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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布置“两节”“两会”“两夜”安全工作 

2014年 12月 22日下午，李银国校长在逸夫科技楼学术报告厅组织召开“两节”、

“两会”、“两夜”安全稳定工作会。 

会上，颜虹副校长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市教委“两节”、“两会”、“两夜”安全稳定

工作会精神，认真分析了当前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对相关工

作进行部署。他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

抓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加强各项安全

防范措施，落实安全责任，共同努力做

好“两节”、“两会”、“两夜”期间学校

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李银国校长做了总结发言，他要求

各单位一是要向全校师生传达会议精神，认真做好学生的引导、教育工作，切实提高

学生安全意识；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校园安全稳定。二是

期末期间，各单位要做好期末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各项教学、工作任务。 

    全体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部）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学生工

作副书记，全体专兼职辅导员参加了会议。 

 

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 

2015年 1月 13日下午，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李银国校长出席会议，校办、

学生处、研究生院、国际处、基建后勤管理处、南部校区建设指挥部、保卫处等部门

负责人，各学院分管安全稳定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颜虹副校长主持。 

会上，颜虹副校长传达了市教委有关文件和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

精神，并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对学校近期

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了布置。 

李银国校长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要求

参会各单位要切实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

神，积极开展各项安全工作：一是提高认

识，切实落实责任；二是要紧密结合本单

位工作职责，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狠

抓十项重点工作，重点问题重点处理。 



2015年 1月 20日 16:00，李银国校长在校办三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校园安全重点整

改项目专题会，对各单位报送的学校当前存在的安全重点整改项目进行专题研究，落

实责任部门限时进行整改，切实贯彻落实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工作。 

 

学校召开冬季消防和交通安全专题会 

2014年 12月 5日下午，颜虹副校长在香樟园二会议室组织召开学校冬季消防和

交通安全专题会。校办、宣传部、学生处、研究生院、国际处、工会、基建后勤管理

处、保卫处、继续教育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后勤各实体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保卫处张永福副处长传达了市教

委、市公安局冬季消防和交通安全专题会议

精神。陶小江处长向各单位重点介绍了消防

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达标验收工作的开展

情况，希望各单位积极配合，切实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工作达标验收成功。同时，陶小江处

长还对学校交通安全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说明。 

    参会各部门紧密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就学校消防和交通安全工作进行了认真分

析、讨论和研究。 

    颜虹副校长做了总结讲话，对学校冬季消防和交通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

求各单位加强协调配合，合力解决校园消防和交通安全存在的问题，加强消防“四个

能力”建设，全面抓好校园交通安全工作，确保校园冬季消防交通安全。 

 

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2014年 12月 24日下午，学校组织对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

颜虹副校长，资产管理处、信息与网络管理

中心、工会、审计处、监察处、基建后勤管

理处、保卫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验收会。 

    验收组听取了保卫处关于项目总体建

设情况汇报、承建单位项目建设工作报告、

监理单位项目监理情况报告，同时结合现场



查看、功能演示、讨论答疑等环节，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按合同

要求进入试运行阶段。 

颜虹副校长在验收会上对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系统

后期优化及系统维护、质保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要求。 

     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作为保卫

处具体牵头实施的信息化项目被列入学

校 2014年“十件实事”，备受全校师生

员工关注，经过多次调研及方案论证，

10月 24日完成招标，11月 3日召开项

目启动会并正式开工建设，12月初基本

建设完工。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系统

运行稳定、功能完善，各校门车辆进出秩序规范，能够满足学校车辆管理的需要。 

    另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保卫处同时组织对各校门交通标示标牌、防护栏、隔

离栏等交通设施设备进行了完善，各校门交通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新大门进出

口违规停车问题已得到根治。 

 

学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达到 A 级标准 

2014年 12月 19日下午，我校在上级消防安全主管部门进行的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建设达标考核中，达到 A 级标准。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是指单位检查消除火灾

