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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消防局检查组莅临我校检查指导 

               ----记我校“消防教育进军训”工作评估 

 我校组织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微课\微视频竞赛 

 我校开展对学生公寓、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安全保卫部（处）完成食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设 

 安全保卫部（处）微型消防站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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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李忠人书记到安全保卫部（处）调研 

    1月 19日上午，李忠人书记在党校办贾献忠主任的陪同下到安全保卫部（处）进行

工作调研，安全保卫处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杨正民处长主持。 

    座谈会上，首先杨正民处长向李忠

人书记介绍了安全保卫处的机构设置、

人员组成及硬件设施等基本情况，汇报

了保卫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

题。随后一同观看了我校参加第二届高

校“平安校园”创建优秀成果奖的纪实

片----《全面推进“六强工程”努力创

建平安校园》。 

    李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保

卫工作不仅是事务性工作，更应

倡导安保文化建设，要注重对大

学生的安全宣传教育，尤其针对

90后大学生的宣传教育更要有针

对性和有效性，在电信诈骗方面

要加大宣传教育和警示力度；其

次，要加快校园技防设施建设，

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提高

安保工作质量。同时，在工作

中要协调驻校警务站，正确处

理维护学校形象和安全稳定的

关系。 

最后，李忠人书记在处领

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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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校园 110 指挥中心、消防安全微型站。 

公安部消防局检查组检查指导我校“消防教育进军训”工作 

1月 13日上午，公安部消防局检查组成员布金波在山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太原市公安

消防支队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莅临我校，就“消防教育进军训”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白

培康副校长主持检查汇报会并讲话，安全保卫部（处）、武装部、学生工作部（处）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检查汇

报。 

2015年，是实施“消防教

育纳入学生军训课程”的第一

年。在新生军训中，我校认真

制定工作方案、科学编排授课

时段、合理安排演练地点、择

优选取师资教案，将 8 个必训

科目全部纳入军训内容，并在

太原市消防支队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下，全面实施了“消防安全大讲堂”、参观消防宣传车、体验逃生帐篷、实践高空吊

索逃生、火灾应急与疏散演练等一系列的消防教育特色活动，得到了省内多家新闻媒体的

热切关注和广泛报道，并成为省内高校“消防教育进军训”的工作典范。 

在检查汇报会上，安全保卫

部（处）杨正民部（处）长不仅

向检查组简要汇报了我校 2015

年“消防教育进军训”工作的组

织开展情况，还介绍了我校在消

防安全教育中坚守“教育为先”

理念、遵从实战实效实用、坚持

集中与日常结合、引导学生自

救、完备消防器材工具、逐步提

高教育成效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检查组对我校“消防教育进军训”的扎实开展表示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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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公安部消防局检查组成员布金波在查看“消防教育进军训”档案资料后，又对我校

每年坚持制定下发《中北大学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方案》，全年不间断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自编《大学生安全教育》并列入“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按期实施

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安全演练全覆盖”等消防宣传教育亮点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在检查中，检查组一行还

对我校微型消防站的建设进

行了参观指导，他们认为：我

校微型消防站消防应急车辆

器材配置齐全、规章制度健全

完善、消防队伍组织严谨、应

急机制科学有效，应在太原市

大力推广。公安部消防局检查

组成员布金波也指出：中北大

学消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希望省、市消防部门相关负责人能够再接再厉，进一

步加强工作指导，更好地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 

我校首届《大学生安全教育》微课\微视频竞赛成功举办 

 1月 17日晚 7点，中

北大学首届《大学生安全

教育》微课微视频竞赛颁

奖典礼在 14301教室成功

举行。安全保卫处处长杨

正民，仪器与电子学院党

委书记秦丽，安全保卫处

副处长吴耀金，团委副书

记魏翀及各院的副书记等

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本

次活动的颁奖大会由安全保卫部主办，仪器与电子学院分团委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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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丽书记首先为本次活动进行了精彩致辞，秦丽老师通过生动形象的例子强调了安全

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同时对一直重视安全教育的领导、参赛选手及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表示感谢，并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活动热烈进行，出席活动现场

