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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根据学校要求，结合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际，特制定“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上级及学校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牢固树

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防控能力，

以“突出重点领域、覆盖各个方面，突出重点时段、贯穿全

年工作”为原则，消除各类隐患，确保阵地稳固、人员稳控、

校园稳定。 

（二）工作目标：坚决管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努力实现“五个不发生”的目标，即不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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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事件、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涉爆涉恐事

件、不发生恶性治安刑事案件、不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

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

好的校园环境。以此次狠抓为契机，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确保信息学院长治久安。 

二、重点工作 

   （一）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严

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情况，

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维护意识形

态安全，及时向上级党委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情况并提

出建设性意见。根据学校责任“零缺位”、隐患“零漏洞”、

重特大事故“零发生”的要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

领导，学院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其他分管院领导是意识

形态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共管、学院党委组织协调、各个办公室、各党支部分工负责

的工作格局。及时掌握师生中的苗头性问题，做到见微知著，

未雨绸缪，确保不出问题。定期开展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

“双排摸”，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切实防范宗教向

校园渗透，及时合理处置相关问题。 

（二）加强安全稳定形势的分析研判。落实党员干部联

系学生制度，每月至少深入学生寝室走访 1次，了解学生的

思想状况和学生生活中碰到的困难；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与党

外知识分子、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教师联系制度，定期开展谈

心谈话活动。一学期开展两次师生思想动态研判，分析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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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师生信教、传教情况，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师生

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分析问题、商议对策，有针对

性地进行引导，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坚

持和完善各项校园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

在维稳关键节点，学院领导 24 小时电话值班和相关人员节

假日到岗值班，并做好信息零报告和维稳工作月志报送工作。 

（三）严格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管理。落实各类报告会、

研讨会、讲座、论坛等的报批流程，根据《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关于加强学术交流活动的若干规定》文件要求，严格审

批程序和环节，每场学术讲座都要实现报备，对于学术讲座

的人和讲座内容事先审批，确保讲座政治方向的正确性。教

务办、学科办加强对教材、课堂等监管，并做好过程监管工

作，特别对邀请外籍专家来院讲学进行严格的事先审查。学

科办、学工办严格落实涉外项目的办理流程和出国交流师生

行前教育和回国后的汇报制度。学工办加强对院团委、学生

会、研究生会、党员之家等学生社团的管理。各办公室加强

网络信息管控，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严密防范网上意识

形态渗透，深入开展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专项清理行动，

建立管用防并举的制度体制。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

培养院级微记者和微发言人，发布主流价值观评论，定期收

集学生网络热评和网络思想动向，做到学生网络思想动态的

及时研判。发挥学院“宁大信息人”各大网络官方平台的网

络引导职能，利用最流行的沟通方式加强学生对学院官方网

络平台的使用粘度。 

（四）强化学院安全风险防控。针对学院安全问题，积

极配合学校保卫处做好排查“三防”建设落实情况，强化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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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防盗等日常安全管理，打击校园“套路贷”和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禁毒教育和

涉毒管理，在每个重要节假日前及学期末开展安全检查，及

时发现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落实整改。 

（五）加强重点师生群体管理。加强对已向校保卫处报

备人员的关注，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加强对首聘期考核通

过难的青年教师的关注，排摸这些教师的业绩完成情况，并

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加强对留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三困

生”的管理，对留学生加强中国法律、校规校纪和禁毒教育；

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新疆籍学生的思想动态，定期与少

数民族学生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

存在的困难，做好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关心“三困生”，学

院专门成立了 E青年工作室，尤其是对有心理疾患学生定期

开展心理疏导，对心理病患严重的学生在征得学生家长的同

意后采取休学治疗的措施。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师生出国（境）

行前教育，对近期赴港的师生加强行前教育，提醒他们在港

期间注意自身安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香港当地法律，

坚定爱国爱港立场，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集会、游行、

抗争活动。配合港澳台办做好零报告制度。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学院成立“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7个专项工作小组（附

件 1），书记、院长负总责，层层落实责任。 

（二）强化处置。 

树立校院“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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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机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和信息报告制度。落实院领导 24

小时电话值班制度和敏感时期节假日到岗值班制度，一旦发

生影响稳定的突发事件，根据学校、学院突发事件处置应急

预案，配合学校职能部门，及时妥善处置。涉及校园安全稳

定的重要信息，做到第一时间上报院党政办，经核实后上报

学校。 

（三）加强考核。 

学院将“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校园安全稳定

工作纳入教职工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与年度教职工考

核和绩效工资挂钩，一旦发生安全稳定事件，将严肃责任追

究。  

 

