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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卫部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和省领导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2016 年度“平安校园”创建工作迎评检查验收正式启动  

 中北大学第二届大学生安全专题微视频大赛成功举办     

 “文化引领 平安先行”消防安全演出圆满成功 

 我校开展 2016“安全伴我行” 系列活动 

 安全保卫部积极开展 12.2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我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专题讲座（二） 

 安全保卫处开展消防器材冬季检查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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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卫部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和省领导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12 月 30 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学习《山西省教育厅关于习总书记

等中央领导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由杨正民

部长主持，安全保卫处全体正式职工参加了会议。 

会上，安全科史志

强科长宣读了文件，学

习了习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并学习了骆

惠宁书记、楼阳生省长

的批示及孙绍骋副省

长给分管省煤炭厅、省

安监局、山西煤监局单

位负责人一封信。强调

要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 

等“三条底线”，以铁的担当尽责、铁的手腕治患、铁的心肠问责、铁的办法治本，持续狠

抓安全校园安全工作，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杨正民部长在会议上指出，安全保卫部是全校安全的职能部门，每名同志一定要认真

学习上级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落实各级的指示批

示精神，各科室对照分管工作，提高警惕，提高认识，落实行动。尤其在学校寒假前做好

安全大检查，认真查找隐患，梳理不安全因素，确保我校的安全稳定。 

2016 年度“平安校园”创建工作迎评检查验收正式启动  

     12月 7日上午，安全保卫处会同校办、学生处、教务处、科技产业处、后勤管理处、

国资处、工会、团委、

校医院和后勤服务集

团 10个部门相关负

责人，在保卫处会议

室召开迎接“平安校

园”检查材料准备协

调会，标志着 2016

年度“平安校园”检

查验收准备工作正式

启动。 

    会上，安全保卫处李斌副处长传达了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年度省级“平安校园”

验收暨学校安全工作目标责任检查的通知》，吴耀金副处长根据文件要求，进行了工作分

解，与会单位一致表示，按照工作任务和职责要求，积极协作、通力配合，确保此项工作

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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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第二届大学生安全专题微视频大赛成功举办     

     12月 9 日下午，由我校安

全保卫部（处）主办，仪器与电

子学院承办的中北大学第二届微

视频大赛决赛及颁奖典礼在科艺

苑成功举办。本次决赛作品，是

从参加比赛的 125部作品中精选

出的 8部，按照“安全伴我行”

“时光·旧梦”两个主题的展开，

由来自宣传部、校团委、学生处、

保卫处、法学系、艺术系的 7位老

师进行评选。分管学生的校党委副

书记薛智、党委宣传部部长薛实军、

安全保卫处副处长吴耀金及相关人

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校党委副书记薛智教授首先为

大赛致辞。他表示，随着媒体时代

的发展，微视频作品在逐渐丰富着、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应重视微

视频作品的影响力，利用微视频作

品去做更加优质的宣传，传播校园

正能量。 

   比赛环节中，参赛选手们用自己

的情感、用自己的镜头再次向我们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有的剧情安排十分巧妙，有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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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幽默的表演向同学们传达

了安全的重要性。有的为我们打

开了时光的大门，一幕幕旧日里

的记忆浮现在眼前。每一位参赛

选手都为自己的作品倾注了自

己的心血，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

和思想的启迪。通过决赛评选，

共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和组

织奖。 

    党委宣传部实军薛实军部长

为本次大赛做总结。他认真的记

录下了每一部作品的特点，指出

了每一部作品的优点和应该完善

和提高的地方。强调了微视频制

作能力的重要性，同时希望同学

们通过微视频大赛积极

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视

频制作能力，让更多的人

看到我们的作品。 

    此次微视频大赛前

后历时一个月，同学们通

过拍摄视频，制作视频，

培养了自身的综合能力，

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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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了校园正能量。 

