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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 2017 年度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月 11 日，学校在中法中心 C501 召

开 2017年度安全稳定工作会议，校党委方

守恩书记、徐建平副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

学校各学院、职能部处、校区管委办、直

属单位的安全负责人以及获得 2017 年度

学校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参

加了会议。 

方守恩认为学校在安全工作领导、组

织、制度、检查、隐患治理、教育培训、

考核奖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确保了学校总体安全稳定，但学

校安全稳定形势依然严峻，不稳定因素、

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他要求各单位：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认识安全稳定工作的紧迫

性、严峻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强化政治自

觉、责任自觉和行动自觉；明确责任主体，

推进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制度化、精细化和

长效化，加强安全组织领导、安全业务管

理、安全工作协同、落实安全责任主体；

强化安全意识，强化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

基础、保障和条件，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

培训、安全隐患源头治理、安全生产追责

考核。 

徐建平对大家一年来为学校安全稳定

工作的付出表示感谢，同时要求：切实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超前预判，定期

排摸，采取果断措施消灭在萌芽状态，切

实做到全覆盖、零容忍、重实效，坚决遏

制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进一步落实今

冬明春学校火灾防控工作，深刻吸取近期

校内外火灾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各单位（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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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 2017 年四平路校区消防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演练 
为提高我校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发生

火灾时的应急处置能力，提高广大师生员工

的消防安全意识以及抵御火灾的自防、自救

和火场逃生的能力，11月 6日，学校在四平

路校区土木学院楼举行了 2017 年消防应急

疏散与自救互救演练。学校党委副书记徐建

平、杨浦公安消防支队副政委黄凯、土木学

院党委书记黄雨、保卫处处长宋建华等领导

观摩了演练，土木学院师生员工、杨浦消防

支队大连路消防特勤中队、同济大学义务消

防队、同济大学红十字会等单位 200余人参

加了演习。 

12:30时，宋建华宣布消防应急疏散与

自救互救演练正式开始。演练主要内容有火

场应急疏散逃生、现场自救互救、消防官兵

救援与灭火演示、现场消防安全知识讲解、

师生灭火器演灭火比赛等，整个过程紧张而

有序。 

在师生员工灭火器灭火比赛过程中，消

防安全科老师为大家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大家热情高涨，积极参与，

通过灭火器灭火比赛，锻炼了大家如何快速

使用灭火器灭火和扑灭初起火灾的能力，消

防安全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切实掌握了

逃生技能和灭火技能。 

大学生义务消防队代表在发言中代表

师生感谢学校组织了此次演习，通过演习，

大家对发生火灾后的自救互救和火场应急

逃生方法和技巧有了切身体验和感受。 

黄凯认为此次消防演习计划周密，组织

严谨，贴近实际，效果明显，参加演练的师

生学到了相应的消防安全知识，体验了逃生

疏散的整个过程，相信这些知识会让大家终

身受益。 

徐建平对杨浦公安消防支队参演官兵

为学校消防安全和此次演练所做的工作和

付出表示感谢。他认为此次演练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我校师生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做到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师生对发生火灾后的

自救互救和火场应急逃生有切身的体验和

感受，大家学到了如何报警、如何组织人员

疏散、如何扑灭初起火灾的方法、如何使用

灭火器材等知识和技能。希望师生员工能不

断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变能力，在今

后学习、工作、生活中牢固树立“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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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通过“2016-2017 年度
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 

考评验收 
12 月 18日，上海市教委安全文明校园

考评组来我校进行考评验收，校党委副书记

徐建平出席会议并做报告，党委办公室、校

长办公室、保卫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

10 余个学校安全督查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我校师生 15 人参加了考评座谈

会。 

徐建平从我校安全文明校园的组织建

设、政治稳定、安全防范、教育培训、2017

年主要安全工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汇报。两

年来，学校根据教育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校园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安全状

