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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两节、三夜、两会”安全稳定工作会 

2015年 12月 21日下午，学校在香樟园一会议室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传达市教

委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精神，布置我校“两节、三夜、两会”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

李银国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颜虹副校长主持会议。相关职能部门、各学院分管安全

稳定和学生工作负责人，各后勤实体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颜虹副校长传达了全市教育

系统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并对我校

“两节、三夜、两会”期间的安全稳定

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他要求各单位：

一是要高度重视当前学校的安全稳定

工作，坚决做到“五个决不能”；二是要抓好细节，抓好常规工作；三是要抓好校园交

通、幼儿园、学生宿舍、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在建工地管理等重点工作。 

李银国校长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各单位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安全稳定形势，

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及时传达会议精神，全面布置本单位各项工作，切实落实各项安

全稳定工作措施，特别要做好南部校区、消防、学生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确保校

园安全稳定。 

 

保卫处组织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大型宣传活动 

为切实提高师生员工交通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

全管理，有效预防校园重大交通安全事故，2015年 12月 23日上午，保卫处会同南山

交巡警大队在学校老校门开展了以“文

明交通，安全出行”为主题的大型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现场，组织保卫干部和民

警为师生员工发放《交通安全提示》、《关

爱生命，安全出行》等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 5500余份。同时，交巡警开展现场举



案说法，对超员、超速、超载、酒后驾驶、无牌无证驾驶等各类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

相关法律规定向在场师生进行了讲解，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活动期间，部分

驾驶员也就道路交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现场咨询。 

 

校园车辆测速系统通过竣工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2015年 12月 28日下午，学校组织对校园车辆测速系统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副校

长颜虹，学生处、资产管理处、信息中心、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验收会。 

验收会上，验收组听取了保卫处项目总体情况汇报、承建单位项目建设情况报告，

同时结合现场查看、功能演示、讨

论答疑等环节，一致同意该项目通

过竣工验收。 

  副校长颜虹指出：项目按期完

成，达到了建设要求和合同约定标

准；此项目是学校加强交通安全管

理的重要举措，师生员工反映良好；

同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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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重要路段安装车辆测速装置”作为学校 2015 年为师生办理的“十件实事”

之一。该项目经过多次调研论证，于 2015年 12月 7日完成招标，12月 14日起正式

开工建设，12月 27日顺利完工。 

 校园车辆测速系统采取固定点位

测速和流动测速相结合的方式，在 47

栋教师宿舍至老校门之间公路、新二教

学楼至老运动场之间公路和 23 栋学生

宿舍前公路设定固定测速点，配合流动

测速对超速车辆进行拍照、记录，并通

过曝光、教育、处罚等方式，有效降低校园车辆行驶速度。 

  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系统运行稳定、功能完善，各重要路段车辆行驶速度大幅

降低，达到了预期建设目的。 



保卫处组织召开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工作专题会 
为了充分落实市教委关于“两节、三夜、两会”期间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深入推进

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2015年 12月 23日下午 15时，

保卫处联系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召开校园及周边秩序整治工作专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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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陶小江处长对我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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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全校园周边秩序整治工作长效机制，加强校园周边秩序整治是学校安全保

卫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校保卫处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加强校园周边秩序整治取

得积极成效，校园及周边涉校涉生案件事故大幅下降，切实维护了我校师生员工的生

命财产安全，师生安全感不断提升。  

 

保卫处“安全教育进学院系列讲座”圆满落幕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切实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保障其人

身财产安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保卫处

结合学校实际，于 2015年 10月-12月开

展了“平安校园在我心，防盗防骗伴我行”

