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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期 

中北大学安全保卫部（处）                        2017 年 05 月 29 日 

 

本期导读 

 安全保卫部召开“两提一创”对表对标寻找差距会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四 

 安全保卫部开展“两提一创”提示能力学习专项活动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五 

 尖草坪区对中北大学校内铁路红线内违法建设进行依法拆除 

 我校组织开展党政机关人员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安全保卫部（处）召开制定“两提一创”整改方案沟通会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六 

 太原市公安直属分局褚培岗等领导来校指导安保工作 

 学校组织召开全体保安工作会议 

 我校召开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 

 我校部署校园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我校教师在省高校安全工作会议上做专题讲座 

本期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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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保卫部召开“两提一创”对表对标寻找差距会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四 

    5月 2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处）在会议室召开“两提一创” 对表对标寻找差距会，

吴耀金副部长主持会议，安全保卫部（处）党员及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按照学校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

进度安排及要求，围绕

三基建设、双一流及

1331、强化四个意识、

对表对标找差距方面，

每名人员从自己的本

职工作出发，剖析工作

不足，探讨工作标准，

并对“两提一创”专项

活动的实质内涵进行深刻理解，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并进行了热烈的工作探讨。 

    最后，杨正民部长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安全保卫部作为机关直属第三党支部领导下的

党小组，要起到堡垒作用，全面加强核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建设，扎实推进各项安保工

作的开展。在“两提一创”工作开展中不等不靠、不懈怠、不掉队。小组每名人员要加强

学习，吃透文件精神，对照兄弟院校好的典型树立标杆，找准问题和差距，在工作中不断

整改，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达到标准，具备硬实力。 

安全保卫部开展“两提一创”提示能力学习专项活动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五 

    5月 8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处）开展“两提一创”提示能力学习活动，会议由安全

保卫部副部长吴耀金主持，全体党员、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根据计划安排，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活动。一是由王志强、郭薇薇、陈晓东

三名同志分别就“党的纪律十不准”、同志解读“党员三会一课制度”、“党的三大规律”、 “党

员要做到的五个必须”等进行解读并谈出自己的体会；二是根据学校学习领导组指示精神，

针对我单位主要存在五条不足，各科室列出相应的整改方案进行讨论；三是对各科围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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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三基建设、争创一流的要求，结合本科工作实际提出的能力提升方案进行讨论。 

通过本次活

动，安全保卫部

（处）与会人员统

一了思想，理清了

思路，找到了自己

的不足，提出下一

步的提升方案及时

间节点。必将对我

校安保工作起到大

力的促进作用。杨

正民部长号召大家

在今后的工作中各科室齐心协力一条心，尽职尽责的处理好单位和个人的事情，在提升能

力、提升质量、提升信心和自我发展上求突破。 

安全保卫部（处）召开制定“两提一创”整改方案沟通会 

                                    -----“两提一创”专项活动工作纪实之六 

5月 22日下午 3点，安全保卫部（处）召开制定“两提一创”整改方案沟通会。吴耀

金副部长主持会

议，杨正民部长出

席会议，全体党员、

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了会议，。 

会上，按照计

划安排，向远峰同

志就“开展维护核

心见诸行动”主题

教育工作要求，通

报了 5月 15日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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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部署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工作的大致

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看法。各科室根据 5月 8日“提升能力”专题学习活动会议

精神以及本科室所提出的初步整改意见确定本科室“存在不足”的一流标准；针对一流标

准，提出了争创一流的行动计划和初步设想。内容涵盖当前安全保卫部的主要工作、法规

制度建设、人员结构、标准形成、调研先进院校等方面。 

针对提出问题，经过讨论、沟通与交流，各科室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初步制定

了本科室的“两提一创”整改方案，并确立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治污要敢于“亮剑”—尖草坪区对中北大学校内铁路红线内 

                   违法建设进行依法拆除 

 

  环保工作的目的是提升环境质量，保障百姓生存发展的安全与健康。作为人民公仆，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个目

