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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海洋书记亲临指导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 

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六个防灾减灾宣传日。当天中午，由保卫处、学生处主

办，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奠基安全幸福人生”为主题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在雨

红莲篮球场举行。校党委书记方海洋、副校长颜虹来到活动现场，了解活动开展情况，

并慰问来校参与活动的消防官兵。 

    在活动现场，方海洋书记一边听取相

关活动开展的情况汇报，一边饶有兴致地

察看防灾减灾设备、宣传单、宣传挂图、

宣传展板等，还亲切地与黄桷垭消防中队

官兵交流情况，并致以诚挚的问候。方海

洋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而比灾害更可怕的是对灾害的无知。防灾减灾知识是人们生存和发展过程中

具有重要性、根本性和长效性的基础常识，学校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

力度，广泛开展贴近师生、形式多样、具体实在的防灾减灾知识教育和模拟演练，以增

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提升灾害识别

力、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最大程度的

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学校 2014 年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系

列活动从 5月 12日持续到 7月 10日，除现

场主题宣传活动外，还举办了一场防灾减灾

专题讲座，放映一场防灾减灾主题电影，开展一次防灾减灾征文比赛，举行一次防灾减

灾知识竞赛，在学生军训期间组织一次应急避险疏散演练等“六个一”活动，努力让广

大师生受到教育、提升意识、增强能力，营造良好氛围，奠基幸福人生。 

 

颜虹副校长检查指导“校园安保”岗亭 
为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进一步加强校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切

实维护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处主动深入学校安保工作实际，在中心食堂



广场设立“校园安保”岗亭，全天候 24 小时值班，维护该片区的安全工作，为师生员

工服务。 

2014年 7 月 12日上午 10:00，颜虹副校长冒雨来到“校园安保”岗亭检查指导工

作，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标志着“校园安保”岗亭正式投入运行。颜虹副校长谈到，

中心食堂是师生非常集中的场所，安全

防范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一片区设

立“校园安保”岗亭是加强校园安全保

卫工作的重要举措，全体安保人员要认

真落实值班制度，加强巡逻防范和应急

值守，热情为师生员工服务，切实做好

这一片区的安全防范工作，维护学校师

生安全。 

“校园安保”岗亭实行全天候 24 小时值班，由保卫干部和保安队员共同值守，主

要职责是进一步加强“中心食堂”片区安全防范，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加强治安、消防、

交通管理，制止纠正违法违纪，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热情为师生员工服务。 

据悉，下一步，保卫处拟在兴业苑片区、大学城片区增设 2 个“校园安保”岗亭，

加强校园片区安全保卫工作。方案目前正在规划论证中。 

 

 

学校开展 2013 级学生军训大型消防安全培训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创新和丰富学生军训内容，2014年 7月 4

日晚上 8:00，学校组织开展 2013 级学生军训大型消防安全培训。此次培训由重庆市安

居防火知识宣传中心姚庆教官主讲。 

姚庆教官结合学校实际，结合实际

火灾案例，主要从学生日常防火、发生

初期火灾后的处置和逃生自救、各种消

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提高学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技能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讲



解。此次培训内容贴近学生实际，案例针对性强，集知识、意识、经验、能力为一体，

参加学生受益匪浅，丰富了学生消防安全知识，提高了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同时

也为 2013级学生军训人民防空、防震自救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奠定了基础。 

学校 2013级学生军训全体教官、指导员和参训学生共 44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学校开展 2013 级学生军训人民防空、防震自救 

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防灾减灾、防震自救及消防安全等应急疏散逃生自救的意识和能

力，创新和丰富学生军训内容，2014年 7月 5日上午 8时 30分，学校在学生宿舍 5栋

开展 2013级学生军训人民防空、防震自救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此次演练由 2013级学

生军训师政委颜虹副校长任总指挥，

保卫处处长/人民武装部部长陶小

江主持。 

随着颜虹副校长宣布演练开始，

学校师生和黄桷垭消防中队官兵按

照演练方案开始联合展示应急疏散

演练。只见 5栋学生宿舍 3楼某寝

室浓烟滚滚，宿舍管理员发现火灾或险情后，立即拨打学校保卫处和 119报警。学校保

卫处接警后立即组织值班人员和保安队员赶赴火灾现场开展灭火及疏散工作，并及时通

知相关部门和领导迅速赶赴火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黄桷垭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后由保卫

处巡逻车引导赶往现场，实施灭火救人及疏散工作。学校医院 120救护车接警后赶赴现

场及时对受伤学生进行救治。在保卫干部、军训指导员、保安队员和消防官兵的引导下，

学生用湿的口罩、毛巾、手帕等捂住鼻孔，采用较低的行走姿势，沿墙脚从就近的通道

疏散，快速通过火场楼层，在 3分钟时间内所有学生全部疏散到安全地点。消防官兵及

时发现并用高压水枪扑灭火源，消防疏散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颜虹副校长对此次演练进行了讲评总结，对在军训中增加应急疏散演练内容表示高

度认可，对演练的效果和有序组织

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后，军训师全体参训学生以

营为单位进行了应急疏散体验。全

体教导员、指导员及部分学生代表

在消防官兵的指导下，参与了现场

灭火实战演练，学习了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 

军训师、黄桷垭消防中队、邮村派出所相关领导，学校校办、学生处、基建后勤管

理处、保卫处、团委等部门负责人，2013 级学生军训全体教导员、指导员和军训学员

参加了演练。 

 

