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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抵御防范打击暴恐音视频专项整治工作 
11月 11日下午，学校在校办一会议室召开抵御防范打击暴恐音视频专项整治工

作专题会。颜虹副校长主持会议，游敏惠副书记，党办、宣传部、学生处、保卫处、

信息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参加会议。    
会上，游敏惠副书记传达了上

级关于抵御防范打击暴恐音视频

专项整治工作文件精神。另外，专

题会上还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以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的重庆

邮电大学开展抵御防范打击暴恐

音视频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颜虹副校长传达了市教委、市公安局会议精神，同时对我校开展抵御防范打击暴恐

音视频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单位要加强正面宣传教育，认真开

展清查工作，注重协调配合，确保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学校深入推进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工作 
为了深入推进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工作，切实维护校园及周边安全稳定，保障全

校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10月 20日下午 16时，重庆邮电大学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

工作专题会在保卫处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陶小江处长主持，颜虹副校

长出席。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南山

街道、南山派出所、邮村派出所、

南山交巡警大队、南山街道城管执

法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保卫处张永福副处长对

我校校园周边秩序整治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当前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报。与会各部门领导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就我校

周边治安、交通、市政管理、食品卫生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下

一步工作方案。 

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高校支队牛成支队长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要求校园及周边秩序

整治应建立健全六个工作机制，即：隐患通报机制，由南山街道牵头的隐患会商、研

究、处置机制，常态的安全隐患整改机制，高校内部治安管理机制，队伍建设机制，

各部门统一协作机制。 

最后，颜虹副校长做了总结讲话，对政府各相关单位对学校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

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要求保卫处继续加强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

建立校园周边秩序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校园及周边安全稳定。 

 

 

学校启动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达标验收工作 
11 月 4 日 14：30，颜虹副校长在校办二会议室主持召开校园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建设专题会，启动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达标验收工作。校办、学生处、宣

传部、资产处、财务处、教务处、基建后勤管理处、保卫处及相关实体负责人参会。 

会上，保卫处陶小江处长详细介绍上级部门关于校园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

的相关要求和我校现状，部署相关

单位迎接检查验收的各项工作。 

前期，根据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建设要求，保卫处已牵头完成

学生宿舍、教学楼、图书馆等重点

要害部位相关消防设施设备配置、

消防档案完善、工作记录整理等工

作，此次协调会后迎检工作将全面推进，预计将于 12月中下旬接受上级单位检查验收。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即：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

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的能力和宣传教育培训的能力。 



校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扩容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11月 14日下午，学校组织对校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扩容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

副校长林金朝，资产管理处、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审计处、学生处、基建后勤管理

处、保卫处、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参加验收会。 

验收组听取了保卫处关于项目总体建设情况汇报，承建单位重庆新思维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工作报告，监理

单位重庆信科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项目监理情况报告，同时结

合现场查看、监控功能演示，充分

讨论等环节，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

竣工验收，并按合同要求进入试运

行阶段。 

林金朝副校长在验收会上对校

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此项目在校内各相关单位、承建

方、监理方的积极配合下，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达到了建设要求和合同约定标准。

同时，林金朝副校长还就系统后期优化及系统维护、质保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要求。 

本次系统扩容共新建监控点

位 131个，主要包括校园主干道、

重点部位、学生宿舍门禁及周边

区域，全部采用数字高清摄像机。 

校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通过

两期建设，目前共有监控点位 284

个，包括校园公共区域 139个，

学生宿舍大厅及周边 112个，食

堂等其他部位 33个。校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投入使用以来，我校以“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进一步健全，学校整体安防水平大幅提升，校园内特

别是学生宿舍盗窃发案率大幅下降，师生安全感不断增强。 



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正式启动 
11月 3日，学校召开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启动会，副校长颜虹、吕翊出席会议，

