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 口市教 育局文件

营教发 E2019〕 7号

关于印发营口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 )区教育局,局 直各学校,营 口理工学院、营口职业技

术学院:

现将 《营口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学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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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工作方案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根据 《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全省教

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教电E2019〕

3号 )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
“
百日攻坚战

”工作方案的通知》 (营安委发 E2019〕 1号 )

精神,为进一步加大全市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问题的整治力度,有

效防范遏制学校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市教育系统安全形势的持

续稳定,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
“
百日

攻坚战
”,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
1+8” 重大决策部署,按照

“
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

”
的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12月

28日 全省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余功斌市长就贯彻落实省会议和唐一军省长讲话精

神的重要讲话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 防范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为重点,以 “
查风险、除隐患、防事故

”
为主线,深

入开展教育领域安全稳定
“
百日攻坚战

”,以严格的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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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厉的执法处罚、严肃的问责追责,排查隐患、

整治隐患、清剿隐患,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二、工作重点

以学校消防安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上放学时段交通

安全、校舍及设备设施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特

种设各安全等事故为重点,以排查整治重大事故隐患为重点,全

面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主要任务

(一 )增强抓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

识当前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强化政治自觉、责任

自觉、行动自觉,以对广大师生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

态度,坚持
“
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
的工作

方针,牢固树立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
的理念,增

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

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层层签

订责任书,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负责人要与所辖各学校党政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各学

校负责人要与各班级主任签订安全责任书,班主任要通过家访和

其他方式保持与学生家长联系,掌握寒假期间学生的学习、生活

及安全情况。要通过微信群等信息化手段及时联系家长,掌握学

生到家和按时返校情况。各高等学校负责人要与院系党政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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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安全责任书,院系负责人要与辅导员签订安全责任书。真正

实现
“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
的全方位安全责任网格,把学校安

全责任落到实处。

(二 )全面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管控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针对寒冬季节、岁末年

初学校安全生产工作规律特点,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和类型

学校的实际,深入分析研判潜在的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一次

覆盖消防安全、校车安全、校舍安全、网络安全、燃气安全、食

品及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控、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特种设

各安全及校园周边治理等领域的安全隐患全面排查。将排查出的

安全隐患列出清单、建档立账,明确责任措施,照 单对号、限时

整改、闭环管理,严格做到
“
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

一个盲点,不 留下任何一个隐患
”。

(三 )深入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刻吸取发生的实验

室爆燃事件教训,针对当前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深入开展覆盖各级各类实验室、实验实训基地、实验研究

场所及实验用品仓库等重点场所的专项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检查

学校实验室安全领导责任制和责任体系建立完善情况,安全自查

互查制度落实情况,危险化学品、辐射、生物、机械、特种设各

等实验设施、设各与用品等重大危险源规范管控情况,实验室安

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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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点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

统一部署,按照省教育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和全市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安排和要求,集中力量对学生公寓、

食堂餐厅、教室礼堂、图书馆、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配电

室、校园施工现场、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水电气设施等重

点部位,电梯、锅炉、压力容器、车辆等特种设备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并及时进行整改和预防。重点

纠治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等问题。

(五 )切实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集中对学生开展一次

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要结合本地区冬季易发多发安全事故

的规律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活动。要针对寒假和春

节期间学生外出活动较多的特点,教育学生外出时注意遵守交通

规则;要教育学生到指定地点购买质量合格的烟花爆竹产品,并

在家长的指导下安全燃放烟花爆竹;要加强学生安全用水、用电

及预防煤气中毒的常识教育,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要教育学生文明上网,合理安排上网时间,自 觉抵制网上不良信

息,更不要去网吧上网;要加强对学生的冰上行走和运动安全教

育,防止发生滑冰溺水的安全事故;要提醒学生注意饮食卫生,

避免因暴饮暴食引发胃肠疾病;要高度重视雨雪冰冻天气的防范

应对工作,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及时掌握气象变化信息,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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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预警通知,及时针对不同气象灾害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特