学校开展 2013 级学生军训救护技能培训 
2014 年 7 月 3 日，为提高军训学员的应急救护技能，学校在风雨操场开展了“重

庆邮电大学2013级学生军训救护技

能现场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

苏、创伤包扎、伤口固定、患者搬

运等。 

来自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

老师现场示范教学，讲得很仔细，

教的很到位，学生很受益。在实践

操作培训环节，医药高专的同学一

边示范、一边指导我校的教官、同

学一起学习、操作，通过军训救护技能现场培训，不仅让同学们学习到了专业的救护技

能知识，也增进了大家之间的友情。 

 

 



学校组织开展反恐应急演习 
今年来，各种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反恐工作已成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任务。

2014年 7月 12日，学校在学生军训汇报表演中组织开展反恐应急演习，旨在提高师生

的应急疏散意识和技能，提高学校相关部门的反恐处置能力。 

上午 8 时 45 分左右，一群暴力恐怖分子携带长刀混进学生课堂进行疯狂砍杀，学

生们见状一边立即组织疏散，一边报警

求助，同时部分同学利用现场的铁锹、

棍棒等工具与恐怖分子进行对峙。学校

保卫处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校园安保

应急分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及时

疏散现场同学，并迅速将暴恐分子制服。 

此次演习展示了学校在应急状况

下的处置能力，模拟真实情景，处置工作环环相扣，给现场师生上了生动的一课，达到

了演习训练目的。 

 

 

简  讯 
◇ 近期，保卫处共出动安保人员 200余人次，完成学校四、六级英语考试、毕业

合照、毕业生行李托运、毕业典礼等一系列大型考试和活动的安保任务，确保“零事故”。 

◇ 保卫处组织开展学期末学校安全大检查。7月 2日，保卫处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汛期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及时下发《关于

加强期末安全隐患排查及安全教育的通知》，在要求各单位开展自查的基础上，于 7月 5

日会同学生处、基建后勤管理处、邮村派出所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一次全校性的安全大检

查，发现和整改隐患多处。 

◇ 保卫处出动近 100人次的安保力量，顺利完成教职工选房、交款期间的安保任

务，维护了良好的现场秩序。 

◇ 毕业生离校期间校园秩序总体良好。针对往年毕业生离校期间校园安防实际，

结合今年实际，保卫处提前调整安防方案，开展毕业生安全教育，加强校园重要时段、



重点区域的巡逻防范，并落实机动备勤力量，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同时，我处安保

人员多次护送醉酒学生，体现了良好的服务形象。 

 

 

 

◇  保安公司切实加强反暴反恐工作。一是组织 10 余次反暴反恐训练，训练内容

主要是体能、擒拿格斗，以及钢叉、盾牌、甩棍、辣椒水等防暴防恐器材的使用，提高

处置能力。二是加强门卫工作，进一步加强进出人员、车辆的排查，阻止无关人员进入

现场。三是加强校园巡逻工作，增加巡逻力量和巡逻频率，对深夜仍在校园闲逛的人员

进行盘查登记，校园整体安防能力不断提升。 

◇  保安队员拾金不昧获称赞。2014年 4月 11日 18时许，保安中队班长张光伦

在逸夫楼对面的花台上拾得一个黑色背包，内有几张银行卡、一部苹果手机，价值 4000

余元，现场无人认领，遂将其交到保卫处，并及时联系失主将拾物归还。张光伦面对价

值比自己工资还高得多的财物，毫不心动，体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得到师生一致称赞。 

◇  保安队员积极为学生排忧解难 5 月 19 日，甘肃某高校学生陈某某来找我校某

女生，但该女生拒绝与其见面，陈某某遂到保卫处寻求帮助。值班队员甘业斌见陈某某

情绪激动、浑身发抖，担心他作出什么过激行为，便一面将情况作了记录，一面慢慢开

导他。劝了两个多小时后，陈某某情绪逐渐平复。甘业斌又带他到食堂吃饭，然后买了

些水果送给他，嘱咐他及时返回甘肃学校。陈某某返校后发来短信，感谢甘业斌的劝导

和帮助，并表示不会再为这些事情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  保安中队将服务常态化。热情为全校师生服务一直是保安中队的工作原则和工

作内容，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保安中队已将服务提升为一项常态化工作。上半年，夜巡

保安队员及时联系老师关闭车辆窗户 20余次，巡逻队员及时抬送生病老师 30余次，各

校门门卫帮助老师暂存各类物品 300余件，护送醉酒、生病学生 100余人次，护送军训

生病学生 200余人次，清除校园马蜂窝 20余个，清除校园毒蛇、流浪狗、散放家禽等

30余次…… 

保安之声 



 

安全温馨提示 
◇ 注意防火安全。夏季天气酷热，天干物燥，空调、风扇等电器使用较多，师生

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 

◇ 注意旅游安全。师生外出一定要关锁好自家门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旅游途

中要注意防盗、防抢、防诈骗、防交通事故，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 注意游泳安全。游泳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尽量不要单独而行，不要在地理环

境不清楚的水域游泳，最好选择在正规的游泳池游泳，以防发生安全事故。 

◇ 注意食品安全。夏季气温较高，食品容易腐败，一定不要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

和不卫生的食物，以防食物中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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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