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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召开正处级干部会议部署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3月 18 日晚，我校一实验大楼发生火灾。为做好事故处理相关工作，3月 19日上午 8：

00，我校在主楼十五层会议室

召开正处级干部会议，及时安

排部署开展全校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全体校领导、正处

级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

党委书记李忠人主持。 

会上，校党委副书记薛智首先就

此次火灾事故处置、舆情引导情况进

行了通报。3月 18 日晚 20时 10分左

右，我校一实验室发生火情。楼内师

生发现烟雾后，立即向 119和学校保

卫处报警，同时及时组织人员撤离，

并第一时间采取了断电措施。学校保

卫处接警后迅速封锁了现场，并组织

楼内师生安全撤离。接到火警后，消防

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并进行扑救。晚 22

时 15分左右火被扑灭。由于撤离及时，

无人员伤亡。本次火情过火面积约 270

平方米，涉及大小办公室、实验室共 6

间，楼内各房间原有物品为办公用品、

桌椅、仪器设备等，无危险化学品，财

产损失初步预估约 100 万元左右。经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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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火情是从该楼三层一个实验室开始的，由于正值周末所以当时起火的实验室没有

人。目前，消防部门正就起火原因

展开调查核实。 

火情发生后，学校迅速启动了

应急预案，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同时做好学生稳定及舆情应对工

作。校党委书记李忠人、校长刘有

智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并连

夜组织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解

决处理事故善后事宜。省政府副秘

书长张文栋、省教育厅厅长吴俊

清、副厅长孙世新、草坪区党委书

记李贵增、区长卢俊峰也及时赶赴

现场指导。 

会上，校党委书记李忠人强调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正确认

识，要将此次事故如实通报师生。

同时要亲自安排、亲自检查，纵向到边、横向到底，对本单位进行地毯式彻底排查；要仔

细对照应急预案，在危情发生时及时做出安排，及时进行处理；相关事故实验室要尽快摸

清摸透各部位情况，深刻反思、快速整改，将此次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做实做好。 

校长刘有智强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亲临一线带头排查整改，落实到人；

排查工作要细化到各单位有无应急预案、有无安全档案，重点部门、重要设备是否记录在

档；加强安全管理，对学生公寓、食堂、超市、校医院、图书馆、二龙山、各种消防通道

要认真排查，做到心中有数；完善制度建设，将消防教育、消防培训、消防演练常态化、

制度化，保证学校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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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潘晋孝对此次排查整改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一是要谨记火灾事故就在身边，

高度重视，提高警惕，树立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的大局意识；二是各单位要立即清查所辖区

域，重点排查人员密集场所，杜绝室内电线乱接私拉现象，立即完善消防措施；三是进一

步增强师生的火灾逃生和疏散意识，学习掌握小火扑救措施；四是公共场所要相互监督、

相互配合，积极行动起来，全面清理违规堆放物资，防患于未然。 

我校开展校园消防安全隐患大督查 

为全面加强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3月 20日上午，在各单位自查

的基础上，由校领导刘有智、安建平、

薛智、曾建潮、白培康、熊继军、雷

锋斌、赵贵哲、潘晋孝等带队组成 5

个检查组，深入各学院办公场所、教

学楼、实验室、消防通道，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和直附属单位办公场所、消

防通道、在建工程、施工场所，学生

宿舍、食堂、生活服务中心（外租场所）

及朔州校区，开展全面、彻底的安全隐患

排查，真正做到了检查无死角、全覆盖。 

排查过程中，检查组分别察看了各单

位安全责任和制度落实情况、安全

预案制定和实施情况，听取了各单

位安全排查工作汇报，重点就消防

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食品安全、

在建工程安全、校舍安全、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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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特种设备安全、人为地质灾害预防情况、电源线路和用电设备安全等重要环节和安全

部位进行了全方位检查，并对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进行了现场记录。 

每到一处，校领导详细了解各单

位重点部位人防、物防、技防等方面

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对督查中发现的

用电不规范、废旧易燃物清理、线路外露

繁杂、违规电器使用、房屋老化和不合理

结构、实验器械陈旧老化、消防通道不畅

等隐患和问题进行现场反馈，提出整改意

见，要求各单位立即整改，做到不漏掉一

个细节、不放过一处隐患，切实为师生创

设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我校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3月 22日下午，我校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例会，通报了 3月 20日全校范围内消防安全

检查情况和 3月 18日火灾事

故情况，并对安全隐患整改

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和部

署。校领导李忠人、刘有智、

安建平、薛智、王瑞芬、白

培康、熊继军、雷锋斌、潘

晋孝出席会议，我校安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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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会议。校党委书记李忠人主持会议。 

校党委书记李忠人讲话指出，此次安全会议既是一次通气会，也是一次统一思想和落

实整改的会议。安全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学校上下必须警钟长鸣，须臾不

能放松，要将安全问题放在首位，将安全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切实落到实处。李书记结

