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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应急管理事关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高校应急管理工作还存
在着工作力量不足和应急处置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高校在应急管理工作中加强人员、宣教、
处置能力等长效机制方面的建设,是高校提高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面临的一项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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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related to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At present,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of
our countr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work force and imperfect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such as
personne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nd handling capabiliti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an urgent tas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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