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第 22 期 

中北大学安全保卫部（处）                        2016 年 3 月 29 日 

 

 

 

本期导读 

 

 我校召开 2016 年安全工作会议 

 我校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竞赛荣获佳绩 

 山西大学保卫部同仁来我校调研 

 我校开展“文明校园骑、共建中北美”主题活动 

                  ----安全保卫处对校园自行车辆文明治理纪实 

 安全保卫部（处）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4 名扒窃违法分子 

 想学生之想 急学生之急 ——做师生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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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16 年安全工作会议 

 3 月 22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安全工作会议，全体校领导、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安建平副书记主持。 

 会上，白培康副校长对 2015

年学校安全工作的整体情况进行了

简要总结，并从健全安全网络、开

展全员安全教育演练、持续实施安

全隐患速查整治、强化重点场所安

全管理、夯实安全保障体系、做实

应急预案方案等六个方面对今年

的安全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 

刘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各级领

导必须强化“责任重于泰山”的

安全工作意识，要时刻敬畏生命、

敬畏责任、敬畏制度，时刻牢记

“保一方平安”的首要责任；要

克服麻痹厌战情绪，亲力亲为，

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位置；要

将落实不到位当作最大的失

职，把安全工作扎实落实到实

际行动中，落实到重点部位安

全防范上；要“立足自身、不

等不靠”，全面加强校园治安

防控工作。 



 

 3 

李书记在讲话中要求，广

大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国内国际形势对校园安全

稳定的不利影响，提高安全工

作的紧迫感；要提升安全工作

理念，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树立“大安全”、

“跳出安全抓安全”、“建设

安全工作软实力”和“以过程论

英雄”的安全工作理念，自觉做

好安全稳定工作；要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把安全工作责任做到实处。 

安书记在总结时强调，各单

位党政负责人必须建立“安全是

一切”的底线思维，强化“大安

全”意识，注重协调配合，保持工作持续发力，共同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 

 会上，薛智副校长、白培康副校长还分别与分管单位的党政负责人代表签订了 2016

年度《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我校在首届全国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竞赛荣获佳绩 

近日，由教育部思政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保卫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承办

的首届全国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能力大赛在武汉举办。本次大赛是大学生安全教育领域的

一次盛事，获得教育部、公安部及武汉大学的鼎力支持，得到各高校的一片赞誉和积极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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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大赛通过前期的

选拔、复赛等环节，从全国

各省选送的参赛作品中，评

选出 31 件作品参加决赛。其

中我校安全保卫部(处)郭薇

薇老师《国家安全—正确应

对恐怖袭击》、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辅导员班惠英老师

《大学生就业陷阱及防范》课件

受到全国业内评委专家的一致

好评，代表山西省高校参加决

赛。 

参赛的选手来自全国各高

校不同工作岗位，有公共基础课

的教授、有辅导员教师、还有来

自安全保卫一线的干部。31 位

参赛选手通过讲课比赛，课件评

审等环节，展示了各高校安全教

育者的良好水平和讲授风范。经

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山西省高保学

会获得优秀组织奖，我校郭薇薇

和班惠英老师，分别斩获大赛二

等奖及三等奖。比赛期间，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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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等多家当地媒体就我校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室及大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做了报道。 

本次大赛是国内高等教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大赛，是我

校安全教育课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室在全国高校保卫系统中

可谓独树一帜，安全课程的全新理念将引领我省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趋势和走向，

对推动“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山西大学保卫部同仁来我校调研工作 

    3 月 21 日下午，山西大

学保卫部李建文部长等一行

7 人莅临我校进行工作调

研，校党委书记李忠人出席

接见，安全保卫部部长杨正

民、武装部部长尹建平负责

接待组织座谈交流，安全保

卫部（处）科级 以上干部参

加了会议。 

校党委书记李忠人在

第三会议室亲切接见来访

嘉宾并致欢迎词。随后，

山西大学李部长在武装部

针对学生军训工作进行了

调研，尹建平部长就学生

军训的组织实施、宣传教

育、军事考核等事项予以

详细汇报后，对安全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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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安全保卫部科室负责人与来访的对口科室围绕机构建设、部门定

位、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进行了

深入交流，并观看了我校反恐维

稳工作纪录片。 

杨正民部长表示：中北大

学的安全保卫工作离不开各级

领导和师生的全力支持，也离不

开兄弟院校同仁的相互帮助和

业务知识的交流互补，在某些工

作方面，我校更需要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山西大学这所百年名校学习，希望能够进一步