安全教育进学院系列讲座，目前已全部完

成，此次系列讲座圆满落幕。 

本次系列讲座以防盗防骗为主题，共

计 17场，覆盖全校所有学院。保卫处精心组织，制作统一课件，根据学院需求安排讲

座时间，并组织 5 名保卫干部进行巡讲。讲座内容丰富，主要针对大学生在校期间被

盗、被骗、易发、频发的情况，提炼出具有警示教育作用的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实



时案例分析和讲解。讲座中，授课老师风格迥异，时而严肃正统，时而诙谐幽默，时

而引经据典，时而互动频频，不同的授课

风格也让听讲座的学生耳目一新，感受到

了别样的讲座风采，让枯燥乏味的安全讲

座变得生动形象，学生在快乐的气氛中学

到了安全知识。 

据悉，保卫处将根据学校安全防范的实

际需要，持续推出其他主题的安全教育讲

座，使安全教育讲座成为常态，切实将安全教育推向深入。 

 

保卫处布置寒假及春节期间校园安全保卫工作 
为切实做好学校寒假及春节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2016 年 1 月 21 日下午，保卫

处在腾飞门前组织召开寒假及春节校园安全保卫动员大会，布置相关工作。 

动员会上，监管保安公司的陈显模老师

对寒假及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具

体布置，并提出了要求。保安中队队长欧勇

带领全体保安队员进行宣誓，表示在假期要

进一步加强管理，严格考勤，维护保安良好

形象，充分担起带头示范作用，在全校师生

欢度春节的重要时刻，确保大家的生命财产

安全。 

最后，张永福副处长对全体队员提出要

求，他谈到：希望全体安保人员保持饱满

的工作热情，在这阖家团圆的时刻，更要

牢牢把控安全关，加大校园巡查力度，及

时纠正违规行为，要求大家坚守工作岗位，

遇事沉着冷静，积极处理汇报，用辛勤的

工作换来全校师生平安、幸福的新春佳节。 

 

 



夯实基础  健全机制  切实提升校园安全保障服务 

——保卫处/武装部 2015 年度部分工作介绍 

一、“两个第一、两个到位，一个提升”，校园维稳工作高位运行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多次召开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加强信息员队伍建

设，开展专题调研，研判情报信息，信息采用量和积分连续五年排列重庆高校第一，

连续四年以高校第一排名获市教委、市公安局通报表彰。校园重点人员和关注对象稳

控到位。修订完善校园突发事件应急总体预案和 10项分预案，全年无因处置不力导致

的不稳定事件，学校整体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 

二、“一种状态、一项机制、一个体系”，校园消防安全“零事故” 

消防设施设备完善、完好，消防战备状态良好。坚持“五级巡查防控”机制，切

实消除火灾隐患。完善消防宣教体系：组织全校性主题宣传 2次，灭火实战演练 4次；

连续第三年在军训中开展人民防空、防震自救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大型培训；送 8

场消防安全讲座到学院；指导的消防志愿者协会以第一名获评学校“精品社团”。学校

继续保持消防安全“零事故”。 

三、“三个保持”、“三个健全”、“一个确保”， 校园治安秩序安定 

“三个保持”：完善重点档案，做好活动安保，加强外卖管理，调解治安纠纷，继

续保持校园公共区域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案件；建立校园周边秩序整治联动机制，

不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涉校涉生案件事故保持下降；破获盗窃案件 8 起，抓获嫌疑

人 8名，追回经济损失 5万余元，继续保持打击校园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三个健全”：新增安保岗亭，完善巡逻机制，加强应急分队建设，校园面上治安

防范体系不断健全；在所有学生寝室张贴安全提示，坚持每年对所有新生发放安全资

料，面向所有学院组织 17场专题讲座，创建“重邮小卫士”微信平台，启动学生安全

教育网络平台建设，学校安全教育体系不断健全；完成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第三期建设，

新建校园车辆测速系统，并实现与车辆门禁系统整合对接，校园技防体系不断健全。 

 “一个确保”：确保校园盗窃案件不断减少，较 2014年减少 18%。 

    四、“一次活动、三项规划、五条措施”，校园交通安全畅通 

发布交通信息 50余条，组织“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大型主题活动。加强三项规

划：完善标牌设施，安装车辆测速系统，打造校园步行区。落实五条措施：对违规车

辆贴单警告和锁停，“三无”车辆集中整治，大型活动车辆指挥，高峰期车辆引导，施



工车辆管理。校园继续保持无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五、“两个五年、一个满意、一个第一” ，校园保安服务成绩突出 

