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冈师范学院 2020 年安全教育月 

活 动 方 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强化学生疫

情防控意识，强化学生安全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时时想

安全、处处要安全、事事都安全”的良好氛围，学校决定从 2020

年 5月 11日开始，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学生“安全教育月”活动，

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自救能

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学校安全

责任制度和应急措施落到实处。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学生安全“思想要再重视，责任要再明确，排查

要再深入，教育要再强化，管理要更严格，作风要更务实”的

要求，以保障学生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以提高学生预防和应

对突发事件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完善服

务，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学校安

全工作水平，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境，促进学校事业发展。 

二、活动主题 

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三、活动时间 

5月 15日至 6月 15日 

四、组织领导 

组  长：陈朝阳 

副组长：余晚霞  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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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钟劲松   肖亚军  黄开宋  张学仁  席  桢  

胡周友   王艳艳  周俊飞  夏小环  袁建明 

            黄佑和   谢  力  程友元  周继国  胡永红 

            于  晶   段新权  唐文杰  陈  琛  邓默耘 

陈  蕲    

五、活动内容 

（一）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通过年级大会、主题班会等线上教育形式对全体学生进行

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通过电话家访、微信家访

和书信家访等多元家访方式，准确掌握学生安全健康情况、思

想动态和学习生活情况，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当前，国内疫情

防控工作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阶段性成绩并不代表最终的胜

利。超长潜伏期和无症状感染，加之全球疫情告急，境外输入、

地区间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使得疫情传播的风险在加大，“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仍然是疫情防控的头等大事，要慎终如始

抓紧抓好疫情防控。所有学生务必提高社会责任感和风险防范

意识，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不扎堆、不聚集。 

（二）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1、重点关注对象和风险排查。各学院要结合当前疫情形势

对各类学生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摸排，锁定重点关注对象，

完善重点关注学生信息库。要构建畅通的信息渠道，收集汇总

相关信息，特别是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诉求并及时回应，避免

群体事件发生。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提出处理意

见或及时上报，并指定联系人进行跟踪管理。  

2、持续关注和防范“非法校园贷”。对校内学生不良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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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情况进行摸排汇总和分析研判。开展 2020年春季学期“非

法校园贷”专项排查清理工作，各学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

立工作专班，扎实组织排查工作，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并做好痕

迹管理，确保此次排查清理工作务实有效不走过场。对于已经

发生的学生不良借贷，各学院要持续关注，积极介入，主动会

同有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置。 

3、其他重点安全隐患排查。各学院对包括求职安全、财物

安全、饮食安全、实习安全等其他易出现安全隐患的方面进行

排查，做好备案，加强教育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三）落实八项教育活动 

1、开展一次疫情防控纪律教育。各学院要采取多种形式，

在学生当中疫情防控纪律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学生未经学校批

准不得提前返校；按照学校要求按时填报各项信息；不得漏报

或瞒报个人在重点疫区旅居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身

体异常状况等疫情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得组织

或参与未经批准的人员聚集活动；不得违反学校有关疫情防控

的校园管理规定；隔离观察人员不得违反学校或地方行政部门

有关隔离观察管理规定；不得违反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要

采取的其他防控措施。 

2、召开安全教育主题班会。各学院要采取线上主题班会、

直播班会、学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当中开展线上

安全教育活动，重点防止交通、盗窃、传销、诈骗、非法校园

贷、火灾、溺水、食物中毒等事件发生，运用多种手段，传达

安全知识、警示提醒等信息，要进行线上签到，确保不漏一人，

线上教育材料要求留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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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一次学生观看安全教育视频。通过微信群、QQ 群

等线上媒体上传安全教育影片或视频让学生采取线上观看，用

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安全教育的生动性和实效性。 

4、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艾滋病防

治教育，通过主题班会、艾滋病感染者案例警示教育等多种活

动传播预防艾滋病知识。 

5、开展 “远离不良校园贷”主题教育。为进一步加强防

范和打击“非法校园贷”，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维护

和谐稳定的校园秩序，各学院要持续关注和防范“非法校园贷”，

坚持开展普及性和经常性的金融风险防范教育，要在上一阶段

开展的的校园不良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台账的基础之

上，注意对账销号，同时对校内学生不良借贷的新情况进行摸

排汇总和分析研判，摸排完成后要将学院校园贷及处置情况汇

总表、“非法校园贷”典型案例报告单报学工部备案。 

6、开展“防溺水安全”主题教育。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溺水

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加强对学生的游泳常识和安全知识

教育，不到危险水域游泳，坚决避免学生因擅自下水游泳玩耍

和盲目施救等原因导致的溺水身亡，做到毫不松懈、警钟长鸣，

落实防溺水“六不”。 

7、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技能”宣传教育。2020 年 5

月 12 日是第 12 个国家防灾减灾日，今年的防灾减灾日主题是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5月 9

日至 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根据《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