隐患的能力，单位组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单位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的能力，单位消

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 

    达标考核中，南岸区消防支队参谋韩自强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学生宿舍 5 栋、老

图书馆和信息科技大厦等人员密集的消防

安全重点要害部位，并查看了消防“四个

能力”建设的文件制度、职责规程、宣传

资料、工作记录及教育培训档案等支撑材

料。 

    考核组认为：学校高度重视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责任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健全、

基础工作扎实，设施设备到位。最终学校以 980 分的高分到达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建设 A级标准。 

颜虹副校长代表学校感谢了考核组的现场检查指导，并表示将认真吸纳考核组提

出的意见建议，抓紧弥补完善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工作薄弱环节，发扬成绩、固

化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努力构筑坚实的消防安全“防火

墙”，积极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保卫处组织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不断提高师生交通安全意识，结合南岸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活动， 12月 15日上午 11时，保卫处会同南岸交巡警支队南山大队在

学校老校门开展了以“争创文明城区，共建和

谐交通”为主题的大型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了“树立交通文明意识  维

护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横幅，组织保卫干部和

民警为我校师生发放宣传资料 3000余份、现场

解答师生疑问、宣讲交通法规，并对个别车辆

违章驾驶、不文明驾驶行为进行了现场教育和处理。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学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此次活动，对提高

师生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规范校园交通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不断健全安全防范体系  努力提升安全保障服务 

——保卫处/武装部 2014年度工作效果简介 

一、“第一、稳控、稳定”，校园维稳工作保持良性运转 

不断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完成专题基础调研 6项，维稳信息被上级部门采用 44条，

国保信息采用量连续四年排列重庆高校第一，连续三年以高校第一排名获市教委、市

公安局通报表彰；对校内重点关注对象稳控到位；组织 1000余人次成功处置一系列不

稳定情况，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二、“三确保、三提升、一下降、一保持”，校园安全防范成效显著 

“三确保”：积极加强治安防控，确保校园公共区域无重大责任事故和案件；完善

外来务工人员、外出租房学生等治安基础信息档案，确保对重点群体管控到位；组织

3000余人次圆满完成近 100次安保勤务，确保无事故。 

“三提升”：圆满完成安防视频监控系统扩容，增设“校园安保” 岗亭，完善立



体巡查防控体系，师生安全感不断提升；成立校园安保应急处置分队，配置安保装备，

开展应急救护、防恐反恐、擒拿格斗等专项训练，安防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

提升；平稳拆除老校门旁存在了 10 余年的违章摊点，未出现任何不稳定事件和事故，

不断完善校园周边交通设施设备，不断加强治安秩序整治，校园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提

升。 

“一下降”：校园发案数量大幅下降，盗窃案件较去年下降 54%。 

“一保持”：破获校园盗窃案件 9 起，破案率 27%，抓获嫌疑人 10 名，继续保持

校园打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三、“强基、演练、A级”，消防“四个能力”高分通过评估验收 

不断强化消防安全基础，修订管理制度 13 个，完善标识标牌 11000 余具，开展

专项检查 10余次，完善应急队伍 3支；组织全校性宣传教育活动 3次、各级灭火实战

演练 5 次，参与师生 15000 余人；以 980 分的高分通过消防“四个能力”达标验收，

被确定为 A级单位；校园全年无重大消防安全事故。 

四、“宣传、规划、整治”，校园交通环境不断改善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交通宣传教育，开展“争创文明城区，共建和谐交通”大型宣

传活动；加强整体规划，完善设施设备，校园交通环境不断改善；落实整治措施，加

强重要路段和时段交通管理，全年盘查清理违规摩托车 300余车次，锁停违规车辆 276

车次。校园全年无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五、“规范、监管、满意”，校园保安服务迈上新台阶 