标付出勇气和担当。 

  为积极解决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办、群众反映的环保问

题，彻底根治中北大学校内铁

路红线内商铺 20 多年来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和存在的安全

隐患，省、市、区领导高度重

视。副省长张复明等省市领导

多次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弓跃，副市长王爱琴、车建华，

市政协副主席张建刚等领导

多次实地踏勘，对整治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区委、区政府

与太原铁路局、中北大学等全

面对接，做足准备。 

  “周密部署，谋定而动”。

面对此次拆迁工作，我们提前

谋划，于 5 月 20 日，召开了

拆迁动员大会，要求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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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鼓足干劲，发扬“真干、大干、快干”的工作劲头，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

铁的纪律打赢此次环保攻坚战。 

  “一线工作，实干担当”。集中执法行动于 5月 21日清晨打响。在行动中，区委书记

李贵增坐镇一线，靠前指挥，区委副书记、区长卢俊峰就拆迁现场安全、机械部署等问题

先后 10余次徒步往返于铁路沿线进行现场指挥。区级领导金林平、李崇斗、孙泉、张桂芝、

康国奇、续卫东、侯岳等各负其责，与相关部门一起全力保障此次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区

食药监局、区执法局、区环卫局、工商尖草坪分局等 20个部门的执法人员和上兰街道、太

原铁路局、中北大学、晋泰公司等周边驻地单位近 2000人对中北大学校内铁路红线内违建

商铺进行了集中拆除。 

   “谋势才能取实”。针对此次依法拆除中北大学校内铁路红线内违建商铺，区委、区

政府坚持“认识必须到位、责任必须明确、行动必须坚决、整顿必须彻底、战斗必须完胜”

的原则，以敢于“亮剑”的勇气和精神，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细化方案，用“大兵团作

战、集中式动迁、突击式拆除”的方式，协同作战、联合执法，切实将中北大学校内铁路

红线内的安全隐患消除到位、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以法为绳，和谐拆迁”。在行动过程中，信访稳定组、违纪查处组、宣传动迁组、

后勤保障组、维护秩序组、拆迁实施组等六个工作组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按照先铁路北

侧，后铁路南侧，再村民违建的拆迁顺序，对铁路红线内违法建设进行了集中拆除。拆迁

过程中，太原铁路局不惜代价，积极解决所辖商铺的后顾之忧。中北大学在做好学生安全

监管的基础上积

极保障拆迁工作

的后勤服务。动迁

组人员带着感情

走家入户，把政策

道理讲在前，把关

心爱护摆在前，把

帮助措施做在前。

对现场签订协议

的商户，当场进行

补偿；对正在搬迁

的商户，联系搬家

公司帮助搬迁；对已腾空的商户，立即进行破拆。面对那些漫天要价、无理取闹的商户，

毫不妥协地坚决打击、依法拆除，自始至终做到了“宣传到位、解释到位、帮助到位、处

置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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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作业，安全第一”。拆迁现场，各相关部门以安全、环保为第一前提，在清空

现场的基础上提高拆迁效率，坚决采用湿法拆除、密闭清运等环保措施和设立围挡、隔离

人群等安全措施，确保拆迁过程无环境污染，拆迁现场无安全隐患。 

  “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在太原铁路局、中北大学和我区的联动配合、攻坚克难下，

中北大学校内铁路红线内北侧商铺于 21日拆除完毕，南侧商铺于 22 日拆除完毕。在此次

行动中，共计拆除违建等 37200平米，涉及商户 736个，使 20多年的顽疾彻底消除。下一

步，相关单位将科学规划，利用腾退出的空地，打造出兼具观赏、游憩、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的多元化带状式公园，为周边师生和居民营造一个优美的环境、绿色的天地。 

我校组织开展党政机关人员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为增强党政机关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掌握火警应急处理及安全疏散处置能力，切实保

障人身、财产安全，我

校于 5月 12日上午在德

怀楼前组织党政机关人

员开展消防安全联合演

练。全体在校校领导、

党政机关全体人员参加

了演练。这是我校党政

机关人员第一次集中联

合演练。 

    演练分办公楼人员

疏散和灭火演练两个阶段进行。演练模拟德怀楼三层西侧发生火情，三层以上人员从三层

中部楼梯或东安全通道有序

撤离，一、二层人员从两侧

安全通道有序撤离。上午

8:50，随着一阵急促的紧急

疏散报警信号，德怀楼所有

工作人员手拿湿毛巾、掩捂

口鼻、弯腰侧行，在有效的

组织和指挥下紧张而有序地

跑出大楼，不到五分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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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所有人员全部疏散到德怀楼前广场集合。 

