院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2018.2.4-2.10
学校根据规定提供对外交流奖学金2000元，医
学院提供专项国际交流奖学金2000-4000元不等。
2014-2018.2共开展6期。

2
嘉兴学院医学院

《香港医疗夏令营交流项目》
2016.8.22-8.27
2017.8.20-8.25

学校补贴每人2000元，医学院补助往返动车费。

3
蚌埠医学院、扬州大学、
桂林医学院、延安大学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定制项目》

2017.1.16-1.21
2017.7.18-7.23

蚌埠医学院补贴每人1500元、
延安大学补贴每人2000元。

4
蚌埠医学院、桂林医学院
《香港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2018.1.15-1.19 桂林医学院补贴每人1000-2000元。

5

定制医学生香港或澳门医
疗交流项目，由学校资助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赴香港交流学习。

v 解决了贫困生国际交
流公平参与的起点；
v 促成更多学生有机会
出境学习交流的目标。

温州医科大学
校学工处组织的贫困生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2017.7.9-7.15
校学工处全额补助每人项目费及往返动车费。
从2016年开始共开展5期。

温州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贫困生

《香港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澳门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2018.1.29-2.2

2020.1.12-1.17

学院筛选25位贫困生由学院全额补助，剩余25
位自费参加。

温州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贫困生

《香港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2017.8.6-8.11
2018.7.30-8.3
2019.7.7-7.13

学院全额补助每人的项目费及往返动车费。
该交流由院团委选定作为暑期实践团。

福建医科大学
《香港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2018.7.16-7.20
2019.7.14-7.20

学工处全额补助每人项目费及往返动车费。

徐州医科大学
《香港医疗交流体验项目》

2019.7.14-7.20
国际合作处全额补助每人项目费及往返动车费，
餐补每人500元人民币。

注：本协会可为所有学校定制出国（境）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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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项目精彩回放  Previous Episodes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公益项目》

医学生项目：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教师项目： 

《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2014 2016

2015 2017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公益项目》

医学生项目：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护理学生赴香港医院见习项目》

教师项目：

《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骨干教师赴港学术研修项目》

2018

医学生项目：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中医药专业医学生赴港进修项目》

教师项目：

《医学专业教师赴香港PBL学术交流项目》

《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临床骨干教师赴香港学术研修项目》

《口腔专业教师赴香港访学交流项目》

2019

教师项目：

《医学专业教师赴香港PBL学术交流项目》

《高等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与研讨项目》

《临床骨干教师赴香港学术研修项目》

《口腔专业教师赴香港访学交流项目》

医学生项目：

《香港医疗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零距离交流项目》

《口腔专业医学生赴港访学交流项目》

《中医药专业医学生赴港进修项目》

《香港医疗交流项目（全科医学方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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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香港

澳门



往期项目精彩回放  Previous Episodes —— 往期医学生项目

 从2014至今，我们一直在前行......

2014年 2015年

2017年 2020年我们依然在路上......2018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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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知名高校及医疗机构

参访澳门科技大学医院

参访新加坡国立大学

参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参访澳门青洲卫生中心

 参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参访澳门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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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香港浸信会医院

参访雅丽氏何妙玲那打素护养院参访香港大学

参访香港港安医院 参访荃湾港安医院

参访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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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知名高校及医疗机构



参访知名高校及医疗机构

参访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参访香港医学博物馆

参访香港博爱医院 参访香港科技大学

 参访香港理工大学 参访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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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合作单位概览  Cooperation Units

•华北地区：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长治医学院、山西大同大学、河北中医学院、华北理工
大学、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东北地区：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锦州医科大学、佳木斯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吉林大学……
•华东地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滨州医学院、济宁医学院、嘉兴学院、潍
坊医学院、山东协和学院、温州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湖州师范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厦门大学、福建医科大学、莆田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九江学院、九江职业大学、山东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扬州市职业大学、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滨州职业学院……

•华中地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新乡医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湘南学院、湖南医药
学院、南华大学、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地区：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韶关学院、广西医科大学、桂林医学院、海南医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地区：川北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阳中医学院、遵义医学院、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昆
明卫生职业学院……

•西北地区：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西安外事学院、延安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青海大学、宝鸡职业
技术学院……

国内合作方（覆盖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南京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济宁医学院、潍坊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温州
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川北医学院、南华大学、南通大学、嘉兴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扬州市职业大学、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签署合作协议单位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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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第一部分：香港大学深圳教学中心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强化“守土有责”的使命担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分工，确保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增强主动性、前瞻性、科学性，构筑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2、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杭州安提雅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总经理担任工作组组长，项目专职带队负责人任组员。根据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制定本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建立疫情防护措施，疫情处置机制，各项职责分配到人，实现网格化管理。