校办、资产处、信息中心、基建后勤处、保卫处、物业中心负责人，以及承建单位、

监理单位相关人员参会。 

会上，陶小江处长就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的必要性、前期项目调研论证情况、

方案设计和建设要求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介绍。承建单位就详细设

计方案进行了说明，监理单位对

项目建设标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与会人员进行了充分讨论。 

副校长吕翊在讲话时要求学

校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开展工作，

要求承建单位严把质量关，注重

细节，精益求精，要求监理单位加强过程监管。副校长颜虹总结强调，校园车辆门禁

系统改造项目是全校师生员工高度关注和热切期盼的一件大事，要求各方注重协调配

合，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减少对校园秩序的影响；希望承建方和监理单位注重施工

细节，建设一套高标准、高质量、先进的车辆门禁系统。 

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作

为保卫处牵头实施的信息化项

目被列入学校 2014年“十件实

事”。按照施工方案，从 11月 4

日起将依次对北校门、二校门和

西大门进行封闭施工，拟定于

11月底完成并进行试运行。同

时，对教职工等校内免费车辆信

息的收集和核对工作也已同步进行。 

11月 19日，二校门和北校门的门禁系统改造已完成并恢复通车。目前，新大门

正在进行门禁系统改造。 



消防安全在我心 平安和谐伴我行 
-----重庆邮电大学 2014 年消防安全月系列活动 
为加强学生消防安全教育，提高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帮助学生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有效预防消防安全事故发生，构建“平安校园”和“平安公寓”，由学生处和保卫处共同开

展的“消防安全在我心 平安和谐伴我行-----重庆邮电大学 2014年消防安全月系列

活动”于 11月正式拉开帷幕。11

月 7日中午，学校消防安全月启动

仪式暨现场宣传活动在雨红莲篮

球场进行，黄桷垭消防中队官兵、

保卫处、学生处有关单位负责人及

学校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副

校长颜虹来到现场，看望慰问参加

活动的消防官兵和师生代表。 

     活动现场通过展出消防知识宣传图片、发放消防安全知识传单、宣讲高校火灾案

例、展示消防车和消防设备、讲解灭火器使用等方式，对消防安全知识进行了全面宣

讲，现场气氛热烈，师生热情高涨，纷纷在“防安全在我心，平安和谐伴我行”的横幅

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达了建设平安校园的态度与决心。 

当天晚上，还在 2100教室举行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来自重庆安居消防宣传培训

中心的姚庆主任结合今年全国消防宣传的主题“找火灾隐患、保家庭平安”，从大家身

边的常见问题和易忽略的细节，给

同学们讲讲解了如何查找身边的火

灾隐患、如何应对初期火灾、如何

在火场逃生等消防安全“自防自救”

的常识和技能，整场讲座思路清晰、

观点明确、重点突出、举例贴切、

语言幽默、互动良好，让同学们受

益匪浅。 

11月 8日下午，学校组织校宿



管会、学生消防志愿者协会和各学院部分代表 150余人到南山消防中队基地开展了培

训体验活动。同学们参观了消防营区、观看了消防官兵进行的灭火实战演习、进行了

火灾模拟逃生训练、体验了穿专业消防服、操控高压水枪、使用灭火器等，在实际操

作和体验中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和灭火实战技能。 

此次消防安全月还将开展“寝”巢出动——第一届消防趣味运动会、“平安公寓”消防

安全作品征集大赛、消防电影征集及播放等活动，努力提升活动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提高同学们的参与面和受益面。 

 

保卫处及时破获校园自行车盗窃案 
10月 9日-10日，我校连续发生三起师生自行车被盗案件，涉案金额 1万余元。

保卫处高度重视，及时通过视频监控系

统锁定三名嫌疑男子，并组织人员进行

布控。10月 11日上午 10时左右，嫌

疑人潘某某驾驶摩托车进入校园再次

伺机作案，被我布控人员在玉兰园现场

抓获。嫌疑人潘某某对在我校盗窃自行

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通过南山派

出所，将同案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弹

子石“洋人街”及时抓获，并追回被盗

自行车 3辆。目前，三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11月 7日，保卫处、南山

派出所在学校举行赃物发还仪

式，将追回的被盗自行车发还失

主。仪式现场，失主还向保卫处、

南山派出所送上两面锦旗“人民

警察为人民、破案神速保平安”、

“校园卫士为师生、破案神速保平安”，对保卫处、南山派出所快速查破案件、追回赃

物表示感谢。 



简  讯 
◇ 保卫处完成校园临时停车位划线工作。为充分利用校园交通资源，进一步加强

校园交通管理，规范车辆停放秩序，保卫处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和整体规划，在校园增

