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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职院党〔2015〕13 号

中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现将《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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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意见

为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增加学生各类安全知识，

保障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和谐平安校园建设，现就我校

开展学生安全教育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安全教育工作思路和目标

安全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安全为先；教育先导，防

禁结合”的原则，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落实责任，

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形成覆盖面广、内容详

实、职责明确、操作性强的学生安全教育体系。要通过教育，

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比较系统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交通

安全、消防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实验实习安全、社会实践

和社会交往安全、运动安全、食品安全和传染病防控方面知

识教育，确保学生政治思想稳定，精神面貌良好，安全防护

意识增强，并且掌握必要的自我急救和施救技能，杜绝各类

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明确安全教育的内容和责任。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

在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下，各司其责，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

校学工部负责全校安全教育计划的制定，教育内容的分解和

落实，以及落实情况的检查、督促、通报。各责任处室及二

级学院负责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安全教育任务的实施。具体责

任内容见附表。

三、提高安全教育水平。各二级学院把安全教育工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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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主任工作职责，加强班主任职业能力培训。各处室应相

对固定安全宣传工作人员，提高宣讲水平。各责任部门应根

据工作内容及分工，落实宣讲教师，制定教育宣传计划，探

索和创新教育形式。要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在不同时间

段，针对学生活动开展教育，特别要结合教育教学实践、社

会实践活动开展安全宣传教育，使学校安全教育内容全面覆

盖、学生受教育面全面覆盖。

四、完善应急预案。在安全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教育管

理部门必须制定和完善各类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

定期组织演练。

附件：1.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安全教育内容和实施责任表

2.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全教育重点工作月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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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安全教育内容和实施责任表
序

号
安全教育内容与要求

责任部门

（人）

1

安全告知书：将入学之后主要安全事项及安全禁

令告知新生及家长，承诺学校将加强安全教育，要

求家长经常督促学生遵守纪律注意安全，做好学

生、家长、班主任三方沟通，协同教育，要求新生

及家长签字。

学生处

2

学生安全教育网页：安全教育知识电子版发布于

“学工在线”网上，请学生、家长自学。网址：衢

州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在线。

学生处

3

新生安全教育宣讲会：要求报到后第一天宣讲，

主要内容包括公寓住宿安全、校内安全情况介绍、

校园周边安全情况宣讲、安全告知书宣讲并收回存

档，宣布安全禁令。

班主任

4
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学生

情况反馈与干预。
学生处

二级学院

5

关爱生命主题班会：组织开展“敬畏生命，珍惜

生命、关爱生命，安全第一”主题班会（开学一周

内完成）。

班主任

6

公寓入住安全：遵守学生公寓制度，安全用水、

用电，爱护公物，严禁攀爬阳台，严禁高楼抛物，

严禁私拉电源线、存放和使用大功率电器，遵守作

息制度、门卫制度，禁止留宿外人，禁止夜不归宿

和校外租房，保持疏散通道通畅，熟悉疏散路线。

班主任

7

防骗防盗防抢：培养学生社会交往能力，提高必

要的辨识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参加

勤工俭学和求职，提防常见的就业陷阱、黑中介和

传销。引导学生学习安全防范知识，了解基本的犯

罪作案手法，传授基本防盗知识。了解和掌握必要

的防抢技巧。

后勤保卫处、

合作发展处、

学生处、班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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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安全：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

理念，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正确处理好同室、同

学、师生关系。学习正常的社交礼仪，学会交朋

友。 正确对待同学友情，学会处理恋爱关系及化

解矛盾。树立法律意识，防止性骚扰，学会通过有

效途径进行自我保护。

社科部（纳入

思政教育

课）、班主任

9

交通安全：普及交通安全常识，遵守交通法规，

不乘坐无安全标识、不合格运营车辆，离家离校到

达目的地后要主动报告平安。防范交通事故的发

生，学会交通事故后的应急处理程序和方法。

后勤保卫处

10

消防安全：遵守消防法规，普及防火知识，认识

火灾危害。安全用电、用火，禁止在公寓使用明火、

存放和使用大功率电器。掌握常用消防器具使用方

法，熟悉疏散标志和公寓疏散线路，掌握逃生技巧。

后勤保卫处

11

用电安全：普及安全用电常识，熟悉日常学习生

活场所电路布局、控制点和安全负荷，禁止在公寓

私拉电源线、私改线路、存放和使用大功率电器，

及时切断电源，遵守用电故障报修程序，掌握一般

事故应急处理程序和方法。

后勤保卫处

12

实验实训安全：熟悉相关专业实验实训场所，熟

悉危险实验用品管理、危险实验器具、危险实验操

作办法和安全注意事项，遵守实训室规章制度，正

确认知实验实训风险，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学习如

何防范实验实训事故以及事故出现时的应急处理。

设备与网络

中心牵头、二

级学院分级

实施

13

校外实习实训安全：遵守学校实习管理制度，遵

守实习单位管理制度，正确认知实习工作过程中的

安全风险，遵守实习实训安全操作规范和流程，注

意实习期社会交往、住宿、交通安全，加强与学校

管理教师联系。

教务处牵头，

二级学院组

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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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外社会实践和集体活动安全：校外社会实践和