切实加强保安服务日常监管，夜间查岗 217次，组织会议、培训、专项工作近 100

次。严格考核，提升形象、礼貌、意识等服务质量；开展专业技能训练，队伍专业化

程度不断提升。校园保安服务家属区夜间防范已连续五年未发生任何案件和事故，连

续五年考核优秀。全年未接到师生关于保安服务的有效投诉。师生满意度高，满意度

测评为 92.71分。合同期满考核得分 96.81，以绝对优势名列学校服务外包企业考核第

一。 

六、“两个创新、两个先进、一个推广”，大学生国防教育成果丰硕 

高质量完成 2014级学生军训任务，并在军训中邀请公安特警创新开展大型反恐防

暴演习，创新成立学生无线电测向协会，代表重庆市参加“2015年全国军事课教学检

验比赛”获得优异成绩。圆满完成民兵分队年度整组任务，超额完成大学生征兵入伍

送检指标，荣获南岸区“民兵预备役”和“征兵工作”先进单位。我校将人民防空、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和反恐防暴演习融入军训的成功做法得到市教委、警备区、消防总

队等部门高度认可，正式下文在全市高校推广。我校还多次在成都军区和重庆市军训

工作专题会上交流发言。（完） 

 
 

简讯 
◇ 圣诞、元旦期间校园安全稳定。根据上级及学校相关安排，保卫处认真落实各

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圣诞、元旦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学校圣诞、元旦期间校

园安全稳定。 

◇ 保卫处组织开展节假日校园安全大检查。在圣诞、元旦及寒假前，保卫处按照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要求及上级文件精神，会同学生处、基建后期管理处、邮村派出所

等部门及时组织开展全校性安全大检查，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 

◇ 保卫处规范校园送餐进校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外送餐进校管

理，减少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保卫处按照学校安排开展了一系列整治工作，加强车

辆和人员盘查，开展校园巡逻，清除违规送餐人员，校园违规送餐大量减少。两个多

月以来，检查疑似送餐车辆 4000多辆，检查疑似送餐人员 300多人，挡获送餐 550多

次，整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 保安中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盗窃嫌疑人两名。2015年 11月 18日，保安

队员在登记出校自行车时怀疑一男子盗窃我校学生自行车，便对其详细审核登记，后

经公安机关核实，该男子曾多次在江南多个高校盗窃自行车。南山派出所根据门卫登

记信息顺利将其抓获。12月中旬，保卫处接报称运动场有学生钱物被盗，保安中队及

时按照保卫处部署组织布控，于 12月 31日将盗窃犯罪嫌疑人卢某抓获。 

◇ 保安队员拾金不昧。2015年 11月 21日，保安队员李苏航在执勤中拾得相机

一部，价值万元以上，后经多方查找，找到失主（来校进行体育比赛的重庆大学外籍

学生），并主动归还相机，得到失主的高度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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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园严禁燃放烟花爆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2016年春节期间主城区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通告》规定，学校属于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寒假及春节期间，我

校全校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维护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 注意防盗。寒假及春节期间，师生外出一定要关好门窗，特别是要将门反锁。

现金等贵重物品尽量不要存放在家里，要注意妥善保管。外出期间，一定要加强自身

物品保管，防止被盗被扒。 

◇ 注意交通安全。寒假及春节期间外出，一定要选择正规运营的交通工具，千万

不要乘坐“黑车”、“摩的”等违规交通工具。同时，因为低温冰雪等情况，一定要注

意驾车安全。 

 

 

◇ 报：校领导 

◇ 送：校属各单位  

◇ 重庆邮电大学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2016 年 1 月 20 日 

保安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