加强与山西大学保卫部广泛联系，紧密合作，取长补短，促使两校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取

得更好成绩。 

我校开展“文明骑行校园、共建美丽中北”主题活动 

 为美化校园环境，规范校园秩序，倡导

大学生文明行为，3 月 3 日下午，安全保卫部

（处）交通科、教育科联同经济与管理学院

13090742 班级党小组，组织开展了校园自行

车辆专项整治活动。班级党小组全体学生在

成俊杰、郭薇薇科长的带领下，与安全保卫

部工作人员一道，正式启动了以“文明骑行

校园、共建美丽中北”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此次活动的核心内容包括：全面清理校

园废弃破旧自行车，规范校园自行车的停放

秩序，纠查自行车载人或飞车骑行等不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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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短短的三个半小时内，杂乱

无章的自行车就变得井然有序，提醒文

明骑行效果也非常有效。此项活动共规

范整理自行车 800 余辆，集中清理废旧

自行车 60 余辆，发出认领通知 20

余份。此项活动为校园又打造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引导大学生养成校园文明

骑车和规范放置的好习惯，同时彰显了大学生

优秀党员的良好形象，提升了学生党员的政治

素养和思想觉悟，为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再添光

彩。 

安全保卫部协助公安机关抓获 4 名扒窃违法分子 

3 月 18 日中午 11 时 55 分，安全保卫部接太原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刑警队来电，要

求协助查找一辆晋 AA261L 白色长安铃木嫌疑车辆，其中一名女嫌疑人驾驶车辆，三名男

嫌疑人乘坐。公安机关经过前期侦查，已确定其为校园盗窃手机的专业犯罪团伙，今天又

偷偷潜入我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安全保卫部领导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为了防止信息外泄打草惊蛇，要求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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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全部为安全保卫部正式职工和富有经验的老警卫队员。经人员分组后，立即在全校范

围内展开地毯式搜索，尖草坪刑警队也

派 10 余名民警赶赴我校，经过认真排

查，在南环路拐角处发现嫌疑车辆并现

场控制一名嫌疑人，最终经过 1 个多小

时的认真搜索，分别在不同地点将其余

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缴获作案车辆 1

部。 

    四名嫌疑人带回刑警队，经审讯，

以临县人秦某某为首的专业扒窃手机犯

罪团伙,驾驶车辆在我省高校肆意做案

高达 300 余起, 在我校校园做案就达 32 起。 

温馨提示：广大师生员工注意看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尤其是在食堂、阅览室、超市

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身边可疑人员（违法分子有时会冒充学生装扮），切勿将手机放置

上衣外侧口袋，谨防违法分子采用“掀门帘”、“用物隔挡”式扒窃。一旦发现物品被盗，

立即报警，报警电话：3922110。 

想学生之想 急学生之急 ——做师生保护神 

3 月 13 日 19 时 30 分左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过某某神情紧张匆匆来安全保卫

部（处）校园 110 值班室报警，称其在教学楼 01107H 教室丢失苹果牌笔记本电脑一台及

钱包等物品，向安全保卫部值班人员寻求帮助。 

    校园 110 值班人员杨广林、吕振华、刘荧通过询问了解情况后，告知过某某第一时间

拨打公安报警电话。在警察来校处警之前，了解到失主可通过手机与电脑连接进行定位，

于是立即驾驶车辆与失主一道随着信号在校园搜索，但中途由于断网而寻找未果。警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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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初步了解暂无线索，嘱咐失主注意网络再续，登记后离开。晚上 9 点左右，失主过

某某发现电脑网络与手机又可以重新连接，并赶紧到安全保卫处报告。保卫人员一起在全

校范围内进行寻找，最后搜寻

信号定位在校园三道门附近的

××科技的商店门前。安全保

卫处三位工作人员立即将店主

带到安全保卫处 110 进行仔细

盘问，并采取向店员和店主背

对背分别询问模式，经验丰富

的杨广林队长反复讲解相关法

律政策并明确告知其利害关

系，终于攻破其心理防线，晚

上 10 点，店主承认确实以 300

元价格收购过一台苹果牌笔

记本电脑，并从自己私家车

后备厢交出电脑。随后，工

作人员将相关嫌疑人移交公

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 

     失主过某某同学为表

示感激之情，于 17 日下午给

安全保卫部（处）赠送一面

锦旗，并饱含感情写了份感

谢信，感谢安全保卫部（处）想学生之想、急学生之急，努力为学生排忧解难。这种全心

为师生服务的理念始终贯穿在安保人员的思想深处，并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断传递着社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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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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