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２０２１ 年全市校园安全

专项督导检查的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中央巡视组巡视湖北反馈校园安全问题整改ꎬ 有

力推进全市学校春季学期安全有序开学ꎬ 经市委政法委、 市教育

局、 市公安局研究ꎬ 决定组织开展 ２０２１ 年全市校园安全专项督

导检查ꎬ 现制定方案如下ꎮ

一、 检查对象及时间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ꎬ 各地教育局和公安局视频平台建设维护

运行情况ꎬ 检查时间为 ３ 月中旬ꎮ

二、 检查内容

本次专项督导检查以校园内部管理、 校园周边综合治理、 校

车安全管理、 开展学生欺凌防治行动等 ８ 个方面为主要内容 (详

细内容见附件 １、 ２)ꎮ

三、 检查分组

(一) 第一检查组: 检查荆州区、 监利市、 洪湖市、 荆州高

新区

组长: 朱正杰　 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

成员: 胡卫东　 公安县公安局内保大队民警

洪　 松　 市教育局 (兼联络员ꎬ １８９７２３９９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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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检查组: 检查江陵县、 石首市、 荆州开发区

组长: 王万红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副支队长

成员: 陈正才　 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副科长

邓　 谦　 洪湖市公安局内保大队教导员

郑正禄　 市教育局 (兼联络员ꎬ １８９７２３９１８０８)

(三) 第三检查组: 检查沙市区、 松滋市、 公安县、 纪南文

旅区

组长: 陈庆华　 市教育局副局长

成员: 易云礼　 市委政法委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科科长

陈　 军　 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内保大队教导员

黄海峰　 市教育局 (兼联络员ꎬ １５９７２６４７２６４)

四、 检查方式

督导检查坚持明查和暗访相结合ꎬ 以乡镇和农村学校为主ꎬ

每地检查学校不少于 ３ 所ꎬ 并深入各地教育局和公安局检查视频

平台建设维护运行情况ꎮ 通过听取汇报、 现场随机查看、 设施查

验、 资料核查、 询问了解、 情况反馈等方式进行ꎮ

五、 工作要求

(一) 整改督办ꎮ 检查结束后ꎬ 检查组现场下达双方签字

的整改意见表 (复印件) ꎬ 现场反馈学校和政法委、 教育局、

公安局ꎬ 督促限期整改ꎮ 各地整改情况请于 ３ 月底前报荆州市

教育局安全科ꎬ 联系人: 黄海峰ꎬ 联系方式: ４１３２８１０ꎬ 邮箱:

４０３２３６１４８＠ 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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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严肃纪律ꎮ 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 和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ꎬ 轻车简从ꎬ 不安排与检查工作无关的一切活动ꎮ 坚持

“三不两直” 的要求ꎬ 坚决防止工作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ꎮ

附件: １ ２０２１ 年全市校园安全专项督导检查清单

２ 校园安防三个 １００％ 教育 / 公安视频总平台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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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全市校园安全专项督导检查清单
检查学校名称： 检查人（签名）：

检查类别 具 体 要 求
是否落实

（打√或描述）
存在的问题

一、校园

内部管理

1.封闭式管理 100%，封闭式围墙（围栏）；围墙（围栏）校门高度不低于 2米。

2.一键式报警装置与属地公安联网 100%，门卫值班室应设置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

要与公安 110 指挥中心联网，实现实时联动。

3.视频监控系统与属地公安联网 100%，在校园出入口、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区）、

食堂、操场、办公楼、停车场、主要出入口等重点部位按要求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监控影像资料至少留存 30 日备查，并与属地公安机关共享平台联网。

4.专职保安配备率 100%，每校至少 2 名；超过 1000 学生的学校，每增加 500 学生

增配 1名专职保安；寄宿学校有专职保安负责寄宿生安保工作，每增加 300 名寄宿

生增配 1名专职保安。年龄 25 至 55 周岁；由公安部门统一审查资质，持证上岗；

上岗执勤着保安制服，佩带保安标志，上放学时段携带器械。

5.做好学校食堂、宿舍、实验室、礼堂等重点部位及水电、锅炉、电梯等重要设施

设备安全管理。健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按要求实施“明厨亮灶”工程。

6.对教职员工和临聘人员开展教育管理。

7.健全隐患排查制度，及时处置校园危房，消除墙体墙面、走道护栏、活动场地及

设施等出现的安全隐患，加强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实验室、

锅炉房、配电室、校园内施工现场等重点区域安全问题的排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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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类别 具 体 要 求
是否落实

（打√或描述）
存在的问题

二、校园

周边综合

治理

8.公安机关落实校园周边“高峰勤务”和“护学岗”，做好上下学等重点时段、校

门周边等重点路段的防控工作，以及做好校园管制刀具、危险物品的排查整治。

9.做好对校园周边网吧、学生托管点、小旅馆、娱乐场所、无证摊贩等治安、卫生

乱点的清理整顿。

10.对校园周边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长期上访、心理失衡对社会不满、吸毒、刑

满释放等重点人员开展摸排管控。

三、校车

安全管理

11.清理不符合国家校车标准但仍作为校车使用的载客汽车。

12.校车服务提供者严格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杜绝超员、超速、不按审核路线

行驶等违法违规行为。

13.广泛宣传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危害和典型事故案例，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增强安

全意识，自觉抵制“黑校车”，不乘坐未经许可、超员等违法违规车辆，确保上下

学交通安全。

四、开展

学生欺凌

防治行动

14.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

15.开展防范欺凌专题教育，并有机融入道德法治、生命安全、心理健康等课程。

16.健全保安、宿管员、教师巡查值班和视频监控电子巡查机制。

17.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困难学生、情感困惑学生、言行异常学生，以及

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等群体的关爱工作，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心理

疏导和矛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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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类别 具 体 要 求
是否落实

（打√或描述）
存在的问题

五、推进

防溺水综

合治理

18.早部署防溺水工作。

19.健全防溺水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防溺水隐患排查。

六、安全

教育工作

20.开设《生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落实教师、教材、课时、考评

规定。

21.结合放假前、假期、开学三个节点，认真组织好安全教育提示工作。

22.围绕防灾减灾日、消防日、交通安全日等时段，统筹用好国家和地方教育资源，

广泛开展预防溺水、火灾、禁毒、性侵害、食物中毒、网络沉迷、交通事故、自然

灾害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七、推动

家长落实

监护责任

23.统筹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家长开放日、家长接待日、致家

长一封信等各种家校沟通渠道。

24.重点强化对家长预防学生溺水和网络沉迷的提醒，做好《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

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关于预防学生网络沉迷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信》的复

印发放、回执回收保管工作。

八、推动

学校安全

条例的贯

彻实施

25.深入开展《湖北省学校安全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

26.推动积极研究解决学校安全重大问题、涉及师生安全健康的重大隐患，通过财

政专项预算、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中小学幼儿园配齐专职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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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学校名称： 检查日期：

问题清单

受检学校校长签字： 检查组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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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园安防三个 100%教育/公安视频总平台检查表
平台名称： 入网学校总数： 所

入网学校摄像头总数： 个 检查日期：

学校名称 联网摄像头数量
正常运行联网

摄像头数量

重点部位是否做到

全覆盖

有无网上

巡查记录
有无专人值守 制度是否上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