合 3月 18日火灾事故发生情况，对全校师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学校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消防安全意识，并对事故发生进行深刻反思、剖析和检讨，

做到守土有责，切实肩负起主体责任；二是要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专项活动，

撸起袖子实干，确保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三是广大干部要就当前必须解决的安全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严防管理漏洞，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整改举措，认真履行安全

监督、检查、整改职责，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大局。 

校长刘有智讲话强调，安全关系到每个人，安全是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体现，因此，全

校上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工作，要注重全员消防安全意识的提高；要在学生安全教

育课程中增加实际演练操作的比重，切实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广大干部要主动

思考、主动作为，深刻剖析教训，认真落实整改，强化责任意识，确保学校的安全和稳定。 

我校召开 2017 年学校工作会议 

3月 23日下午，我校在图书馆五层学术报告厅召开 2017年学校工作会议，全体校领

导、全校处级干部、党政机关科级干

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

安建平主持。 

校党委书记李忠人指出，2017年

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年，是体制机制改

革的关键年，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

年，是学科建设，特别是落实 1331工

程的关键年，是提升教学质量、迎接教育部评估的关键年。为切实做好今年各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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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记强调要加强党建工作，使其成为学校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的政治保障；要做好中层

机构制度的调整、中层班子换

届、干部调整交流、学校二级管

理体制的深化改革，使学院设置

更符合学科，特别是符合一级学

科发展的需要，符合人才培养的

需要，符合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需要；要做好“提高标准、提

升能力、争创一流”专项活动，

落实好 1331 工程，做好迎接教育部评估的准备工作，思想意识要统一，组织领导要重视，

工作责任要到人，工作措施

要到位；要追踪推动我校三

期地的征收和规划，为教学

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优质

环境。 

校长刘有智指出，2017

年是我校真正落实“十三

五”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一

年，也是学校争创“双一流”的

关键一年。结合党政工作要点，

他强调了 2017 年我校十个方面

的主要工作：一是提高安全意

识，狠抓平安校园建设；二是抢

抓“双一流”机遇，推进高水平

大学建设；三是加强一流学科建

设，提升学科建设整体水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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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立德树人，致力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五是加强协同创新，致力于提升科研实力；

六是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略，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七是加快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提升

学校国际影响力；八是争取各类支持，改善办学条件与空间；九是更加重视民生，让师生

有更多的幸福感；十是干部以身作则,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他希望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

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持之以恒的改革勇气、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艰苦创业的坚定

意志、奋发有为的担当精神，深化综合改革，推动事业发展，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为把我校建设成为创新发展引领、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影响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早

日实现“百年百强”中北梦而努力奋斗。 

校党委副书记安建平要求，各级干部要“看清、想透、做实”。看清就是要看清学校

面临的整体发展形势、学校面临的问题及工作重心；想透就是要认真思考如何规划好未来、

如何做好本职工作；做实就是要在工作中做到务实、敬业、讲实效。要切实增强落实意识

和责任意识，立足本职工作，以严和实的作风，以良好的精神面貌不断推动学校各项事业

再上新台阶。 

 

我校开展对校园报刊网络新媒体安全专项检查 

根据山西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要求和部署，校党委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尤其对

我校校园报刊网络新媒体

的健康、合法以及正能量

的有效传递，校党委做出

了明确指示。安全保卫部

在潘晋孝副校长和安全保

卫部杨正民部长的领导部

署下，精心组织、认真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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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17日上午，安全保

卫部牵头组织，由宣传部、国有资产

管理处、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等

单位参加，联合开展对我校校园报刊

网络新媒体安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

查。检查组由安全保卫部吴耀金副部

长带队，专项检查组一行 8人，重点

针对校园报刊亭、书店、文印店、校

园网络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 

通过现场查看、检查资料及文印

记录、询问工作人员等方式，认真

仔细的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

正，向有关的经营商户积极宣传国

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并提出相关要

求。各商家在整个过程中积极配合，

积极表态对按照检查出的相关问题和要

求及时整改。 

此次专项检查，是对我校校园政治稳

定的有力促进，同时也对深化我校“平安

和谐校园”的创建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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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安保部门召开安全工作专题研讨会 

2月 27日下午，新学期伊始，安全保卫部（处）召开安全工作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吴

耀金副处长主持，保卫处全体职工及校园 110 部分骨干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安全科史志强科长

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普通高等学校

消防安全工作指南，从安全责任、

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和整改和教育

培训演练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解

读。通过学习，所有员工清楚地掌

握了校园消防的工作要点、责任划

分及工作职能，为下一步开展我校

安全消防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会议对我校目前安全工作进行了通报和分析，参会

人员积极发言，针对我校治安、交

通、校园环境及大学生安全教育等

工作进行了研讨。李斌副处长针对

安全热点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想法，

同时也对安全保卫处全体人员提出

要求和希望。 

最后，杨正民处长传达学习了

2月 17日《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有关精神，并作会议总结发言，强调指出：

在今后的工作中，安全保卫处所有员工要注重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影响

校园安全突出问题的能力，建立多方参与、协同配合的学校安全工作机制，强化法律在维

护师生权益、化解涉校涉生矛盾纠纷中的权威性，进一步健全警校合作机制，严厉打击涉

及学校和学生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希望全处携手奋进，共同为创建一个政治稳定、治安