“文化引领 平安先行”消防安全演出圆满完成  

      值此岁末年初，为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提升安全消防意识，构建平

安校园，12月 10 日上午，安全保卫

处联合图书馆，邀请山西省曲艺团在

图书馆五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了“文化

引领、平安先行、创新发展、携手圆梦”

的艺术演出。山西电视台公共频道对此次活

动进行了报导。 

    演出在音舞快板《消防安全记心中》的

欢快节奏中拉开帷幕，相声《马大哈

幸福生活》、京东大鼓《咱太原》、

歌曲《等待》与《暗香》、舞蹈《盛

世欢歌》等精彩节目一一上演。国家

一级演员王兆麟等带来的小品《电话

那一端》，让观众在欣喜中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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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英雄，谨记安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此次演出，不仅是文化盛宴，在欣赏中愉悦；更寓教于乐，增强了维护校园安全的安

全意识。  

 

 

 

 

 

 

 

我校开展 2016“安全伴我行” 系列活动 

今年 11 月 9日是我国第 26个消防宣传日，消防宣传日主题是消除安全隐患，共建平

安社区，为搞好这次宣传活动，我校开展了“安全伴我行”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8 

一、开展“119”消防宣传周活动。 

11月 7日到 11月 13日，开展以“消

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校园”为主题的

消防宣传活动。11月 5 日，向全校下发

《关于认真开展“119”消防宣传周活动

的通知》文件，各学院自行开展宣传教

育，提升安全技能。11 月 11日，在中央

大道北侧张贴消防交通系列展板 10张，

开展安全知识宣传。 

二、“平安校园、和谐中北”2016

第一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 

2016 年 11 月 20 日上午，由校安

全保卫处主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

委承办的   “平安校园，和谐中

北”2016 第一届大学生安

全知识竞赛在我校后勤服务

中心会议大厅顺利举行。此

次竞赛共有 13 个学院的代

表队参加，经过激烈的比赛，

最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获得

一等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和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二

等奖，仪器与电子学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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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软件学院获得三等奖，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最佳组织奖。 

三、开展“身边隐患随手拍”活动 

从 11月 8日至 12 月 8日，发动各院学生制造微视频。12月 9 日下午，由我校安全保

卫部（处）主办，仪器与电子学院承办的中北大学第二届微视频大赛决赛及颁奖典礼在科

艺苑成功举办。此次微视频大赛前后历时一个月，同学们通过拍摄视频，制作视频，培养

了自身的综合能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传播了校园正能量。 

四、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活动 

10月 27 日、12月 6日，由

财务处、安全保卫处、学生处联

合主办，中国工商银行太原分行

协办的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讲

座在瑾瑜国际会议中心开讲。帮

助师生进一步了解了金融知识，

有效增强了防范金融诈骗的意

识和方法。 

五、开展“文化引领 平安先

行”消防安全演出活动 

12月 10 日上午，安全保卫处

联合图书馆，邀请山西省曲艺团在

图书馆五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

了“文化引领、平安先行、创新发

展、携手圆梦”的艺术演出。此次演出，不仅是文化盛宴，在欣赏中愉悦；更寓教于乐，

增强了维护校园安全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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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12·2”交通安全宣传 

今年 12 月 2日是第 5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是“抵制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

我校组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协同治理、安全文明出行”主题宣传周活动，广泛发动

广大师生及学生共同关注交通安全，大力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和文明意识，

使广大驾驶员拒绝“超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

这些违法行为;使学生在上、下学和返家时，坚决杜绝乘坐 “三无车辆”，使安全文明交

通长效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形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风尚。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旨在使我校师生学习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增强防范

能力。真正做到“安全伴我行”。 

安全保卫部积极开展 12.2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 12月 2日是第 5个全国

交通安全日，主题是“抵制七类

违法、安全文明出行”，我校组

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协同

治理、安全文明出行”主题宣传

周活动，广泛发动广大师生及学

生共同关注交通安全，大力提升

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和

文明意识，使广大驾驶员拒绝“超

速、超载、酒驾、毒驾、闯红灯、

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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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违法行为;使学生在上、下学和返家时，坚决杜绝乘坐 “三无车辆”，使安全文明交