领导为获得优秀作品的 73位老师

进行颁奖。活动还邀请学校笑艺相

声社的两位同学，给大家带来幽默

风趣的安全教育相声，在娱乐欢快

的享受的同时，提醒警示同学们日

常生活学习中需要注意安全的那

些方面，防范于未然。 

微视频颁奖共分为四组，每

组都穿插着优秀视频剪辑进行现

场播放。不仅展现了学生们的精

彩作品还起到了教育作用。在微

视频颁奖环节，为了活跃现场气

氛，还进行了现场抽奖，将活动

一次次推向高潮。 

最后，安全保卫部杨正民部长

围绕“321”的发言提纲，即 3个

活动成功的因素、2个发自肺腑的

感谢、1个美好愿望的祝福，对本

次活动做了最后总结，希望大家通

过这次活动，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

牢固树立安全大于天、责任重于泰

山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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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中北大学《大学生安全教育》微课比赛获奖名次 

获得奖项 院系 姓名 作品名称 

一等奖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郑智贞 灭火气的使用方法 

二等奖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秀玲 正确认识踩踏事件 

王子威 大学宿舍消防安全 

三等奖 
软件学院 双维 人身安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云霞 艾滋病预防 

 

附 2：       中北大学《大学生安全教育》微视频比赛获奖名次 

获得奖项 院系 班级 作品名称或作者 

一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14010642 安全教育视频 

14010642 宿舍财物安全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3020642 张爱兵 

13020141  

13020441 安乐 

14020842.4 高伟 

化工与环境学院 14040441 周乔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13050201 赵雪 

14050z01 
常元雄 

安全教育之诈骗系列 

仪器与电子学院 

13060144.1 梁铭珊 

13060144.2 Russell 

14060242 蔚丽俊 

14060241 吴健洪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090141.1 
张递侨 

学会保护自己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3100442.1 王旭田 

二等奖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4020243 孙博 

14020342.3 张思远 

14020841.1 王冰柔 

14020841.4 郝贤 

14020842.1 王晓萌 

14020842.2 程伦 

14020941.3 胡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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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院实验室 刘凯楠 

化工与环境学院 
13040542.2 

安全教育视频 

四名女生出演 

13040542.1 陶晓航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14050542 秦鑫 

13050442 姜珊珊 

14050241 女大学生安全故事 

14050241 赵凯 

14050342  刘钧妍 李嘉丽 

14050541 陈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13070843.1 赵康 

14070843.2 王子默 

理学院 
14080742 李斌 

14080641.2 王文芸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090742 张永贝 

14090742.5 小白遇骗记 

14090141.2 杜少瑞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3100441.2 王乐东 

三等奖 

机电工程学院 14010642 火灾预防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14020341.1 鞠咪咪 

14020341.3 梁佑永 

14020841.3 牛振坤 

14020842.5 杜瑞昌 

14020842.7 冯涛 

14020941.6 程晓斌 

14020941.7 惠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030442 吴敏健 

化工与环境学院 

14040442.2 梁永莉 

14040441.2 
周乔 

灾难就在我们身边   

14040442 胡宇星 刷单吧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5 院 13级实验班 席磊  孟陆 

5 院 13卓越班 宿舍防盗微视频 

13050441 路瑶 

14050341 伊金燕  陈钇冰 

14050341 安全作业 

14050343 侯玉婷 

14050342 网络诈骗要留心 

14050342 446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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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0542 段若望 

仪器与电子学院 
14060343 牛润达 

14060341 宿舍防患意识 

理学院 

14080942.3 包书勇 

14080942.1 甄文祥 

14080641.1 张雅琴 

经济与管理学院 14090742.3 杨淑文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3100442 天真的陷阱 

14100241 胡少鹏 

软件学院 13140109 秦萌萌 

 

