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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学生校园外卖送餐管理工作会议 

为了有效开展校园

综合治理工作，加强校

园外卖送餐安全管理，

切实维护校园安全有

序的交通环境，于 5

月 11 日下午，我校校

园外卖送餐管理工作

会议在科艺苑学术报

告厅召开，薛智副校长

出席并做重要讲话，校医院吴芳芳院长、后勤服务集团赵建伟总经理、学生处顾宁副处长、

安全保卫处李斌副处长、吴耀金副处长及勤工俭学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安全保卫处杨

正民处长主持。 

会上，李斌副处长针对目前

校园外卖送餐行为，师生反应强

烈的校园交通、食品及人身安全

等隐患作了通报，鉴于学生勤工

俭学的需求，学校决定加强校园

外卖送餐管理的人性化、规范

化；吴芳芳院长也对食品安全提

出相关要求；顾宁副处长宣读了《中北大学学生外卖送餐安全管理规定》，规定要求学生

着专用服装，服务商户资质合法，并严格执行校园交通“四禁”行为：即骑乘电动车时主

动礼让行人、避让车辆，严禁佩戴耳机；严禁占道抢道；严禁骑车接打电话；严禁飞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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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在任何时间、任何路段，

骑乘电动车的行驶速度不得

超过 15 公里/小时。 

随后，薛智副校长强调

了加强校园外卖送餐管理工

作的必要性，要求学生严格

遵守《安全管理规定》，规

范外卖送餐行为，并责令保

卫部门加强监督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协同管理，共同为师生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校

园环境。最后，我校校园外卖送餐勤工俭学的学生进行了《安全承诺书》的签订。 

附：                 中北大学学生外卖送餐安全管理规定 

为加强校园外卖送餐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和交通秩序，保障师生人

身财产安全和饮食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一、学校对进入校园的外卖送餐人员实行认证挂牌管理，非本校学生不得进入校园进

行外卖送餐服务。 

二、凡从事校内外卖送餐的我

校勤工俭学学生，必须履行相应的

审核、登记、备案手续。由本人提

出书面申请，报请本学院学生科批

准同意后，携带代送商户的《营业

执照》、《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

康证等相关经营证照，到安全保卫部（处）综治科（203 室）审核、备案，经统一登记、

编号并签订《外卖送餐安全承诺书》后，方可允许进行外卖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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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从事外卖送餐的学生，在送餐服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认

真履行《外卖送餐安全承诺书》的相关承诺：穿着学校定制的外卖送餐马甲，佩戴专用工

作牌，着装整洁，举止文明；不进入学生公寓楼，不大声喧哗，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秩序；

骑乘电动车时主动礼让行人、避让车辆、限速行驶、严禁逆行、严禁占道抢道、严禁戴耳

机驾骑车辆、严禁骑车接打电话，在任何时间、任何路段，骑乘电动车的行驶速度不得超

过 15公里/小时。 

四、安全保卫部（处）综治科应不定时对外卖送餐人员进行检查，对初次发现的违规

人员，予以教育、警告；对二次违规的，将严厉处理，并取消其校内送外卖送餐资格；对

屡教不改的，将交学生处进行纪律处分。 

五、安全保卫部（处）门卫及巡逻执勤人员，如发现有未经许可、未穿专职马甲、未

佩戴工作牌、骑乘电动车超速行驶及其它违规情节的外卖送餐人员，须立即检查盘问、登

记备案、教育警示。对态度恶劣、不予配合的人员，记录其马甲编号或查扣车辆，并报学

生处予以纪律处分，报综治科处理。 

六、学生公寓管理部门要加强外来人员管理，阻止外卖送餐人员进入学生公寓。对不

听劝阻的，可立即向校园 110报警。 

七、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我校开展治安防范安全隐患排查行动 

 4月 27日至 5月 4 日，由安全保卫部（处）牵头，后勤管理处、保密办等单位参与，

对学校重点要害部位进行治安防范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安全保卫部（处）部长杨正民、后

勤管理处处长李仰军，保密办主任周鹏和治安科全体成员参加，同时也邀请视频监控行业

专家，协助检查组对各单位内部安全防范的视频监控进行现场设计和初步预算。 

检查组一行 9 人分别对德怀楼、图书馆、教学主楼、实验大楼号、4 院楼、5 院楼、

10 号教学楼、14 号教学楼、15 号教学楼、软件楼、艺术学院楼、以及文韬、田园、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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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第 4 食堂等单位进行了

细致的检查，检查组以翻阅资

料和询问调查的形式，对单位

内部治安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制度是否健全，值班看守制度

是否严格落实，值班记录是否

详细登记，是否严格履行管理

职责等进行了检查；重点对检

查部位的人防、物防、技防设

施是否完善进行了专业性的

检查和要求，并对重点要害部

门的视频监控安装情况进行

摸底检查和统计。检查组也重

新审核了我校重点部位、要害

部位，并核定防范等级进行校

内备案。 

本次检查共发现治安安全隐患 18 处，现场下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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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隐患整改通知书》14 份。通过此项工作，有效地督促各单位重视内部治安隐患排查和整

治，逐步形成治安隐患排查常态化，同时也进一步使各单位树立“安全面前、人皆有之”、

“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的安全防范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各单位安全管理的主