通长效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形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风尚。现把活动总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落实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责任。 

我校安全保卫

部（处）、学生工作

部（处），负责组织

和安排学校的交通

安全教育工作，把学

生的交通安全列入

重要的议事日程。根

据上级有关文件精

神，提出开展活动的方案；强调要围绕“社会协同治理、安全文明出行”主题， 结合“交

通安全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主题系列活动，深入开展遵守道路安全交通法、交通安全

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二、强势宣传，切实增强交通安全意识。精心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1、联合校内小巴于 11 月

25日至 12月 3日通过车载电子

屏宣传“社会协同治理、安全

文明出行”的交通安全顺口溜。 

2、开展丰富多彩的交通安

全教育活动。以“社会协同治

理、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

通过安全教育课传授交通安全

知识、交通安全宣传栏、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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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 竞赛等形式，大力推动交通安全活动，即进校园、进课堂，使广大师生知晓与

自身密切相关的交通法规知识，自觉守法出行。 

  3、深入贯彻《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进一步建立健全校

车安全管理工作制度机制，切

实加强校车安全监管，坚决避

免发生校车安全事故，确保搭

乘校车学生的安全。 

  通过交通安全周活动的开

展，“社会协同治理、安全文

明出行”的交通安全意识已深

入人心，老师、学生和家长都

深有感触。学生了解了交通安全常识，提高了遵守交通法规意识。安全走路，安全乘车，

安全骑车己成为学生们的自觉行动。我们开展的特色活动富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学校各

项工作起了支撑和推动作用，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支点和杠杆。 

我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专题讲座（二） 

12月 6日下午，由学生处、财务处、安全保卫处联合主办，中国工商银行太原分行协

办的金融知识进校园系列讲座

（二）在瑾瑜国际会议中心开讲。

本次讲座由工行资深高级培训师

张杰经理主讲，全校安全员、安全

教育课程主讲老师、辅导员、学生

干部到场听取了此次讲座。 

  张杰经理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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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见金融诈骗方式、大学生常见电信诈骗防范、P2P 贷款量入为出、拥有良好信用记录

及银行账户管理新政等方面进行了讲解。案例

剖析与实际相结合，给大家普及金融知识的同

时，重点对常见金融诈骗方式进行了剖析，并

从根源上讲解了防范方法及应对措施。针对同

学们提出的问题，张杰经理也逐一做了解答。 

     安全保卫处吴耀金副处长对本次讲座进行

了总结。他高度评价张杰经理的讲座准备充分，

内容既通俗易懂，又有针对性。使师生增进知

识同时又受到了教育；希望我校师生借这次讲

座的时机，多了解、多学习防电信金融活动，

做到自我防范；希望各学院领导能够持续开展

防电信金融诈骗知识活动，使师生增强防范意

识，为愉快工作生活保驾护航。 

 

安全保卫处开展消防器材冬季检查维修工作 

11 月初至 12 月中旬，安全保卫部（处）安全科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对

全校各部位消防器材进行冬季专项检查，并完成了 1713具到期、过期灭火器的维修更换工

作。 

消防器材是处置和应对初起火灾的必要器具，科学配置消防器材，保持消防器材的齐

全有效是消防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在此次专项检查中，工作人员除根据全校各部位灭火

器的年度维修更换记录，对到期和过期的灭火器进行了逐个更换消防器材完好外，还对前

期维修更换过的灭火器进行“回头看”，抽查了处于有效期内灭火器的配件完好、外观整洁、

贮压状态，对灭火器放置部位不科学、人为调整配置数量等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的情

况，进行了及时纠正。同时，也对室内消火栓、水枪、水带和消防供水情况进行了抽查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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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此次消防器材专项检查的开展，基本保证了全校消防器材的齐全完好，将能有效地发

挥出及时、快速扑救和处置突发火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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