附件： 

1.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稳定责任清单 

 

 

 

 

宁波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 9月 15日     

 

抄送：校保卫处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办               2019年 9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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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学院成立“平安护航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骆巧凤、夏银水 

副组长：钱江波、屠春飞 

成员：王伦耀、王健、叶庆卫、史旭华、严迪群、杜呈

透、邵枫、金庆辉、夏亚莉、郭立君、彭宗举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钱江波（兼）、屠春飞（兼）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亚莉 

 

领导小组下设 7 个工作小组： 

1. 实验室与消防安全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钱江波 

牵头部门：实验教学与发展中心  

责任部门：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 

2. 安全保卫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钱江波 

牵头部门：党政办 

责任部门：实验教学与发展中心 

3. 教职工重点人群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骆巧凤、夏银水 

牵头部门：党政办 

责任部门：党政办、分工会、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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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留学生、少数民族学生、涉港学生、“三困生”及继

续教育学生管理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屠春飞、钱江波 

牵头部门：学工办、实验教学与发展中心 

责任部门：学工办（全体辅导员、班主任） 

5. 意识形态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骆巧凤 

牵头部门：党政办 

责任部门：各管理办公室、各基层组织、分工会 

6. 阵地管理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王伦耀、钱江波、邵枫、屠春飞 

牵头部门：教务办、学科办、学工办 

责任部门：教务办、学科办、学工办 

7. 外事工作小组 

牵头领导：邵枫 

牵头部门：党政办 

责任部门：党政办、学科办、学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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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稳定责任清单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领导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主要责任 

1 
实验室与消防安

全工作 
钱江波 

实验教学与发

展中心 

基层学术组

织负责人 

（1）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确保实验室安

全，及时处置相关问题； 

（2）妥善存放仪器设备、化学药品等，确保安全； 

（3）做好实验室安全事故类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2 安全保卫工作 钱江波 党政办 
实验教学与

发展中心 

（1）负责学院“三防”（人防、物防、技防）建设，负责安防设施设备的维护； 

（2）建立安全稳定隐患台帐制度，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

防范和整改； 

（3）负责突发事件的处置，并及时报告，不瞒报、漏报、迟报，对教职工玩忽职守发生

安全稳定事故的要依规依纪追责； 

（4）负责牵头落实火灾事故类、反恐防恐类、反毒防毒类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 

3 
教职工重点人群

工作 

骆巧凤 

夏银水 
党政办 

党政办、分工

会、各系所 

（1）排摸教职工心理健康； 

（2）排摸教职工存在的不良情绪情况； 

（3）排摸教职工工作生活困难情况，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情况； 

（4）排摸教职工信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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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领导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主要责任 

4 

留学生、少数民族

学生、涉港学生、

“三困生”及继续

教育学生管理工

作 

屠春飞 

钱江波 

学工办、实验

教学与发展中

心 

学工办（全体

辅导员、班主

任） 

（1）排摸这些人群中的“三困生”，建立一结一帮困制度； 

（2）排摸香港反中乱港的渗透情况； 

（3）排摸参与涉及政治敏感事件情况，加强对特殊人物、关键人物的关注； 

（4）排摸信教学生情况及非法传教的情况； 

（5）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敏感性教育和防诈骗教育； 

（6）落实信息零报告制度。 

5 意识形态工作 骆巧凤 党政办 

各管理办公

室、各基层组

织、分工会 

（1）制定网站、微信、微博等公众号管理办法；  

（2）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控，包括网站、微博微信、QQ群等互动平台； 

（3）加强师生的思想动态排摸。 

（4）建立网络安全技防体系。 

6 阵地管理工作 

王伦耀、钱江

波、邵枫、屠

春飞 

教务办、学科

办、学工办 

教务办、学科

办、学工办 

（1）加强对各类论坛、讲座、社团等活动的事前审查申报； 

（2）建立涉外事件向院党委汇报制度； 

（3）加强对课堂教学管理及各类教材的审核； 

（4）加强对社团活动的审核； 

（5）加强对项目申报、立项、过程管理审核。 

7 外事工作 邵枫 党政办 
学科办、学工

办 

（1）把控教职工因公因私出国境情况，加强管理； 

（2）把控国际合作项目立项情况，加强管理； 

（3）严格执行交流生行前教育、回国汇报制度。 

8 人才引进工作 
夏银水 

骆巧凤 
党政办 各基层组织 

（1）加强人才引进过程中的政治审查与把关； 

（2）维护教职工权益，保护教职工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