组长：林封锚    副组长：王慧    成员：培训项目专职带队老师

3、加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保持通信畅通，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加强对疫情防控各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准入控制、场地消

毒重点进行督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4、加强联防联控建立与政府、医院、社区等多级防控工作联系网络，掌握社区、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就近发热门诊/定点医院、所在社区

的疫情防控人员名单及其联系方式，加强联防联控。 序号 职 责 姓 名 职 位

1 组长：领导防疫工作，组织防疫会议 林封锚 总经理

2 副组长：内外部总协调，建立和实施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和应急响应预案        王慧 总经理助理

3 准入防控组：做好准入控制，包括测温/健康码查验/人员
手消毒/信息登记

培训项目专职
带队老师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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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二、全面细致做好培训前准备工作

5、全员摸底调查

建立参加培训人员登记系统，用于申报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健康码申领情况、最近1月的外出情况。

6、做好培训消毒

对培训场所教室、洗手间等所有场地进行全面消毒。

7、防控物资准备

确保配齐备足消毒液（用于环境）、消毒喷壶、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洗手液、手部消毒液、测温枪、防护眼镜、一次性橡胶手套、和防护服等防疫物

资，为培训有序运行提供基础保障。

三、严格做好培训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8、全面实施培训期间“封闭式”管理制度，严控人员进出。所有进出培训教室必须严格落实戴口罩→绿码+测温→手部消毒→登记→放行等工作流程。

发现健康码出现黄色、红色或体温高于37.3℃或咳嗽、乏力和呼吸困难的人员，防控组应坚决予以劝返，并立即报告疫情防控小组副组长；培训期间，培

训学员婉言拒绝一切外来人员。



<21>   微信公众号 Antioch-HK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9、严格执行卫生消毒制度

10．加强餐饮卫生管理。为每位参加学员提供工作餐，实行分餐制，避免人员集中用餐，保障就餐时相隔距离。

11．强化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发现发热等疑似患者，杭州安提雅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并及时联系当地疾控机构请求指导处理，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

作，详见第二部分《发生疑似新冠病毒肺炎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序号 区域 频率 消毒方法 责任人 备注

1 培训教室 每日二次 开窗通风，消毒水拖地、擦拭
桌子、椅子、门把手

专职带
队老师

每次消毒后做好记录；浓度配
置按照消毒剂说明书操作；避

免灼伤或火灾。

2 房间 早晚各一次 开窗通风、消毒水拖地、擦拭
椅子、门把手

3 餐厅 用餐前后各一次 开窗通风，消毒水拖地、擦拭
桌子、椅子、扶梯、门把手

4 洗手间 培训前后 开窗通风，消毒水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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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第二部分：发生疑似疫情的应急处置预案

一、目的

预防因人员疑似或者确诊新冠病毒肺炎事件影响本公司声誉及正常活动。

二、应急处置小组（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1）组 长：林封锚 总经理

2）副组长：王慧 总经理助理

3）组  员：专职带队老师

三、具体行动计划

1.异常报告。应在培训期间时关注学员健康状况，若发现有发热、咽喉痛、咳嗽严重和呼吸困难等症状信徒，立即报告应急处置小组副组长。专职带队老

师若感到自己有发烧、咽喉痛、咳嗽严重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报告应急处置小组副组长。

2.及时隔离。应急处置小组副组长立即带领一名准入防控组成员在穿戴防护服、手套、口罩和防护目镜等防护到位的情况下，将发病人员带至临时隔离

区。同时专职带队老师立即拍照保留发病者周围相关人员图像。

3.二次测温。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护目镜、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用测温枪对发病人员进行两次体温测量，记录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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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4、分级处理

方案一：

如果体温两次复测未超过37.3度，症状缓解消失，副组长安排人员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护送该学员回酒店；为慎重起见，登记其座位排、前排和后排人

员的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以备追溯。

方案二:

如果两次体温复测均超过37.3度，立即启动政府报告，联系社区疫情防控人员，等候他们到达。

同时内部摸查，将密切接触人员（其座位排、前排和后排人员）安排到单独的区域，登记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

消毒组成员立即进行座位和区域消毒。

5、社区疫情防控人员

社区疫情防控人员赶到现场，进入临时隔离室，进行第三次体温测试，若温度超过37.3度，社区疫情防控人员询问病情，将发烧人员送往就近医院发热门

诊就诊。及时跟进发烧人员就诊信息，并根据社区疫情防控人员的要求安置密切接触人员。

6、疑似或者确诊：

1）一旦发烧人员被确定为疑似或确诊病例，立即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相关调查，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并采取行动。

2）应急处置小组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区域隔离封锁和消毒工作；排查密切接触人员；协助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