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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职院办发〔2019〕33 号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校），部、处、室：

经研究，现将《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学校安

全工作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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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下发的《省教育厅办公

室关于做好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函〔2019〕

688 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院实际下发对校园及周边进行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望各单位认真落实，具体内容如下。

一、认真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

强化红线意识，认真落实学校党政领导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其他领导“一岗双责”的责

任制，把安全工作任务分解到学校领导、班主任、宿管员等每一

个人身上。哪个环节出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要

深刻汲取省内外一些重特大事故教训，坚决整改在抓学校安全稳

定工作中存在的“政治站位不高”、“红线意识不强”、“安全

责任缺位”、“隐患排查不扎实”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健全学校

安全稳定工作机制，夯实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基础。

二、要强化冬季火灾防控

要结合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和电

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要协同或提请当地消防等部门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出租屋、公共娱

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隐患。要持续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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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做到教材、师资、课时、阵地“四

到位”，重点宣传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常识，普及

消防安全常识初技能。加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校园保安人员、宿舍管理人员、食堂

管理操作人员等重点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强化源头预防，新

建学校、新建校舍未经验收的不得投入使用。对消防设施缺失的、

损坏的，要及时按照消防技术标准进行增补、修复。对疏散楼梯

数量不足的，增设室外疏散楼梯。对疏散楼梯、走道堆放的杂物

以及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及时进行清理，确保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探索推进学校微型消防站

建设，组织微型消防站队员熟悉消防设施器材、安全疏散路线，

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消防器材。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灭火应急

疏散预案，定期开展培训授实战演练和实操训练，切实提高快速

反应处置能力。

三、认真开展危化品专项整治

要深刻汲取响水 3.21 重大爆炸事故教训，对学校危险化学

品安全隐患开展一次专项排查整治。要组织开展覆盖各级各类实

验室、实验实训基地、实验研究场所、实验用品厂库等重点场所

的隐患排查工作，按照《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

录》摸排本校领域危险化学品存储、管理、使用情况，要规范实

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实验室剧毒、危险

化学药品管理，严格保管、领取、使用管理，剧毒、危险北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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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储存、保管要落实 24 小时视频监控、双人双锁，确保绝对安

全。要全方位、多方式、全覆盖地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加

强师生实验室安全操作技能、操作规范安全教育训练，教育引导

师生规范操作、安全操作，确保实验室安全、师生安全。

四、进一步强化冬季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做好安全工作的基础。要针对气候严寒和雨雪天

气增多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主题班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以防火、

用电、防煤气中毒等为重点的安全教育，切实增强防范意识。要

教育学生不到结冰的大河、水塘里玩耍、滑冰，以免发生破冰溺

水事故。要进一步强化消防和防煤气中毒安全教育，使学生知道

火灾的危害性、知道如何报火警、会逃生自救。教育学生尽量避

免用煤炭火取暖，用煤炭火取暖的房屋要保持通风，严禁全封闭

的房屋用煤炭火取暖。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地震等疏散演练，

不断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逃生能力。

五、扎实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结合冬春季节特点，全面、系统、彻底排查整治隐患和薄弱

环节，认真排查各类事故隐患。要加强对锅炉、燃气(油)罐等特

种设备和食堂操作间、排油烟管道的检查管理，做到操作人员资

质齐全，设施检验合格，管理责任到位，防范措施有力。要加强

对实验室、危化品仓库等重点部位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规范管理

和隐患排查，确保安全。要对学校用电线路进行清查和整治，防

止因线路老化、负荷过高、线头裸露等原因而引发短路、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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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等意外事故。要加强学生宿合爆电管理，开展经常性的安全

检查，严禁学生私用大功率电器，严防引发火灾事故。

有在建工程项目的学校，要积极联系施工、监理单位加强对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工地临时用电、临时设施、

脚手架搭拆的安全管理，严防触电、坍塌事故。要严格划分施工

区和教学区，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严禁学生随意进入施工现

场，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六、切实加强煤气中毒事故的防范与管理

要严格学生在校外租住房屋的管理，对在校外租住房屋的，

学校要将安全责任告知家长，并与房东取得联系，签订责任书，

明确责任，严防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要加强家校联系，与在

校外住宿的学生家长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监

护职责。要求家长加强学生安全管理，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严防学生在外租住民房斯间发生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

七、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管理

冬季雨雪天气极易造成路面结冰涅滑，要进一步完善冬季加

送教职工上下班车辆运行的安全应急预案，落实安全保瘴猎施，

着力加强车主、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的安全教育管理，严禁出

现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逆向超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要督促校车服务公司和车主做好校车交通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工作，加强车辆维修保养，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状态。

要教育学生注意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学生乘坐船舶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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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一要看有没有船名。二要看船舶的乘客定额。三要看

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四要看有没有安全设备)，达不到“四要

看”要求的船只不要乘坐。告诫学生不搭乘“黑车”等非法营运

车辆，不乘坐农用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拼装车和报废

车等不安全车辆。

八、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认真落实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及时掌握情况信息，发现事

故隐患要及时妥善处置。加强门卫管理和校园巡查，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校园滋事。要高度重视安全稳定信息报送工作，按照“速

报、实报”的要求，及时、全面、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迟报、

漏报、瞒报。

请各单位按照附件 1《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台账》认真开

展工作，每周三前将附件 1 和附件 2《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统

计表》报保卫处程磊 AIC 处。

附件：1.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台账

2.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统计表



- 7 -

附件 1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今冬明春学校安全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 责任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序号 工作重点 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 协办单位 排查问题 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一、开