良好的校园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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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卫部门组织开展电气安全隐患专项检查 

3月 2日下午，安全保卫部（处）组织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的电气作业技术人

员，联合对我校各单位上报的电气

安全隐患进行了联合检查。 

在检查中，检查人员先后到达

12号教学楼、东区塑胶篮球场、4

号教学楼、7 号教学楼、一食堂、三

食堂及游泳馆，对各部位的供电电缆、

进户主线、照明线路、配电柜进行了

认真检查，分析了线路发热、电缆故

障、设备噪声等电气安全隐患的发生

原因，提出了规范连接线路、增加容

量、停用设备等整改措施，排除了电

源线路老化的可能性。同时，还对篮

球架篮板拉杆锈蚀破损、建筑物外墙

装饰材料松动、楼梯接缝填充材料脱

落、游泳池渗水等隐患进行了查看，

并对管理单位提出了整改建议和要

求。 

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安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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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查，不仅是排查和认定安全隐患的有效方法，还能全面查找出现安全隐患的根本原因，

提出科学合理的整改措施。在以后的安全检查中，安全保卫部门将延续引入专家检查机制，

全面提高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成效。 

我校微型消防站与公安消防中队开展联勤联训演练 

3月 3日上午，我校微型消防站与

尖草坪公安消防大队在怡丁苑单身公

寓组织开展了联勤联训演练，安全保卫

处消防应急分队队员和尖草坪区公安

消防大队柴村中队的官兵参加了演练。 

此次演练，是以怡丁苑单身公寓值

班室为模拟起火点，按照预定的程序，

依次进行了报警、第一力量出动、火情

侦查、火场警戒、灭火器处置、室内消

火栓出水灭火、消防车出水灭火、第二

力量增援、消防车联动、室外消火栓水

源补充、被困人员救护等火灾应急处置环节的演练。在演练中，参演人员紧密合作、默契

配合，快速准确地完成了演练任务，有

力地提高了我校微型消防站与公安消

防的火灾处置联勤能力。在演练结束

后，柴村中队的官兵还对我校微型消防

站消防应急分队队员进行了基础业务

技能培训，详细讲解了原地着装、两盘

水带铺设连接、空气呼吸器穿戴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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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材装备的操作规范和动作要令，并亲手示范、逐个纠正，增强了消防应急分队队员

的业务训练成效。 

开展联勤联训演练是增进公安消防与

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协调配合能力，充分

发挥微型消防站火灾扑救第一力量的作

用，及时快速扑救初起火灾的有效措施。

联勤联训演练的扎实开展，将会不断提高

我校微型消防站消防应急分队的整体实战水平和对校园初起火灾的防控能力。 

关于我校各单位办理公务接待出入门禁的通知 

为了方便我校各单位因公务来校车辆的出入校园门禁，提高办事效率，经过认真调研、

广泛论证，现取消原有公务接待卡，更改为各单位自行填写《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出门

登记卡》的方式。 

 办理程序：登录中北大学校园网→安全保卫处网站→点击[服务大厅]下的[资料下载]

菜单→下载《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出门登记卡》。 

相关说明： 

1、无需到保卫处办理，各单位自行如实填写《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出门登记卡》，

加盖公章签字有效； 

2、车辆驾驶人出入校门时，递交收费员，免费通行；  

3、《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出门登记卡》所填内容严禁涂改，否则视为无效；   

4、自此通知发出三日后，我校门禁公务接待卡一律作废，敬请各单位及时变更新办

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安全保卫处交通科电话：3921413。 

附：《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出门登记卡》 

安全保卫处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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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车辆出门登记卡 

来访时间 年   月   日   时 车  牌  号  

来访部门  填  表  人  

来访事由  

离校时间 年   月   日   时 
单位主管领导 

签字并加盖公章 
 

备   注 

1、此卡仅限于因教学科研业务、社会公益活动和学校公共事务来校

车辆（不含商业经营、工程车辆）；仅限从学校一号门出校，离校时交门

卫。 

2、有效时间：当日有效。 

3、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若有弄虚作假，该单位今后所签的登记

卡均无效。 

 

                                                                                         

 

中北大学因公来校办事车辆出门登记卡 

来访时间 年   月   日   时 车  牌  号  

来访部门  填  表  人  

来访事由  

离校时间 年   月   日   时 
单位主管领导 

签字并加盖公章 
 

备   注 

1、此卡仅限于因教学科研业务、社会公益活动和学校公共事务来校

车辆（不含商业经营、工程车辆）；仅限从学校一号门出校，离校时交门

卫。 

2、有效时间：当日有效。 

3、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若有弄虚作假，该单位今后所签的登记

卡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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