    灭火演练前，学校安全保卫工作（部）处消防管理员详细讲解了初期火灾的正确处置

方法，主要讲解了灭火

器、消火栓、防火面具、

毛巾防烟的正确使用

方法和初期火灾的正

确逃生方法及相关注

意事项，并现场示范了

灭火器及火灾逃生面

具的使用方法。现场人

员认真听讲，仔细观

摩，并亲自体验了现场

灭火的全过程。面对熊

熊燃烧的火堆，大家表

现沉着、冷静，熟练地

按照灭火的步骤和方

法将由汽油燃起的浓

烟大火成功地扑灭。整

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

配合协调、反应快速、场景逼真，演练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演练结束后，副校长潘晋孝讲话指出，学校安全事关社会稳定，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

与安宁。多年来，我校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以创建“文

明校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为契机，从规范管理、落实责任抓起，从重点防范和

整改隐患入手，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把安全工作常规化、制度化。但是从我校“3•

18”的教训来看，我们还有做的不深不细不到位的地方，在安全工作上还存在麻痹大意，

因此，希望全体师生能够紧绷安全之弦，在安全工作上要多考虑、多上心、多尽心，共同

创建平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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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公安直属分局褚培岗等领导来校指导安保工作 

    按照太原市委市政府城市管理全面提升行动的整体要求，对南环路环境卫生等问题进

行综合整治，我校队整治区域进行封闭配合清理整顿，但因违规经营商户的不法私利受到

影响，5月 10 日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精心密谋、非法组织不明身份人员围堵我校校门，100

余人拉横幅围堵，车辆无法正常出入，造成恶劣影响。校方从大局考虑，极大克制，积极

向上级部门及公安机关报告，希望

依法合规解决问题。，经过太原市

公安直属分局尹群副局长的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和耐心做好法律法

规的解释工作，堵门事件得到有效

解决。5月 12日，褚培岗局长、尹

群副局长带领文保大队民警再次

带队来校，进行实地沟通了解处

理，并对我校今后安保工作予以指

导。 

    李忠人书记和潘晋孝副校长接见了褚培岗局长等人，在会谈中，主管安全的潘晋孝副

校长，首先就目前督导组及政府关于我校南环路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褚培岗局

长也重点强调：一是公安机关密切关注，坚决维护高校权益；二是积极协调处置，引导商

户进入法治轨道表达自身诉求，合法维权；三是要求校方掌握师生动态，稳定情绪，正确

看待校园环境治理工作，围绕中央督察组的要求开展宣传；四是准确应对舆论媒体，防止

恶意炒作。同时，要求文

保大队民警密切关注事态

发展，做扎实现场取证工

作，明确重点人员，做好

依法处置的准备；要求我

校安全保卫处机动力量加

强防范，随时待命。 

    最后，李忠人书记首

先表达了对公安干警积极



 

 9 

处置堵门活动的高度肯定，介绍此次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多项举措。按照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的工作要求，校方全力配合，并藉此契机，加强校园安保力量，消除潜在的食品安全

问题和涉疆不稳定因素；同时，积极引导舆论，疏导交通，安抚师生情绪，做好师生的后

勤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区政府和铁道主管部门对违建建筑的拆除工作，进一步配合公安部

门妥善处置违法行为。 

 

学校组织召开全体保安工作会议 

5月 5日上午 9：00 尖草坪区保安公司一大队（中北大学保安大队）在科艺苑西报告

厅召开了全体人员

会议。尖草坪区保

安公司领导及中北

大学保安大队全体

人员参加了会议，

安全保卫（部）处

杨正民处长出席了

此次会议。会议议

题有四项：一是宣

布一大队大队长任

免决定；二是卸任

和继任大队长表

态发言；三是安全

保卫（部）处杨正

民处长对学校安

保工作提出要求；

四是尖草坪区保

安公司魏总经理

总结发言。 

    由于年龄原

因原中北大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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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队侯耀华大队长改任教导员，由刚刚从保卫处治安科科长岗位上退休下来的袁瑞刚同

