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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慧梅一行到我校调研 
5月 23 日，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王慧梅一行到我校调研反邪教工作

情况。学校党委副书记马锦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上海市委防范办、上海市反邪教协会、

杨浦区委、杨浦区委防范办、四平街道相关

人员和学校党办、保卫处、统战部、教师工

作部、学研工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马锦明简要介绍了学校反邪教工作情

况，校领导重视、校内各部门分工协作，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抵御校园宗教渗透，将校园

反邪教工作纳入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当中，培育师生健康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

效地抵御邪教组织对校园的入侵。 

王慧梅对我校反邪教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同济大学和杨浦区以“同济大学反邪

教宣传教育基地”为依托，积极创新反邪教

工作机制，在校园内积极开展反邪教宣传警

示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同济大学

和杨浦区开展反邪教区校联动工作模式具

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在全国进行复制和

推广。 

学校保卫处宋建华处长就我校反邪教

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同杨浦区防范办联动

协作的情况进行了汇报，特别是 2015 年 4

月杨浦区和同济大学建立“同济大学反邪教

宣传教育基地”以来的区校联动宣传防范工

作进行了介绍。 

杨浦区委防范办介绍了杨浦区反邪教

工作形势，对我校给予杨浦区反邪教工作的

大力支持表达了感谢。 

调研会结束后，王慧梅一行还参观了

“同济大学反邪教宣传教育基地”和区校联

动反邪教宣传警示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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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2018年第一次安全
生产督查工作会议 

3月 13日，学校召开 2018年安全生产

督查工作会议，徐建平副书记出席会议并讲

话，党办、校办、保卫处、资产与实验室管

理处、基建处、学研工部等 10 余个安全督

查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 2017

年安全督查工作，对 2018 年安全督查工作

做了安排。各安全督查组就学校安全督查工

作做了交流发言和研讨。会议同意成立公共

卫生和食品安全督查小组。 

 

保卫处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
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 

5月 10 日，保卫处与四平路街道在校内

联合开展“街校联动，共筑平安”主题的反

恐、反邪教和禁毒宣传活动。 

5月 28 日，保卫处联合沪东高校派出所

在西苑食堂门口进行防诈骗宣传活动。 

6月 15 日，保卫处对后勤集团嘉定校区

物业人员进行微型消防站内消防器械介绍

及使用演练。 

6月 19日，保卫处联合留学生办公室、

文保分局共同举办留学生校园安全宣讲活

动。来自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医学院、环境

学院 200多名留学生参加了活动。 

6月 20 日，安全生产办公室组织开展实

验室安全和用电安全专题培训，学校各单位

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参加培训。 

6 月，学校持续开展了“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万里行”系列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
“2017 年度高校治安安全示
范点”表彰会在我校召开 

1 月 24 日，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

“2017 年度高校治安安全示范点”表彰会议

在我校中法中心C301召开,学校党委副书记

徐建平、文保分局局长何明、文保分局副局

长曲东、市教委后保处处长张旭等出席了会

议，上海各高校保卫处、文保分局指挥室、

治安大队、各高校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徐建平认为此次会议在同济大学召开，

是学校做好校园治安工作的一次很好的学

习和交流机会，对与会人员的到来表示真挚

感谢和热烈欢迎。同济大学十分重视校园安

全工作，本着学校安全无小事的理念，从讲

政治、保稳定、促发展的大局出发，将安全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安全管理渗透到

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常抓不懈，学校连续多

年获得“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平安单位”

等荣誉称号，校内四处区域获得“治安安全

示范点”称号。多年来，文保分局一直与同

济大学保持着良好的警校合作关系，不断深

化共建活动，共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安全教

育，及时处置各类案事件，最大限度的保障

了学校的安全稳定和师生员工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据悉，在此次会议上，我校图书馆、嘉

定校区运动场获得了“2017 年高校治安安全

示范点”殊荣，这是我校继危险品仓库、南

区食堂之后再次获得两处文保分局治安安

全示范点称号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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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六省一市校园安全高峰论坛召开, 聚焦新安全
5月 10 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指导、华东

学术协作区主办、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保卫

工作专业委员会承办、华东六省一市高校保

卫学会及上海政法学院协办的“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华东学术协作区

2018 校园安全高峰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

基地举行。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上海

社科院、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消防

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工作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的领导及华东六省一

市的政府主管部门、高校、学会和行业代表

近 300人参加此次峰会。上海市高等教育学

会保卫工作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同济大学保

卫处处长宋建华主持会议。 

本次高峰论坛以“新时代、新校园、新

安全、新征程”为主题，围绕校园“安全管

理、安全育人、安全服务”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探讨，分析、分享了华东六省一

市高校近几年来的安全管理、育人和服务现

状、发展趋势等，并对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和研判。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成旦红希望与

会的代表们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积极为新

时代华东地区和全国高校安全稳定建言献

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作了题

为“高校校园安全形势的回顾与展望“的主

旨演讲。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高校保卫处领

导围绕新时代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分别作了

七场专题演讲。 

论坛征文活动收到 70 多篇文章，从国

家安全、依法治校和安全管理、应急管理、

网络安全、安全宣传与教育、队伍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建议和解决方案。经推荐评选，

评选出 35 篇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 5 个、

二等奖 10 个、三等奖 20 个），录入《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华东学术

协作区 2018 高峰论坛论文集》。 

同济大学保卫处《新时代、新视角下的

校园公共安全探索》一文获得优秀论文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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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处联合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常青艺
术团在校园开展防诈骗宣传

5月 29 日，保卫处联合市公安局文保

分局、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常青艺术团在

土木学院开展了一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别开生面的校园防诈骗宣传活动。此次活

动也是由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市公安局浦

东公安分局、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和柏万青

志愿者工作室常青艺术团联合主办的“治

安防范校园行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活动

包含防电话诈骗小品表演、顶缸杂技、川

剧变脸与口技表演、歌唱类节目贯穿其中。

但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校园中的

治安防范和诈骗防范。 没有去现场的同学

们请在心中默背三遍上海的反诈骗报警电

话 962110 ,这个电话只呼出不接受报警。

当你接到这个号码的来电时，一定要接！！！

因为你有可能已经接到过诈骗电话了。 

 

保卫处圆满完成校庆和创博会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 
为确保 111 周年校庆和创博会期间各

项活动顺利、安全、有序，保卫处秉承“同

舟共济，追求卓越，安全保障，和谐服务”

的理念，建立安全保卫工作指挥中心，处

领导担任总指挥、相关职能科室担任成员，

确保安保工作执行得力，为各类活动、广

大校友、众多车辆提供全方位便利与服务。 

校领导多次带队检查活动涉及的场地、

场馆，保卫处多次协同其他相关部门及地

方公安、消防部门，对涉及的各类大型活

动场馆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本次创博会

使用场馆为全新建设，校领导及各职能部

处对此非常重视，多次组织各部门对该场

馆进行安全检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建

设先关安全设施，配备安全装备和安检设

备，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安全检查。针对创

博会的安全工作，保卫处组织了针对性的

安全预案，开展了专项安全演练，最终保

障了活动安全顺利地举行。 

校庆系列活动和创博会安保任务是对

我校安保人员的一次综合考试和对安全保

卫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阅。尽管校庆安保任

务已结束，但校庆期间安保工作的新理念、

新做法值得我们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