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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大检查的通知》精神，全省各
地立足实际，采取多种措施，树立安全工作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织牢校园安全网。

洛阳：多方部署排查隐患
洛阳市教育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近

期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对各地、各学校安
全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对用电、消防、食堂
卫生、饮水、公用车辆安全管理、防溺水等工
作进行部署。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对校舍及
其基础、校园周边山体、护坡等可能出现安全
隐患的建筑物等进行排查。

平顶山：定期进行应急疏散演练
平顶山市教育局组织召开全市校园安全

紧急视频会议，要求全市各县（市、区）教育部
门、各学校再次组织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要求严格值班制度，采取错时放学、划定等候
区域等多种办法减轻上下学时段的拥挤问
题。中小学校要每月举行一次、幼儿园要每
季度举行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驻马店：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
驻马店市教体局要求各学校认真落实

中小学校每月一次、幼儿园每季度一次应
急疏散演练的要求，做好应急疏散安全演
练。强力推进教体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
理。积极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教育和管

理工作。加强中小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工
作。做好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专项治理工
作。

三门峡：安全责任落实到人
三门峡市湖滨区教育科技体育局建立安

全管理责任体系，健全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
园长负总责、分管校长负主责、全体教职工人
人有责的校园安全责任网络。全区各学校严
格制定并落实课间和放学期间的护导制度；
加强学生密集、活动场所的实时管理；完善日
常值班、巡查制度，严格门卫制度。

鹿邑：三轮检查确保安全
鹿邑县教体局对全县在校学生 100 人

以上的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开展安全大检
查。各乡校组织辖区各幼儿园开展首轮自
查，中心校抽调人员开展二轮拉网式排查，
教体局成立专项督查组进行三轮全过程督
查。

舞钢：开展“五防”安全教育课
舞钢市各学校开展防性侵、防拐卖、防校

园暴力、防灾害、防意外的“五防”安全教育
课。该市教体局定期召开主题会议，组织人
员深入各学校进行校园安全大检查，各学校
每个月组织进行消防、防震安全演练。通过
班会课、黑板报、校园广播等途径加强安全教
育，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

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巩义：全面保障校车安全
巩义市召开全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

议，会议强调：由巩义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合工
作组负责校车日常审批、审核工作，对新购置
的专用校车完善手续，安装GPS，全程纳入监
控。定期召开巩义市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
议，开展校车安全专项督查和执法行动。校
车管理与幼儿园年审挂钩。公安机关确保校
车优先安全通行。

淮滨：开展专项督查规范在建项目
淮滨县教体局先后开展了校车安全专项

整治、在建工程安全督查和学校门岗管理专
项督查，对全县 30所学校（幼儿园）校车进行
了专项整治，对全县56所学校98个在建项目
进行专项督查。现场督促个别工地对乱堆乱
放的机械设备、物料进行清理，整治施工电路
不规范问题。

新蔡：开展宣传活动增强法治意识
新蔡县举行了“共建平安校园，共享校园

平安”宣传活动。活动中，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作了校园安全工作经验介绍，为广大师生上
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平安建设课。此次活动共
发放平安创建宣传彩报等宣传品 6000余份，
增强了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

（教厅室）

多种形式织牢校园安全网

▲4月19日下午, 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小学
一六班的学生家长以专业讲师的身份来到课堂，
为孩子们介绍一种乐器——尤克里里。家长讲
解了尤克里里这种乐器名称的由来和传说。接
着师生互动，老师教大家怎么弹琴，最后让大家
体验乐器，提高了学生对音乐的鉴赏和认知能
力。 王伟玲摄影报道

▲4月17日，金水区农科路小
学一年一度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周落下帷幕。本届心理健康活动
周以“心系你我他 责任伴我行”为
主题，围绕家长、学生、教师三个方
面开展活动。农科路小学全校48
个班级参与本届心理健康周，征集
学生作品共计 2470 份，其中一等
奖 489 份，二等奖 527 份，参与奖
1454份。升旗仪式上，校领导为获
奖的学生颁发奖状，合影留念。