设临时停车位 110个，并于 10月底完成划线工作，以满足校园愈来愈多车辆的需要。 

◇ 保卫处认真做好学校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安保工作。前期，学校举办了第

二届董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董事大会、2014中国生命电子学术年会、2014年高雅艺

术进校园—国家京剧院走进重庆邮电大学专场演出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活动，保卫处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各项安保措施，确保会议现场及校园良好的秩序，无

事故发生。 

◇ 保卫处认真做好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期间交通疏导工作。校园车辆门禁系统

改造期间，保卫处经过多次研究，采取了以下一系列管理措施保障校园畅通安全，包

括根据施工进度安排依次、有序封闭各校门，缩短施工周期，对新大门进出车辆进行

分流、分道，协调交巡警加强高峰时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协调城管大队对新大

门出口支路摆摊设点进行清理，学校重大会议期间停止施工等，确保校园交通秩序未

受到大的不利影响，未出现大量拥堵等情况，车辆进出校园畅通。 

◇ 保卫处开展校园违规摩托车、助力车专项整治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校园交通秩

序，减少校园交通安全隐患，保卫处在重要路段设立交通检查站，开展校园违规摩托

车、助力车专项整治工作，目前共登记、清理各类摩托车、助力车 300余车次。 

◇ 保卫处为学生家长追回遗失现金 9000 余元。10 月 31 日晚 7 时许，一学生家

长将装有 9000余元现金的手包遗失在三教前草坪内。保卫处接报案后，组织专人通过

视频监控系统，经过细致的分析追踪，发现该手包被一中年妇女拾得。11月 3日下午，

当该女子再次进入校园时，被我处值班人员及时发现，后通过我处保卫干部认真细致

的工作，该女子承认拾得该手包的事实，并主动将物品归还失主。失主对保卫处经办

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感到非常满意，连声道谢。 

 

◇  保安队员拾金不昧获称赞。9月 12日晚上 23：30左右，保安中队应急分队队

员甄吉华在中心食堂前拾得一部 oppo手机，价值 2000余元，皮套内有学生校园卡。

保安之声 



面对物质的诱惑，甄吉华没有犹豫，及时将手机交给了值班班长，并与班长一起通过

校园卡及时将手机归还失主。队员甄吉华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得到失主和广大师生员

工的一致好评。 

◇  保安中队加强夜间巡防工作力度。年终是入室盗窃案件的高发期，保安中队

在调整安保方案，加强安保力量的同时，利用校园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对夜间巡防保

安队员每小时实况签到一次，保证了夜间良好的巡防秩序，同时也保持了夜间校园安

全防范的高压态势。今年以来，保安中队夜间防范责任范围无任何事故和案件发生。 

◇ 校园“见警率”不断提高。加强巡逻是做好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措施。为

了及时处置校园突发情况，进一步提高师生的安全感，保安中队在做好中心食堂“安

保岗亭”24小时值班工作的基础上，加大校园巡逻频率和力度，6辆巡逻摩托车、2

辆巡逻四轮车轮番上阵，保证随时出现在校园安防关键区域，校园“见警率”大幅提

高。 

安全温馨提示 
◇ 注意消防安全。冬季是各类火灾的高发时期，提醒教职员工在家和办公室尽量

不使用大功率烤火炉等电器，实验室、办公室空调人走断电。特别提醒全校师生员工

使用电热毯一定人走断电。 

◇ 加强校园养犬管理。为了保障全校师生员工人身健康和安全，维护校园公共秩

序和市容环境，按照《重庆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校园内饲养犬只仅限于教职

工家属区，犬主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犬只进行登记、疫苗和管理。学生宿舍严禁

饲养犬只。 

◇ 谨防电话、网络诈骗。当前，诈骗分子往往以中奖、推销购物、邮件投递等方

式进行电话和网络诈骗。为此，我们提醒全校师生员工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冷静应

对，特别是涉及现金、转账等情况时一定要慎重，以防上当受骗。 

 

 

◇ 报：校领导 

◇ 送：校属各单位  

◇ 重庆邮电大学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2014 年 1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