通过每月考核、专题会议、岗位巡查、情况通报等方式，加强协调规范管理；落

实专人组织夜间查岗 188次、技能培训 30余次、专项工作 40余次，纠正队员违规 21

人次，切实加强保安服务监管；通过优化队伍结构、增配服装和装备、进出车辆敬礼，

保安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家属区夜间防范连续四年未发生任何案件和事故。校园保安服务师生满意度大幅

提高，今年得分 93.07，较去年提高 2.47%；年终考核连续四年优秀，今年得分 96.27，

较去年提高 1.12%。 

六、“担责、先进、畅通”，校园车辆门禁系统改造得到好评 

勇担责任，突破创新，采用视频免取卡主流新技术，圆满完成校园车辆门禁系统

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师生满意；合理规划，有序组织，充分保证施工期间校园

畅通；在新大门增设水马、栏杆等交通设施设备，特别是进口违规停车问题得到根治。 

七、“标杆、超额、考验”，国防教育工作不断突破 

圆满完成 2013级学生军训工作，发挥保卫处职能优势，拓展军训科目，将消防疏

散演练、应急救护培训、防恐反恐演练、大型消防安全培训讲座融入学生军训，我校



一直保持重庆高校学生军训标杆地位；征兵工作再创佳绩，79 人上站体检，超额完成

上级指标 58%， 29名学生参军入伍，较去年提高 38%；代表重庆参加全国首届学生军

事训练营荣获优异成绩，国防教育工作“经得起考验”。 

 
简  讯 

◇ 保卫处组织开展校园安防监控中心开放活动。2014年 11月 14日，学校安防

视频监控系统扩容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学校安全

防范工作，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感，保卫处于 12 月 2 日-5 日组织开展校园安防

监控中心开放周活动，共组织师生 15批，近 700人参观学校安防监控中心。在参观中，

保卫处组织专人向师生讲解当前学校安全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

绩，并详细介绍了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功能和作用，同时结合真实案例，就校园易发安

全问题开展安全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 保卫处会同学生处组织开展学生消防疏散引导员培训。为加强我校消防安全

“四个能力”建设，提高学生消防安全引导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午，保卫处会同学生处在 2117 教室举行了学生消防疏散引导员培训大会，新

近招募的 300 余名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疏散引导员参加了培训。培训中，学生消防志愿

者协会指导教师罗宇老师介绍了学生消防安全疏散引导员队伍成立的目的、意义和背

景，要求大家能正视角色、练强本领、特色做事，努力成为大众安危的“坚强护盾”。

随后，来自重庆市安居消防宣传培训中心的李好教官对大家进行了培训。  

 

 

校园保安服务年终考核连续四年优秀 
2014年 12月 31日，学校按照《重庆邮电大学校园保安服务合同》约定，组织召

开校园保安服务年终考核会，对承担校园保安服务外包业务的重庆中渝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重邮中队进行年终考核。校办、监察处、学生处、人事处、财务处、工会、基建

后期管理处、离退休处、校医院、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及保卫处相关人员参加考评

会。 

2014年，保卫处积极加强协调沟通，落实专人负责保安中队监管，每月与保安公

司进行工作情况通报，组织与保安中队工作协调会 10 余次，布置专题工作 20 余次，

巡查岗位 50余次，不断优化安保方案，促进协调配合。 

保安之声 



2014年，全体保安队员认真履行职责，始终战斗在学校安稳工作的第一线，圆满

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任务，为学校的安全稳定、为全校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作

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成立我校首支校园安保应急处置分队，在校园秩序维护、应

急值守、突发事件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中的一把利剑。

家属区夜间防范已连续四年未发生任何案件和事故，全年未接到师生关于保安服务的

有效投诉。师生满意度高，2014年度师生满意度测评得分 93.07，较 2013年提高 2.47%。 

最终，经考核组现场考核，2014年校园保安服务年终考核得分 96.27，较 2013年

提高 1.12%，已连续四年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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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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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