急管理部 关于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做好 2020 年全国防灾减

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办明电〔2020〕1号》文件精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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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各学院要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大

力宣传防震减灾法、安全生产法、防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提

高广大师生对防灾减灾工作的认知度。大力宣传危机师生生命

财产安全的多发易发灾害事故的防范、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

能，如：地震、溺水、火灾、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煤气中毒、

食物中毒、道路交通安全及其他突发意外事故等。提升师生应

对各类灾害事件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8、开展“就业安全”主题教育。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

择业的关键时期，受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形势叠加影响，毕业

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各学院要引导学生主动

求职、尽早就业，加强形势政策宣讲辅导，进一步做好学生考

研复试、求职技巧指导、就业创业服务和疫情下就业心理调适，

帮助解决就业困难，及时掌握学生考研就业情况。 

六、活动要求 

本次安全教育月活动因学生不在校组织难度更大，更需要

其实履责担当，要按照人人受教育、个个都参与的要求，重在

增强安全意识，重在提高学生安全防范能力，重在查摆安全隐

患，努力使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学院要切实加强对“安全

教育月”活动的组织安排，成立以书记为组长的安全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认真谋划、精心组织。5月 15日前应制订实施方案，

明确活动时间、内容和负责人，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活动的

顺利开展。强化痕迹管理，密切关注学生动态。各学院要切实

全面准确地掌握和了解每位学生的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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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工作，特别是因疫情受影响的学生、重点关注对象、

学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困难和家庭经济困难等重点关注学生群

体。 

（二）创新内容，务求实效。紧紧围绕今年安全教育月活

动主题，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学生未返校的实际，创新形式和内

容，提高针对性，增强实效性。鼓励各学院结合本学院专业特

点开展具有特色的安全教育活动。 

（三）畅通信息、防微杜渐。各学院要培训一批安全信息

联络员，进一步健全安全信息收集报送网络，保持信息通畅，

及时排查和发现安全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要采取

措施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出现重大

安全事件要随时报告，不得迟报、瞒报。 

（四）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安全教育月”活动结束后，

各学院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认真总结。6月 11日前学院要将

活动总结、特色工作、相关图片资料报学工部。必须包含以下

材料：○1各学院安全教育月活动方案。○2 各学院安全主题班会

时间安排表。○3各学院安全信息联络员信息统计表。○4 学院校

园贷及处置情况汇总表、“非法校园贷”典型案例报告单。○5 黄

冈师范学院学生安全隐患排查及处置统计表。⑥各学院安全教

育月活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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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______院 2020 年信息联络员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班级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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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黄冈师范学院学生安全隐患排查及处置统计表 
排查时间： 

序号 排查内容 
排查及处理情况 

经办人 备注 
人数 处理措施 进展情况 

1 学生兼职情况           

2 心理异常学生           

3 沉溺网络学生           

4 重大疾病学生           

5 家庭变故学生           

6 安全教育情况           

7 
其它安全隐患（如、不良网络借贷、传销、宗教、

邪教、暴恐等） 
          

8 2020年春季学期以来已处置的学生安全稳定事件 

事件 1： 

事件 2： 

事件 3： 

注：1.处理措施一般为：辅导员谈话、心理专干辅导、心理咨询中心干预、联系家长等办法。 

2.排查出的各项原始数据和资料由各学院保存。 

3.本表的电子档和纸质档请于 2020年 6月 15 前日交学工部管理科。 

                                                      学院：              副书记签字：                                                   

 



 9 

附表 3： 

黄冈师范学院高校校园贷存量、新增及处置情况汇总表 
学院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存量（2019以前） 本次排查新增 处置情况 

高风险贷款数量    

学生参与校园贷总人数   

学生校园贷借款总金额   

学生校园贷当事人人均借款金额   

学生校园贷借款总笔数   

学生校园贷当事人人均借款笔数   

学生校园贷借款平均期限   

学生校园贷借款平均年化利率   

学生校园贷借款逾期总人数   

学生校园贷人均借款逾期时间   

学生校园贷借款逾期总金额   

学生校园贷人均借款逾期金额   

校园贷学生代理人数   

校园贷教职工代理人数   

校园内与校园贷平台有合作关系的商家数量   

学生涉及校园贷平台数量   

在学生中影响力较大的借贷平台名称   
 

备注：处置情况请标明每名涉及校园贷款学生姓名，贷款平台、金额等等贷款基本信息、学院采取的措施、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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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法校园贷”典型案例报告单 

当

事

人

基

本

信

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院（系部）  

专业  班级  

籍贯  民族  

身份证号  

学号  

借贷基本情况 

借贷平台数量：           

借款总金额：             须还款总金额： 

借贷平台或机构名称： 

借贷用途： 

个人及家庭是否有偿还能力： 

借贷平台是否涉嫌违法： 

涉嫌违法依据： 

处置情况 

 

 

 

 

 

是否处置完毕  

备注  

填写范围： 

1.案例所涉及对象为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