我校开展对学生公寓、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 

为贯彻落实我校实施开展

的“冬季行动”，进一步排查

整治安全隐患，保障校园安全

稳定，确保全校师生员工度过

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1月 14

日至 15日，安全保卫部（处）

组织教务处、科技产业处、学

生工作部（处）和后勤服务集

团的相关负责人组成三个检查

组，重点对全校各学生公寓、实

验室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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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项检查中，各检查组按照

检查方案确定的责任区域、检查时间

和检查要求，以日常安全管理、消防

设施完好、实验安全管理、疏散通道

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项目为重点检

查内容，对学生公寓和实验室的安全

状况进行了全面排查。由于检查时间

紧、检查人员少，在对学生宿舍的检

查中，检查组依照“每栋楼至少抽查

5个学生宿舍，并覆盖至各学院”的检查原则，

将发现的隐患通报至相关学院，由学院按要求

另行组织，再次对各学生宿舍进行一次全面严

格细致、无一遗漏的排查整治。本次专项检查中，共排查出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 32项，不

仅向相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当场提出了整改要求，而且下发《安全隐患整改意见书》24份，

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是避免和预防安全事故的根本措施，此次专项检查的开展，不仅

进一步摸清了全校学生公寓、实验室的安全管理状况，而且强化了各级安全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明确了日常安全巡查的重点内容和整治要求，为改进和强化全校安全管理奠定了

坚实基础。 

安全保卫部（处）完成食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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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我校在各食堂新建的视频监控设备全部正常运行，并顺利通过国有资产管

理处组织的集中验收。自此，我校食堂视频监控实现了全覆盖，达到了从进货、验收、清

洗、加工、留样、售出、餐具消毒等各操作环节，对食物加工过程进行无缝隙监控的要求。 

食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设是平

安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得到省

教育厅的大力关注，而且还对“平安

校园”先进单位给予资金支持。由于

我校在 2014年度被省综治办、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省安监局、省食药

局评为“平安校园”先进单位，省教

育厅给我校下拨25万元的奖励经费，

用于食堂视频监控专项建设。 

在此次食堂视频监控中，我校投入

21.6万元，新增了高清网络摄像机 127

台、网络录像机 6台、硬盘存贮设备 36

套以及交换机、收发器、UPS等 24项监

控设施设备，做好了设备点位布局科学

合理、监控视频图像清晰、数据存贮保存周

期长、操作使用方便简捷和监控区域全覆

盖、无缝隙，满足了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监控

要求。并且在建设施工中，安全保卫部（处）、

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服务中心还指派专人，对

设备安装施工进行全程跟踪，严格监督施工

人员按合同清单选用设备、按技术标准安装

布局，确保了建设项目的按期完成和顺利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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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设项目的完成和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了我校安全防范的技术

保障条件，在大力提高食品安全工作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将有力推进我校“平安校园”建

设的深入开展。 

我校安全保卫部（处）微型消防站正式启用 

1月 11日，我校微型消防站通过太原市尖草坪公安消防大队验收，并正式挂牌启用。

此微型消防站融合“防消合一”功能，能有力提高初起火灾扑救、校园防火巡查、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等多种能力。 

微型消防站是提高消防重点单位自查自纠、自防自救能力的重要举措。按照消防部门

要求，我校微型消防站依照公安部印发的《消防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依托安

全保卫

部（处）

110值

班室联

合建

设。不

仅配备

了包括灭火防护服、抢险救援服、灭火防护手

套、抢险救援手套、安全头盔、防护靴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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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防护装备，消防车、灭火器、消防水带、

消防水枪在内的灭火器材，铁铤、劈斧在内的破拆器材，同时还配备了照明器材、防毒面

具、逃生面具、手持喇叭等应急救援材。而且调配充实人员，建立完善微型消防站岗位职

责、值班备勤、教育培训、日常训练等 9项日常管理制度，达到了“有人员、有器材、有

战斗力”的建设标准。 

在后续的工作中，我校微型消防站将在公安消防部门的指导下，加强日常管理，严格

值班备勤，坚持巡逻巡查，定期教育训练，快速到场处置，全面实现“救早、灭小、3分

钟到场扑救初起火灾和为师生提供宣传教育服务”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提升我校火灾事故

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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