展安全

大排查

行动

结合冬春季节特点，全面、系统、彻底排查整治隐患和

薄弱环节，认真排查各类事故隐患。

各二级单位
各二级单

位
要对学校用电线路进行清查和整治，防止因线路老化、

负荷过高、线头裸露等原因而引发短路、触电、火灾等

意外事敖。

要加强对锅炉、燃气(油)罐等特种设备和食堂操作间、

排油烟管道的检查管理，做到操作人员资质齐全，设施

检验合格，管理责任到位，防范措施有力。

陈荣强 后勤部
各二级单

位

要加强学生宿合用电管理，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严

禁学生私用大功率电器，严防引发火灾事故。
张命华 学工部 宿管员

有在建工程项目的学校，要积极联系施工、监理单位加

强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工地临时用

电、临时设施、脚手架搭拆的安全管理，严防触电、坍

塌事故。
陈荣强

新校区建设

指挥部

各二级单

位

要严格划分施工区和教学区，施工现场实行封闭管理，

严禁学生随意进入施工现场，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二、冬 结合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和 张命华 保卫处 各二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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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火灾

防控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开展火灾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

位

要协同或提请当地消防等部门排查整治校园周边出租

屋、公共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隐患。

对消防设施缺失的、损坏的，要及时按照消防技术标准

进行增补、修复。对疏散楼梯数量不足的，增设室外疏

散楼梯。

对疏散楼梯、走道堆放的杂物以及违规停放、充电的电

动自行车，及时进行清理，确保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符

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

二、冬

季火灾

防控

探索推进学校微型消防站建设，组织微型消防站队员熟

悉消防设施器材、安全疏散路线，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

和消防器材。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定斯开展培训授课、实战演练和实操训练，切实提高快

速反应处置能力。

张命华 保卫处
各二级单

位

通过主题班会，持续深入推进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

动，做到教材、师资、课时、阵地“四到位”，重点宣

传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常识，普及消防安

全常识和技能。

各二级学院、

东关校区管

委会

辅导员、

班主任

加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消防控制

室操作人员、校园保安人员、宿舍管理人员、食堂管理

操作人员等重点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张命华

陈荣强

保卫处

后勤部

各二级单

位

强化源头预防，新建学校、新建校舍未经验收的不得投 陈荣强 新校区建设 各二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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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用。 指挥部 位

三、危

化品专

项整治

要加强对实验室、危化品仓库等重点部位存放的易燃易

爆物品规范管理和隐患排查，确保安全。

徐联
实验实训中

心

各二级单

位

对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开展一次专项排查整治。

要组织开展覆盖各级各类实验室、实验实训基地、实验

研究场所、实验用品厂库等重点场所的隐患排查工作，

按照《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摸排

本校领域危险化学品存储、管理、使用情况。

要规范实验室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

实验室剧毒、危险化学药品管理，严格保管、领取、使

用管理，剧毒、危险北学药品储存、保管要落实 24 小

时视频监控、双人双锁，确保绝对安全。

要全方位、多方式、全覆盖地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

加强师生实验室安全操作技能、操作规范安全教育训

练，教育引导师生规范操作、安全操作，确保实验室安

全、师生安全。

四、冬

季安全

教育

要针对气候严寒和雨雪天气增多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

主题班会有针对性地开展以防火、用电、防煤气中毒等

为重点的安全教育，切实增强防范意识。
各二级学院、

东关校区管

委会

辅导员、

班主任

要教育学生不到结冰的大河、水塘里玩耍、滑冰，以免

发生破冰溺水事故。

要进一步强化消防和防煤气中毒安全教育，使学生知道

火灾的危害性、知道如何报火警、会逃生自救。

教育学生尽量避免用煤炭火取暖，用煤炭火取暖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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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通风，严禁全封闭的房屋用煤炭火取暖。

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地震等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

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逃生能力。

要严格学生在校外租住房屋的管理，对在校外租住房屋

的，学校要将安全责任告知家长，并与房东取得联系，

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严防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

要加强家校联系，与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家长签订安全管

理责任书，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监护职责。要求家长加强

学生安全管理，认真履行监护人的职责，严防学生在外

租住民房期间发生煤气中毒等意外事故。

要教育学生注意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学生乘坐船舶时

要“四看”(一要看有没有船名。二要看船舶的乘客定

额。三要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四要看有没有安全设

备)，达不到“四要看”要求的船只不要乘坐。告诫学

生不搭乘“黑车”等非法营运车辆，不乘坐农用拖拉机、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拼装车和报废车等不安全车辆。

五、加

强交通

安全教

育管理

冬季雨雪天气极易造成路面结冰涅滑，要进一步完善冬

季加送教职工上下班车辆运行的安全应急预案，落实安

全保瘴猎施，着力加强车主、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的

安全教育管理，严禁出现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逆向

超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党政办

保卫处

各二级

单位

要做好教职工上下班车辆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加强车辆维修保养，确保车辆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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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统计表

因相关信息要报送至省教育厅，请各二级学院、东关校区管委会、各部门每周三前将排查整治情况和统计

表报保卫处程磊 AIC 处，联系电话：13595693481。

填报单位：

本周排查整治自查情况 工作开展以来累计排查整治情况

一般隐患数

（项）

重大隐患数

（项）

一般隐患整改

率（%）

重大隐患整改

率（%）

一般隐患数

（项）

重大隐患数

（项）

一般隐患整改

率（%）

重大隐患整改

率（%）

责任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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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