况良好，未发生严重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生

一起《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指标评估体系》

否决条款，有效维护了校园安全和稳定。 

考评组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检查、师生

座谈、查阅台账等方式，对我校进行了全方

位的安全文明校园考评，考评组对学校安全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校

在安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方面做到了领导

重视、制度健全、部门协同、责任明确、措

施扎实、工作创新、特色工作突出。经过评

议，一致同意：同济大学通过安全文明校园

考评。同时，考评组也对学校安全文明校园

创建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保卫处重拳出击 
规范校园快递投送 

为创建优美的校园环境，建设健康绿色

步道，规范校内快递服务，迎接同济大学建

校 110周年校庆，在各部门支持下，保卫处

4 月份给所有进校的快递公司发放通知，要

求到第三方快递服务平台或到快递临时过

渡点收发快递。个别快递公司有抵触情绪，

经过不断解释、耐心解说，取得了理解和支

持。5月份所有快递公司均已搬到第三方快

递服务平台或到快递临时过渡点。6月，保

卫处多次对近邻宝及快递临时过渡点进行

检查，对仍未搬出快递临时过渡点的快递公

司进行督促。7月，平稳取消临时过渡点。

校园快递无序乱象、校内快递摆摊设点、快

递车辆车速过快、快递包装污染环境等问题

得到成功解决。 

 

保卫处举办留学生交通安全
讲座活动 

11月 2日，保卫处会同留办、国交院，

邀请杨浦公安交警支队沈谦警官为我校留

学生做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沈警官通过视频

为留学生介绍了上海市交通状况以及上海

交通整治的情况。根据我校校园交通问题，

尤其在校内使用大功率摩托车可能产生的

安全事故以及为此要担负的责任进行了详

细解说，向在座留学生介绍了中国对车辆的

各项管理规定和法律法规，有针对性提出了

注意事项和建议。部分学生还就遇到的交通

问题与沈警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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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多次召开安全 
生产现场会议并布置 
当前学校安全工作 

2017年 12月 19日，学校在嘉定校区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议，布置当前学

校安全工作。常务副校长伍江出席会议；

2018年 1月 7日，学校在设计创意学院召

开安全生产现场会议，徐建平副书记出席

会议；2018年 1月 9日，学校在医学院召

开安全生产现场会议，徐建平副书记出席

会议。部分学院和部门安全负责人分别参

加了这三次会议。保卫处负责人在会上分

别通报了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伍江、徐建平分别在会上要求各单位，

强化和落实安全责任主体，健全安全责任

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考核奖惩，与绩

效、职称等挂钩，对发生的安全事故，按

照学校安全生产、人事、学生守则等规章

制度，严肃问责。各单位结合冬季防火，

全面动员，守住底线，严防死守，不留死

角，全面排查和治理所属单位的各类安全

隐患，确保期末及春节期间校园安全。 

（上接第一版）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切实

做好寒假、春节期间学校师生员工安全教

育和培训，加强冬季用火、用电、用气、

消防、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

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徐建平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年同济

大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向获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

方守恩、徐建平等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颁发了奖状。 

会上，保卫处宋建华处长通报 2017

年学校安全稳定情况。2017年学校安全状

况基本良好，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但

是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小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各单位要举一反

三、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落实责任、强

化检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确保一方

平安做出贡献。 

会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汇报学院

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获得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代表分别交流了工作经验。大家还

一起观看了《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安

全教育片。 

 

（上接第二版）的消防安全理念，做到防

患于未燃，为确保校园平安不断做出贡献。 

最后，徐建平宣布“同济大学 2017

年四平路校区消防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演

练”圆满结束。 

据悉，此次消防演练是学校“11.9”

消防安全系列活动月行动方案活动之一，

保卫处还将举行消防志愿者招募宣传活动、

消防知识安全讲座和培训、消防安全知识

竞赛活动、消防安全校园“啄木鸟”行动

等，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师

生安全意识，消除校内安全隐患，建设平

安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