别要注意冻雨、大雪及雪后路面结冰对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的影

响;要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提示校车驾驶人员按照雪、雾天气安

全驾驶要求行车,并安排跟车教师,确保学生交通安全;要切实

保证寄宿学生离校返家乘车安全,坚决避免学生在没有任何安全

保障的条件下,独 自或结伴离校。要在寒假放假前组织召开一次

家长会,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寒假春节期间学生在家的监护人责任。

(六 )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各类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熟悉处置流程,进一步加强演练,切实做好

各项应急准各,适时启动预案。对于紧急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救治。领导

要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科学决策,靠前指挥,要善处置。对于发

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在要善处置的同时,要注意加强舆论引导,

防止媒体炒作。各单位主要领导和带班领导在节假日期问,必须

保证 24小 时通讯畅通,遇有重要紧急情况,要快速反映,稳妥处

置。同时,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严 防发生迟报、漏报和隐

瞒重大信息的情况。

四、时间步骤

“
百日攻坚战

”
从 2019年 1月 1日 开始,到 4月 10日 结束 ,

为期 100天 ,分三个阶段:

(一 )动员部署阶段 (1月 1日 —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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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制定印发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工作

方案,对百日攻坚工作作出安排。1月 15日 前,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结合本地实际和当地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制定本地区教育系统

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明确责任

分工,明确推进措施,确保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同时,各地要

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发动,营造
“
百日攻

坚
”

的浓厚氛围。

(二 )自 查及督查检查阶段 (1月 11日 一3月 31日 )。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和风险防范管控工作自查自改。市教育局组成督查组对各地各校

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省教育厅、市安委会也将对各地各校进行督

导检查 ),重点检查各地区动员部署情况、自查自改情况及问题

隐患整改情况。

(三 )总结阶段 (4月 1日 一10日 )。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认真总结安全生产
“
百日攻

坚战
”工作情况,并及时向市教育局报送总结情况,市教育局统

一汇总后向省教育厅、市安委办报送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工

作总结报告。

五、组织领导

市教育局成立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领导小

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各相关处室主

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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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
百日攻坚战

”
沟通协调、调度通报及总结汇报等工作。

六、相关要求

(一 )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学校要成立 “
百日攻坚战

”

的组织领导机构,精心研究制定本地、本校具体实施方案,要针

对薄弱环节、突出主要矛盾,立足解决重大问题,明确责任分工、

责任人,明确时间表,明确工作要求,通过强化工作部署、跟踪

监督,扎实开展好教育系统专项整治行动。

(二 )压实工作责任。各地要认真落实监管责任,有效利用

监管网格化等手段、突击检查、互检互查等方法,督促各学校开

展深入、细致的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跟踪整改落实,确保

隐患和问题逐个销号。对发现的重大隐患要督促学校或协调有关

部门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制定

并严格落实整改措施,限期整改。 “
百日攻坚战

”
结束后,立即

组织总结评估,及时报送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三 )严格追究问责。各地要切实加大追究问责力度,敢于

较真碰硬,对工作部署开展不力的单位要敢于问责,对隐患长期

得不到整改或反复出现要严肃处罚;涉及多个部门的,要开展联

合执法。同时,对隐藏在教育领域背后的黑恶势力及其他突出问

题要敢于发现、主动移交司法部门,有效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和问题。

(四 )加强社会监督。各地、各校要充分调动学校教职工参

与隐患排查治理的积极性,鼓励教职工监督举报各类事故隐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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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发

挥 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的作用,对舆论反映及举报投诉

的问题深查原因,切实整改,确保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和事故

隐患得到及时查处。

(五 )及时报送信息。各地、各校应分别于 1月 15日 之前、

3月 29日 之前将实施方案和总结报告报送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

科,每半个月报送一次工作信息,材料报送情况将纳入对各地、

各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联 系 人:陈仁枫、郎书若

联系电话 (传真 ):2998301

电子邮箱:yksjyjaqba163。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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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拟文

营田市教育局办公室

-10-

2019年 1月 11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