体责任意识，为学校推动治安安全隐患的彻底整治奠定了基础。  

我校喜获国家高校保卫科学 4 项科研课题立项 

    近日，从山西省高保学会获悉，我校杨正民、廖海洪、郭薇薇、杜瑞平等四位老师申

报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 2015-2017年度科研项目获立项支持，这标志着

我校安保工作的科学理论研究水平迈上新台阶。 

    为全面推进高校保卫工作学术性研究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升高校保卫科学理论与实

践研究水平，有效创建“平安校园”，中国高保学会在专业领域组织开展了本次科研课题

立项审批工作。全国高校积极响应，重点围绕依法治校、安全生产、队伍建设、反恐防暴

等课题，共计申报 300 余项理论研究成果。经中国高保学会秘书处和学术部严格审核，在

最终审批的 6 项重点课题中，我校参与课题 3 项，资助科研经费 8000 元/项；8 项一般课

题中我校参与 1项，资助经费 4000元/项。 

                 

  我校组织各级后备学生干部进行安全疏散演练 

    为增强我校各级学生组织学生干部的安全意识，熟知科艺苑的应急逃生路线，提高安

全防范和自救能力，5 月 21 日下午，校团委与安全保卫部联合组织大学生进行实地消防逃

生演练。校团委书记李俊华、安全保卫部副部长吴耀金，安全科科长史志强、校团委干部

焦婷婷等出席演练现场，李俊华现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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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卫部副部长

吴耀金首先从学生活动

场地易发火灾及存在火

灾隐患的方面谈起，讲解

了火灾发生的原因、应急

疏散的注意事项，以及在

人群密集场所预防群体

踩踏事件的有关事项。随

后，安全科科长史志强指

挥现场 800 余名学生在

科艺苑放映厅实地模拟

了发生火灾等情况进行

紧急疏散。在下达安全疏

散指令后，学生们按照指

定的逃生疏散路线有序

撤离到科艺苑外安全区

域。 

    演练结束后，李俊华书记对演练进行总结和点评，并要求 800 余名学生骨干在日常消

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工作中，提升安全自救能力的同时，也要向身边同

学广泛宣传，共同做好校园安全稳定。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旨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安全防

范意识，保证学生群体活动的安全。 

山西省高保学会领导莅临我校指导工作 

    5 月 19 日上午，山西省高等教育保卫学会陈建斌秘书长率领山西财经大学、太原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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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医学院代表一行 4 人来我校安全保卫部指导交流工作。安全保卫部杨正民部长、

教育科长郭薇薇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交流研讨。 

    研讨会上，杨正民

部长首先对来校嘉宾

致欢迎辞，随后，与会

人员观看了《责任重于

泰山》纪实片。陈建斌

秘书长对我校安全教

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

在我省高等院校率先

启动大学生安全教育

课程进课堂，并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表示赞许。

会议针对全国高保学

会 2015/2017年度课题

项目展开广泛交流和

讨论，会议阐述了我省

高保学会成立以来安

全教育情况及课题申

报情况，介绍了中国高保学会 2015/2017 年度科研项目情况，同时也对获批的国家级 7 项

课题的研究方法、成果形式及调查研究均做了分析交流和部署安排。 

    会议要求各课题组成员广泛调研、认真实践、客观分析，努力探讨在新时期、新形势

下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新方法新思路，在预期内形成理论成果，并按期完成课题研究，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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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一份高水平、高质量的满意答卷。 

我校正式启动《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幕课制作工作 

    5 月 9 日下午 3：00，我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幕课制作启动仪式在图书馆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室主任、安全保卫部长杨正民、《大学生安全教育》主

编原彦飞、国防工业出版社副主任邢建飞、北京麦课在线公司总监苑丁、孙洪伟、幕课负

责人、安全保卫部教育科长郭薇薇及部分教师代表。 

    在项目启动仪式上，

原彦飞副教授结合自己对

大学生安全教育的认识和

目前大学生课程现状，以

及现在课程的发展重难点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汇

报。北京麦课在线孙洪伟

从幕课制作的形式和技术

层面，做了详细的解说；

苑丁总监对于课程整

合的方式方法做了指

导性发言，参会老师就

幕课制作做了广泛的

交流和探讨。 

  大学生安全教育

研究室作为课程项目

协作组的核心成员，依

据当前全国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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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结合我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幕课项目的相关要求，在本次会议中也做了通报。

杨正民主任代表研究室做了总结发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教研教改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希望本次安全教育幕课可以尝试多种不同的方式，有新思路，也同时希望为通识性课程改

革做铺垫。 

  安全保卫处严厉打击校园诈骗活动 

    近日，在我校五号门、七号门周边及人流密集地点，有 4 名安徽籍年轻女子以钱包丢

失，无钱坐车、吃饭、住宿、接待朋友等为理由，纠缠和欺骗过往学生，向学生“讨要、

讨借”钱财。已有多名学生轻信她们的谎言，通过直接给予现金、微信红包转账等形式，

被骗取现金数百元。5 月 18 日，安全保卫处接警后，组织人员对此欺骗师生的不法行为进

行打击，并追缴回部分现金返还被骗学生。 

    安全保卫部（处）郑重提醒：希望广大师生自觉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不轻易相信他人；

遇陌生人求助时，提高警惕，或采取不相信、不理睬的方法处理，建议其到保卫部门或公

安机关寻求救助，避免自身财物受到损失。发现类似可疑情况，要立即报警，报警电话：

39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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