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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文件 
曲师校字〔2017〕32号 

 

关于印发《曲靖师范学院安全管理规定》的

通  知 

各学院、各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安全管理规定》经 2017 年 5 月 18 日第

五次校长办公会议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曲靖师范学院安全管理规定 

 

 

曲靖师范学院  

2017 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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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师范学院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2004 年

9 月 27 日国务院第 421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2017 年 2 月 4 日教育部第 41 号令)、《云南省学校安全条例》

(2007 年 11 月 29 日省人大常委会第 67 号公告)、《云南省高

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2007 年 3 月 26 日云教办【2007】

1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安全工作坚持依法治校，科学管理，遵循“预防

为主、保障安全”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健

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 

第三条  学校安全工作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分

管领导是安全工作的具体责任人。 

第四条  学校保卫处是学校安全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学校

党委、行政的领导和公安机关的指导监督下开展工作，代表学

校负责规划、管理学校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负责督促、协调、

指导和落实学校内部各单位开展内部保卫工作。 

第五条  学校安全工作接受省教育厅的管理和公安机关等

有关单位的指导与监督。 

第二章 组织领导、机构设置、职责划分 

第六条  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

安全工作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http://www.waizi.org.cn/law/169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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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贯彻落实当地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部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有关安全工作的

部署。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高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制度，督促

学校各部门、单位和师生员工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稳定和治安保

卫工作。 

（三）检查各项内部安全保卫措施的落实情况，研究和解

决内部安全安全保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消除各种影响校园稳定的不安定事端和治安隐患。 

(四)保证学校保卫工作及技防工作所需的资金投入：确保

各项保卫工作业务的开展和技防设施的正常运转。 

（五）定期向各相关部门通报校内治安情况和稳定工作，

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 

（六）决定或向上级主管部门建议学校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的奖励事宜。 

第七条  学校成立“党建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依

法治校和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学

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曲靖师范

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

会”、“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校园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禁毒和预防艾滋病工作领导小

组”等领导机构，加强对学校安全保卫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检查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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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师生员工进行法制、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政治稳

定工作的宣传教育，定期通报校内及周边治安情况，组织开展

评先奖优活动，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观念、政治意识和安全防

范意识，预防和减少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做好校内涉及治安和维护稳定方面的动态信息收集

工作，全面掌握动态信息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

告，及时掌握事件：协助国家安全、公安机关制止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邪教对高校

的渗透、煽动和破坏活动。 

（三）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和安全防范措施。建立健全门

卫、值班、巡逻制度及教学、科研场所的安全管理制度。 

（四）维护学校内部的治安秩序，制止发生在学校内的违

法行为，对发生的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要立即报警，

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处置工作。调解处

理学校内部治安纠纷：维护校园公共活动场所的治安秩序，及

时掌握、化解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五）对校内有轻微违法的人员进行管理、帮助、教育。 

（六）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常住人口的户籍管理工作，协调

相关部门对校园内务、经商、从业的暂住人口进行管理。 

（七）参加属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积极配合政府职

能部门，建立加强高校周边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管理等的长效

机制。 

（八）配合有关部门对扰乱校园秩序的人员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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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校园和生活区内开张治安巡逻防范和检查工作，建

立巡逻检查好治安隐患排查整改记录和工作台帐、簿册。 

（十）协助相关部门坚强学生宿舍和校内文化活动场所的

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工作。 

（十一）了解掌握校园周边治安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并协助进行整治、整改。 

（十二）履行校园内的治安、交通和消防安全智能，指导

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安全工作。 

（十三）督促学校所属单位和部门建立健全外国专家、外

籍教师、留学生、社会组织的管理教育措施及易燃、易爆、剧

毒、放射源等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八条  学校分管领导是学校安全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各

学院（部门）主要负责人是部门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学

院（部门）分管负责人是部门内保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学校、

各学院学生会成立治保部，各班设治保委员（安全信息员）。

保卫部门要加强对安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第三章  重点部位和校园安全管理规定 

第九条  学校安全工作重点部位认定： 

1.政保重点部位：学校党政领导办公室、档案馆、网络管

理中心、广播室等。 

2.防火重点部位：教学楼、现教中心、实验楼、图书馆、

琴房、档案馆、学生宿舍、会堂、体育馆、保管室、食堂等。 

3.防盗重点部位：财务室、图书馆、电教中心、计算机中

心、实验中心、办公楼、宿舍楼、摩托车自行停车点、保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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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防毒重点部位：食堂、水池、化学实验室等。 

第十条  校园治安管理规定： 

（一）校内严禁发生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二）严禁扰乱学校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侮辱、殴打、

恐吓师生员工，酗酒闹事、乱砸物品，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三）严禁损坏、挤占、挪用校内一切公共设施和公私财