杨慧 徐伟丽 摄影报道

◀4 月 14 日上午，舞钢市第一幼儿园组
织开展了幼儿安全主题比赛活动。幼儿园把
安全知识以对歌、小快板、三句半、拍手游戏、
表演唱等形式进行展示，内容涉及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防震安全、防溺水安全、日常行为
安全等。寓教于乐，使幼儿通过生动鲜明的
表演形式将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提高孩子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张文燕 邢晓云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郑州市金水区金
沙小学在校园各处一次性安
装摄像头 60 个，其中高清球
机 8 个，枪机 52 个，基本覆盖
全校重要地点部位。门卫室
监控点位清晰，做到无死角监
控。

学校门岗管理规范，安保
设施齐全，始终坚持把好门卫
安全第一关。学校加强门卫
的管理工作，严格来客登记制
度。外来人员必须电话联系
无 误 后 方 可 登 记 信 息 入 校 。
如有特殊情况，学生需持班主
任签字的离校条离校，并由老
师和家长交接。

学 校 坚 持 保 安 一 岗 双
责。学校保安除了参加保安
公司的管理培训外，每月还要
接 受 学 校 有 针 对 性 的 培 训 。
每年 3 月和 9 月进行防暴恐培
训，4 月和 10 月进行安保器械
使用培训，5 月和 11 月进行消
防培训，6 月和 12 月进行日常
业务培训。

学 校 大 门 实 现 人 车 分
离。汽车和电动车进校走东
门，学生和步行上班的教师进
校走西门，避免教师汽车和电
动车伤害学生，确保师生人身
安全。 （黄俊 苏晨）

金沙小学
人防、技防、物防到位

本报讯 2017年4月19日上午，
郑州市金水区第三幼儿园组织全
体备课教师开展了安保器材使用
培训活动。

这次培训活动围绕如何使用
安保器材以及如何提高应急反应
能力，要求全体人员提高安全意
识，切实担负起维护幼儿园安全稳
定的责任，明确了每个安全小组人
员的具体分工和职责。幼儿园保
卫干部结合操作要领讲解了钢叉、
长棍、电警棍、盾牌、捉捕器、头盔、
防刺服等安保器材的使用方法，组
织大家分别练习，提高了安保人员
的安全保护意识，锻炼了大家的应
急反应能力。幼儿园主任荆聪甫
对本次培训效果作了充分肯定，指
出不足之处要求大家改正。

（李裕焱/文图）

金水区第三幼儿园
开展安保器材

使用培训活动

本报讯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
第七小学依托安全课程和郑州市
安全教育平台，将消防演练护航、
安全走进课堂列为平安校园建设
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柳林镇第七小学校长常凯要
求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内
容。每班每两周必须安排一节安
全知识课，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要在
教学过程中贯穿安全教育，使学生
做到“两会两须知”。学校结合所
学消防知识，组织开发了“安全飞
行棋”游戏，增强学生学习消防知
识的趣味性。学校每年积极组织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月”活动，开展
全校性的消防演练和安全知识专
题讲座、举办安全知识图片展等。
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全员参与应急
疏散演习和消防教育基地参观，使
得全校师生接受安全知识教育率
达到100%。 （黄俊苏晨）

消防演练护航
安全走进课堂

本报讯 4月17日，郑州市管城
区创新街小学邀请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医学专家张念陪教授，针对春季
传染病流行与传播，举行了春季儿童
防控知识讲座，全校300多名师生和
部分家长代表聆听了此次讲座。

张教授用通俗简洁的语言，结
合事例讲解了春季防治各种传染
病的相关知识，着重向学生介绍了
H7N9疫情防控、诺如病毒、流感、
水痘、腮腺炎、手足口病、风疹和麻
疹等常见传染病的症状、危害及预
防、护理。张教授还特别提醒学
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吃熟
食，经常开窗通风，做到根据天气
变化增减衣服，加强锻炼，提升自
身免疫能力。

通过讲座，学生及家长学到了
预防传染病知识，增强了预防传染
病的意识。 （马溢）

管城区创新街小学
举行春季儿童

防控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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