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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核组来校进行 2016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 

     4 月 19 日上午，山西省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组一行来

校进行 2016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检查考评。校党委书记李忠人、

校长刘有智、副校长潘晋孝出席考

评工作会议，党办校办、学生工作

部（处）、科技产业处、后勤管理

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议由校长刘有智主持。 

    校党委书记李忠人讲话表示，我

校“十三五”规划详细制定了“四个

中北”的发展目标，其中“和谐中北”

建设对学校的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全校上下将齐心协力，形成

合力，进一步做好综合治理工作。他

汇报了 3.18 火情后我校所做的舆论引

导和安全排查等工作，并希望通过此

次考评，进一步推进我校的综合整治

工作。 

    副校长潘晋孝对我校 2016 年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了详细汇报。

2016 年，校党委、行政严格落实领导

责任制，将其纳入学校重要工作议事

日程，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了适应安全管理需要的规章

制度，有力地规范了全校安全管理；

坚持多种方式强化宣传教育，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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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对学校各相关部门的实地考察和深

入访谈了解后，考评组组长程太生以“一心、

双力、三家、四态”四个关键词对我校综治工

作进行了高度概括。“一心”是指我校全体师

生齐心协力，积极推动中北的发展；“双力”

是指我校校党委书记李忠人和校长刘有智配

合默契，成为治理我校的中流砥柱；“三家”

是指我校的两个主要领导是政治家、教育家和

实干家，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四态”

是指我校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育人生态和综

合生态建设都很好。他从两个方面对此次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考评工作进行了反馈。首先，我校在

2016年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工作亮点体现在五个方

面：一是领导重视，认识到位，综合治理工作与

学校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了同部署、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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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同推进、同落实、同考核；二是制度健全，执政明确，各部门协调配合、全员参与，规章制度的制

定完善和实施落实，有力地规范了全校安全管理；三是预防为主，法治结合，重在治本，标本兼治；四

是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务实，资金投入大，物防、技防等硬件建设有保障；五是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明显。

他同时也指出了我校仍存在学校周边环境复杂、安全压力较大等问题，希望学校要与地方相关部门继续

积极沟通，维护好校园的和谐稳定，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继续加强对重点场所、重要环节、重点部位

的检查监督力度。 

 

安全保卫部召开“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推进会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一 

4 月 24 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处）召开了“两提一创”专项工作推进会，会议由杨正民部长主持，

安全保卫部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科室负责人

结合近期的工作，汇报了

本科室在 “两提一创”

专项工作方面的开展情

况。与会党员结合自身的

工作和认识，对表对标进

行了激烈的交流与讨论。

针对我校校园治安防范、

消防安全、交通秩序、安

全教育等方面的开展情

况肯定了成绩，查找了不

足，指出了注意方面，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杨正民部长强调，要求大家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深刻领会此次会议内容，细化目标任务，提出

具体办法，认真组织实施。将此次专项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将此项活动与单位工作实际结合，与

个人工作紧密挂钩，正确处理好专项活动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各科室要相互协作，紧密配合，不掉

队、不拉后腿，要通过专项活动，切实提高工作标准、提升工作能力，确保专项活动有序开展、取得实

效。希望全体人员群策群力，以“两提一创”专项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我校安保工作的整体水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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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整治校园交通秩序 共建安全和谐校园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二 

为积极响应我校开展 “提高标准、提升

能力，争创一流”的专项活动，进一步贯彻落

实活动要求对群众服务意识和质量的更高标

准,同时针对我校师生反映的热点民生问题，

更好地创建校内交通安全环境， 4 月 24 日下

午，安全保卫部(处) 召开了校园交通安全治理

专项工作部署会，部长杨正民主持会议，李斌

副处长、吴耀金副部（处）长及治安科、交通

科和保安大队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针对近期出现的校内重点时段交通拥堵、重点部位车辆随处乱停

乱放、重点环节执勤人员管控不力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管控措施和具体办法，力争通过标牌警示、

录像监拍、交警入校、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强制锁车等具体措施办法，全方位、全时段地保证校内交

通正规有序，为创建“安全中北、和谐中北”提供坚强有力的环境支撑。 

安全保卫部（处）党员赴西柏坡开展“两提一创”专题活动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三 

为扎实推进“两提一创”专项活

动的开展，重温革命历史，提高思想

认识，打牢思想基础 ，4 月 26 日，安

全保卫部（处）组织党员赴革命历史

纪念地西柏坡参观学习。 

安全保卫部（处）党员一行在杨

正民部长的带领下全程参观了西柏坡

纪念馆、西柏坡革命遗址。在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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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文字、