志接任中北大学保安大队大队长。保安公司领导对侯耀华同志五年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和认可，同时对全体保安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袁瑞刚大队长表态要带领

全体保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完成好学校的安保工作，同时要严格制度、合理分工、提升

形象、搞好保障。 

    安全保卫处杨正民处长指出，当前学校治安良好、秩序平稳离不开保安大队全体人员

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付出，对侯耀华同志和保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三点希望”，一

是学校安全形势严峻，全体保安人员要用心工作、履职尽责；二是要继续发挥“眼睛”作

用，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及时反馈；三是要发扬主人翁精神，把中北当成家，

为中北多付出，为安保工作再创佳绩。 

我校召开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 

    为给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落实山西省反恐怖

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国防科

工办《涉恐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有

关要求，5月 23日下午 17：

30，在安全保卫处三楼会

议室召开了中北大学涉恐

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部署会。会议由安全保卫处杨

正民处长主持，参加会议的

有：宣传部、科技产业处、国

际交流合作处、安全保卫处、

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等

处室负责人以及涉军专业的

部分学院主抓安全的院领导。 

此次涉恐隐患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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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由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安全保卫处和科技产业处共同组织实施。

专项行动将从当前开始直至十九大结束，共分为排查、巩固、实战和总结四个阶段，排查

的主要内容有：重点人员、重点物品、重点场所等。安全保卫处杨正民处长强调，针对我

校外来人员多、涉军专业多、涉枪涉爆实验场所和设备仪器多的特点，各单位要充分运用

有效资源，积极开展涉恐隐患自查工作；要积极制定方案，摸清底数，抓好工作落实；同

时安全保卫处和科技产业处要开展督导检查，压实责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难点，确保

全校安全稳定。 

 

我校部署校园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5月 23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处）组织召开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会议，后勤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仪器设备处、后勤服务集团、光电厂等单位的领导

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安全保卫部杨正民部长主持了会议。 

开展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是全面消除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

火灾隐患，深化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的又一重要举措。在专项

整治工作部署会议上，杨正民部（处）长传达了省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教育厅对

开展物流仓储场所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的工

作要求，强调了此次专

项整治的目的、范围和

重点。安全保卫部（处）

安全科史志强科长按

照下发的《关于深入开

展物流仓储场所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的通

知》，结合我校的物流

仓储场所实际情况，详细介绍了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时间、步骤和工作要求，并简要解

读了《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明确了物流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具体规定。 

    在后续的专项整治中，安全保卫部（处）会加强监督检查，督促、指导各单位落实工

作措施，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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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在省高校安全工作会议上做专题讲座 

   5月 26日-27日，2017 年全省高校安全工作会议暨高校安全管理培训会在山西师范大

学音乐厅召开，来自全省各高校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院)长、保卫处长、安全教育课教

师及教学管理人员 230 余人参加会议。我校潘晋孝副校长、安全保卫部杨正民部长及郭薇

薇、班惠英两名老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安全工作

经验交流发言，就高校

安全消防安全管理、高

校安全能力建设及大学

生安全教育等进行主题

培训。在高校安全管理

培训会上，我校安全保

卫部教育科科长郭薇

薇、安全教育研究室讲

师班惠英应邀做《大学

生安全教育》说课及示范教学专题培训。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

注，会后，省内众多高校老师纷纷咨询请教。 

    近几年来，我校注重大学

生安全教育工作，成立大学生

安全教育研究室。在研究室组

织人员编写教材，定期进行安

全教育课老师选拔与培训，涌

现出一批授课优秀教师和优

秀课件。不仅如此，还通过说

课比赛、教学研讨等教学活动

提升了授课老师的能力，形成

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大学生安全研究室在全国高校保卫系统中可谓独树一帜，安全课程

的全新理念更是引领了我省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趋势和走向，推动 “平安校园”的

创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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