物，在校园内攀折花木、钓鱼、损坏标志、路灯、门窗玻璃、

绿化草地等；未发生警情时，严禁动用安防器材与设备，违者

造成损失的照价赔偿。 

（四）学生宿舍严禁私自留宿，禁止留宿异性。 

（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利

用邪教活动、传销活动、封建迷信活动，扰乱校内公共秩序、

危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身心健康。 

（六）严禁在公共区域圈养或放养动物（禽畜）。 

（七）严格执行学院关于集体活动、场地使用、建筑施工

等审批管理规定。未经批准，严禁下列行为：  

1．校内燃放烟花爆竹。 

2．校园道路上开展教学、演出或溜冰、滑板等不安全的活

动。 

3．在校内摆摊设点、流窜经营和兜售学习生活用品。 

4．在校内公共区域私自搭棚、盖房、摆摊、堆物。 

5．在校内乱涂乱画或随处张贴告示、启事、通告、信息、

广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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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社团或开办刊物。 

7．私拉乱接电源电线、网线、管线等。 

8．破坏道路、建筑物、管线等设施设备。 

（八）进入校园的所有人员，均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校园治

安，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发生案（事）件时，必须保

护好现场，及时报告学院保卫处或公安部门。 

第十一条  校园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一）严禁在校园内使用明火，确需焚烧非有毒、有害垃

圾者，须事前报告保卫部门，经同意后在指定地点，由专人看

管实施。 

（二）严禁损坏消防设施、埋压、圈占消火栓，禁止在消

火栓周围堆放物品、占用消防间距、堵塞消防通道。 

（三）对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乱扔烟头而造成不良后

果者，除赔偿损失外，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严禁违反规定私拉乱接电源、乱安灯头、插座，严

禁违规使用酒精炉、汽油炉、煤油炉、液化炉，以及电炉、电

老虎、电饭锅、电茶壶等大功率电器。 

（五）未经批准，严禁在校内燃放烟花爆竹。 

（六）对不及时传达有关要求或拖延整改消防隐患，由此

产生不良后果者，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一）机动车管理 

1．已领有牌证的机动车，需按规定进行年检。车辆要保

持车容整洁，车况良好，并配备灭火器材。 



- 8 - 

 

2．进入学校的车辆要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自觉遵守校

内交通秩序，注意减速并按限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

车。 

3．载物车辆出校门时需持携物证或出示有关证明。 

4．禁止在校内练车、试车，严禁酒后开车。 

5．车辆停放时应停放在停车线内，不准乱停乱放。 

6．准入车辆进出校门时要将学校核发的机动车通行证放

在风档明显位置，便于门卫检查。 

7．无通行证车辆进入校园应办理登记手续。 

8．严禁高噪音车辆驶入校内。 

（二）非机动车管理 

1．骑车人、行人都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2．校内自行车行驶注意减速慢行。 

3．不准骑车带人、不准扶肩并行、不准抢行猛拐、不准

追逐行驶或曲折行驶。 

4．非机动车的闸、铃、锁要齐全有效。 

5．自行车按规定位置停放、上锁，防止丢失。 

第十三条  学校应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引

导学生承担应尽的义务与责任，树立安全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

意识，共同维护校园正常秩序，保障学校环境安全、稳定，鼓

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1．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自觉遵守学校管理

制度，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优美、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学生不得有酗酒、打架斗殴、赌博、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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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复制、贩卖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等违法行为；不得参与

非法传销和进行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不得从事或者参与有损

大学生形象、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 

2．学生成立团体，应当按学校有关规定提出书面申请，

报学校批准并施行登记和年检制度。学生团体应当在宪法、法

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范围内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学生团体邀请校外组织、人员到校举办讲座等活动，需经学校

批准。 

3．学生进行课外活动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和生活秩序。 

4．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

用工单位的管理制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的有关协议。 

5．学生举行大型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应当按法律

程序和有关规定获得批准。对未获批准的，学校可以依法劝阻

或者制止。 

6．学生应当遵守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定，

不得登录非法网站和传播非法文字、音频、视频资料等，不得

编造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不得攻击、侵入他人计算机和

移动通讯网络系统。 

7．学生应当遵守学校关于学生住宿管理的规定。鼓励和

支持学生通过制定公约，实施自我管理。 

第四章  考核奖惩 

第十四条  根据《曲靖师范学院安全管理规定》制定安全

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内容，纳入学校年度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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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党政和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保

卫处牵头负责实施年度目标责任书安全管理工作部分的考核，

组织开展评先奖优和常规检查考核。各学院（部门）可结合实

际制定目标管理的实施细则，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 

第十五条  各学院（部门）安全工作实行年度考核，在各

学院（部门）的自查自评工作基础上由学校考核领导小组评定

成绩。 

第十六条  安全考核成绩较差、问题十分突出的学院（部

门）年度考核实行降等级或一票否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安全保卫工作涉及面较广，各类领导小组和相

关职能部门需另行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或条规。例如，校

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和组织实施涉及校园治安秩

序、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生产和建筑施工安全、门卫制度、户籍管理等规章制度。 

第十八条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保卫处负

责解释。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9月 29 日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