集体活动有完整工作计划和充分调研后的安全预

案，落实事前申报和审批制度，加强事前安全教育、

过程安全控制与防范、事后总结，交通外包注意事

项，在外住宿安全、饮食安全、旅途防盗安全等。

团委、学生

处、后勤保卫

处、二级学院

实施，谁主办

谁负责

15

运动安全：正确认识军训、体育运动、竞赛等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掌握科学运动方法，避

免运动损伤，学会运动损伤后的应急处理办法。竞

赛性运动队伍必须办理医疗保险。

公体部

16

国防及网络信息安全：了解国家安全法规，不在

网上发布、传播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消息与贴子，

有反间谍意识。学会注意个人网络信息的安全与维

护，了解常见网络骗局，提高学生网络防骗能力。

认清网络黄色信息的危害，提高对不良信息的鉴别

能力。不在网上信谣传谣，养成上文明网、文明上

网习惯，提高上网道德素养。

后勤保卫处、

宣传部、设备

与网络中心

17

宗教政策与反邪教：教育学生坚定人生信仰，崇

尚科学，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科学的方法认识

问题，科学的知识解决问题。遵守国家宗教政策，

禁止在校园内开展宗教活动，不参加校外非法宗教

集会和活动。了解邪教的危害，拒绝邪教。

宣传部、团

委、学生处、

后勤保卫处、

二级学院协

同实施

18

防范自然灾害、提高自救能力：学习洪涝、台风

天气、雷电天气、冰雹、滑坡、山体塌方等科学知

识，认识其危害，了解常见自然灾害发生的先兆特

征，提高防范能力，掌握逃生技巧，提高在灾害环

境中生命的维持能力。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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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食品卫生安全：学习《食品安全法》，掌握常见食

品安全标识阅读方法，学习判别“三无”食品和变

质食品，了解垃圾食品的危害。引导学生将科学饮

食合理营养的理念植入思想和行为中，不到无经营

许可的餐饮店饮食，拒绝路边无证食品摊，减少食

物中毒风险。普及常见食物中毒的知识，学会应急

处理。

后勤保卫处

20

传染性疾病预防知识：学习传染病防治法，掌握

常见传染病及其预防措施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对

传染病的防控意识，建立校内传染病防控有效体系

和举措，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公共卫生管

理办公室

21

预防艾滋病、拒绝黄赌毒：学习艾滋病相关知识，

了解艾滋病的危害性，掌握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防

控知识，洁身自爱。正确认识黄赌毒对社会的危害

性，提高辨别能力，不传黄、不参赌、不沾毒。

公共卫生管

理办公室、团

委、二级学院

组织实施

22
急救技能培训：通过有计划地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力争使全校学生取得急救技能证书。
医学院

23
医疗保险：宣传投保的重要性，进行政策解读，

告之理赔及其程序。

学生处、班主

任

24
法制教育：国家治安管理法规解读，刑法学习。 普法教育办

公室

25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由院办牵头，学生处、

后勤保卫处制定学生意外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并定

期组织演练。相关部门如遇安全事故，严格按照预

案及时做好处置工作。

院办、学生

处、后勤保卫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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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全教育重点工作月历表
月份 安全教育工作重点

九月

1．新生入校安全教育、安全告知书收集

2．公寓入住安全、校园周边安全、人身财产安全宣讲

3．心理健康安全普查

4．医疗保险宣讲与投保

5．宗教政策与反邪教教育、网络安全教育

十月

1．国防安全教育、运动安全教育

2．勤工俭学安全教育

3．国庆假期安全教育

4．集体活动安全

十一月

1．消防安全教育

2．急救技能培训，意外事故自救自护知识宣讲

3．实验室实训安全

十二月

1．公寓用电安全

2．食品卫生安全

3．防艾滋病教育

4．校外实习、实训安全

5．法制安全教育

一月
1. 寒假前安全教育

2. 冬季防寒保暖，防滑防摔教育

二月

1. 勤工俭学学生安全教育

2. 在外实习生安全教育管理

3. 在家学生安全联系

三月
1. 传染性疾病预防知识

2. 集体活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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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 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安全教育

2. 集体活动安全

五月

1. 五一假期安全教育

2. 心理健康教育

3. 集体活动安全、运动安全

六月

1．禁毒教育

2．网络信息安全

3．食品卫生安全，用电安全、防火、防暑

4．求职就业安全教育

七月
1．暑期假前安全教育

2．汛期安全教育

八月

1. 勤工俭学学生安全教育

2. 在外实习生安全教育

3. 在家学生安全联系

2．新生录取后联系，寄发安全告知书

中共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7月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