图片和历史遗留物，内容丰富而详

实，通过对这些资料、实物的参观，

使党员们感同身受的了解了我们

党走过的光辉历程。通过对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革命

领导人的旧居及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会场的参观，泥砖垒砌的平房、

精简的家什、节俭的生活，依稀可

以从中望见伟人们的身影。 

杨正民部长号召每名党员，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要坚定一个

信念（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

国）、弘扬一种精神（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一种作

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工作作风），牢记党的宗旨，牢

记党员身份，立足岗位，严格要

求自己，积极踏实地做好本职工

作，以实际行动为我校安保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校部署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3 月 30 日，我校安全隐患整改协调会议在第四会议

室召开，潘晋孝副校长、雷锋斌副校长采取现场办公的

方式，同安全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及其

他 8 个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共同商讨了现存安全隐患的整

改办法。 

3 月 19 日以来，我校各单位严格执行学校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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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署，在各自的分管区域全面细致地开展了安全检查工作，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 105 条。通过校领

导的分组检查督导、安全保卫处的反复专项核查确认，仍有 77 项安全隐患整改责任主体不明确、整改

方案措施不清晰，直接影响着安全隐患的彻底清除。 

在此次协调会上，潘晋孝副校长、雷

锋斌副校长根据当前安全隐患的实际情

况，与存有安全隐患的单位负责人逐条分

析安全隐患的认定标准、危害后果、整改

方式，并按照学校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部

门的职责划分，逐一明确了安全隐患的整

改办法、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 

会上，潘晋孝副校长还重点强

调：各单位在向学校有关部门上报

安全隐患时，必须提出具体的整改

办法，拿出详细的整改方案。在隐

患未完成整改前，隐患整改责任仍

在隐患报告单位，各隐患报告单位

必须采取相应的事故防范措施，加强安全隐患存在部位的安全管理，防范事故的发生。 

安全保卫处对校园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面复查 

为进一步督促各单位落实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有效保障师生员工

人身财产安全，3 月 29 日下午，安

全保卫处根据我校 2017年安全工作

会议精神，对各单位反馈的安全隐

患进行了梳理，并在各单位自查整

改的基础上，邀请教务处、科技处、

后勤部门等相关部门，分三组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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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安全隐患再次组织开展全校性安全隐患大排查。   

重点检查各单位是否根据学校安全工作会议要求，在上周六（3 月 25 日）、周日（3 月 26 日）开展

了安全隐患与环境卫生大清查，是否对全体师生开展了安全专项教育，是否组织安全检查且整改了发现

的隐患，尤其对易制毒化学品及火炸药的使用登记和专人管理措施是否落实，实施的易燃易爆实验、试

制、生产是否已经履行审批程序，并对学生公寓消防安全以及基层单位事故应急处置等情况也进行了严

格细致检查。 

本次检查所发现的安全隐患无论大小，现场下达《安全监督检查隐患整改意见书》并提出整改要求，

通过检查，旨在消除校园安全隐患，使全体师生树立更强安全意识，共同为我校安全工作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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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积极与尖草坪区交警协商解决 1号门交通问题  

   我校 1 号门直通滨河东路，向南 100 米处设有公交车站，300 米处有五岔口环路，且紧邻兰村，交

通环境十分混乱。每日大

量的黑出租及该路段周边

商户的机动车辆肆意横

行、在路边乱停乱放，加

上外来人员来校观光旅游

的车辆，给学校的交通环

境带来极大的通行压力和

安全隐患，时常造成严重

的交通堵塞。不仅直接影响我校教职

员工的正常出行，而且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 

   为了解决校门口的安全隐患，4 月 5

日，安全保卫部（处）向太原市交警

支队尖草坪区一大队提出书面申请，

拟在我校 1 号门外大路上规划施划黄

色禁止停车标线的区域，请求交警部

门予以协助。经多方沟通和努力争取，

4 月 19 日上午，太原市交警支队尖草

坪一大队一行 5 人，在我校 1 号门前

规划黄色禁止停车标线，范围从学校

一号门至上兰村五岔口大约 300 米。

经过三个多小时紧张施工，施划任务

全部完成。 

    此次黄色禁止停车标线的施划，有

效地遏制了在路边随意停放车辆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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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仅缓解了我校 1 号门的交通压力，而且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校园周边的交通事故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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