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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工作事关每一个学生的健康

成长，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宁，关系到

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省教育厅始终高度重视教育系统安全

生产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牢固

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用最

严明的制度、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督、最严厉的问责，高站位、高起点、高标

准，全面抓实校园安全各项工作。

近一年来，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安

全整治专项行动，以“平安校园”为引领，开

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系列教育活动，各

项举措落地见效，安全管理亮点纷呈。

近日，记者随省安委办“白山松水安全

行”采访团，走进我省部分中小学，所见所

闻让人切实感受到了各地安全教育工作的

扎实有效。

安全融入课堂教学 全员创建平

安校园

走廊里随处可见消防安全宣传标识，两

侧还有学生们制作的消防宣传知识手抄报、

手工消防车和灭火器，看起来十分逼真……

2020年12月21日，记者一行走进长春

新区吉大慧谷学校。

来到四年二班，一堂生动有趣的绘画

课正在进行，老师在教孩子们手绘消防安

全主题手抄报；站在三年四班的门口，可以

听到孩子们美妙的歌声，唱的正是消防安

全主题歌曲。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消

防安全知识，各学科老师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孩子们的日常学

习之中，让孩子们掌握更多安全知识。同

时，作为小宣传员，回到家里还要向父母讲

述安全知识，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树立安全意识。

吉大慧谷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欧炜

告诉记者，全面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政府

的“四位一体”共同体模式，让教师、学生、

家长、社会参与到创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

境中，让消防安全工作成为共同的责任和

义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向让

消防安全工作同频、同步、同发展，共同营

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为学校消防安全

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营造了安全和谐的校

园环境，同时也丰富了校园消防安全的工

作形式和内容，在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防自救能力不断提高，真正达到“教育

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的效果。

着眼“三尺门外”梳理校门口拥堵

“我以后要告诉妈妈，到了校门口即停

即走，不要造成拥堵。”2020年 12月 21日，

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岳学校

三年二班，一场生动的交通安全主题班会

正在进行中。

课堂上，同学们各抒己见，畅谈什么是

文明交通，跟老师一起学习交通安全法规

和常识。校门口拥堵的情况，孩子们也都

看在眼里，面对老师播放的校门口拥堵的

视频，同学们纷纷表态，要从自身做起，遵

守交通规则，还要做父母的安全宣导员。

“家长将车开到校门口，我们有老师负

责开车门，把孩子接下来送到校园，家长的

车不用调头直接就可以开走了。”学校党支

部书记郝家明告诉记者，通过着眼“三尺门

外”，使校门口的交通拥堵状况得到极大缓

解，师生的交通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我们

从多方面入手，维护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

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走在华岳学校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

到 LED 屏滚动播放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

自建校以来，学校不断强化师生交通安全

意识，开启“小手拉大手”形式的交通安全

教育活动，通过发布接送孩子的相关规定，

引导师生和家长遵守规定，缓解交通压

力。学校还倡导家长做义务交通疏导员，

共同治理校门口拥堵的问题，确保学生平

安上下学。

多方发力织密校园安全网

“过马路，左右看，要走斑马线；红灯停，

绿灯行，黄灯亮时耐心等；不在路上贪玩耍，

危险地方绕着行……”2020年12月22日，伴

随着整齐的口令声，梅河口市第五实验小学

体育老师正带领孩子们做课前手指操。

校长林显明向记者介绍，这是体育教师

结合体育课前的热身锻炼，自编的安全教育

儿歌。学校将常规的安全课、道德与法治课

作为重点课程体系之一，安全教育课做到教

师、教材、课时三落实。安全教育从小抓起，

通过创新安全教育形式，灵活制定本校的

《日常行为规范》，除了早会讲安全、班会讲

安全，校会讲安全的“三会”常规工作，还坚

持做到“时时讲、天天讲”，警钟长鸣。

2020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正在举行

消防演练的梅河口实验中学。提起校园安

全管理，校长李威告诉记者，学校从校长到

班主任，从门卫到食堂负责人，全部纳入网

格化管理，全校教师实行一岗双责，承担安

全管理责任。学校充分利用班会、文化墙、

手抄报、讲座、观看视频等形式，进行安全

知识和安全技能培训。

在抓好校园安全预防工作中，梅河口

市上下联动，着力实现安全管理素养专业

化、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重点领域整治科

学化、应急防范处置制度化。近年来，累计

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不断加大校园安保

投入，每年投入 150 余万元用于更换老旧

监控设施设备和增加学校监控点位。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

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为校园

安全织密了“防护网”，拧紧了“安全阀”。

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处处长苗威表示，省教

育厅紧紧围绕省政府提出的“五个不能”总

要求，切实保障校园安全，按照“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的原则，狠抓责任落实。全省教

育系统不断加强基础保障，采取有效举措，

加大教育力度。目前，全省教育系统开展

安全教育活动 300多次，参与活动师生人

数超过500万人次。

高站位 高起点 高标准
——我省教育系统安全管理工作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隋二龙 王秋月 郭树仁

每年冬天，松花江吉林

市河段都会吸引数万只水

鸟来长白岛栖息。这些水

鸟以赤麻鸭、绿头鸭和斑嘴

鸭为主，它们在这里飞翔、

嬉戏，成为冬日里一道美丽

的风景。

本报记者 郑丽颖 摄

本报1月3日讯(记者张政 张宽)今天下午，2020-2021

赛季CBA联赛常规赛展开第26轮争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

北虎队对阵福建队。四节战罢，东北虎队以117比110战胜对

手，取得三连胜。

比赛伊始，吉林东北虎队率先进入状态，钟诚、琼斯和姜

宇星轮番冲击对手篮下并打进，崔晋铭又打成“2+1”，东北虎

队以9比2占得先机。随后福建队球员于长春连续投进两记

三分球，但东北虎队始终牢牢掌控场面，以31比24结束首

节。次节，福建队利用一波9比0小高潮追平比分，此后两队

陷入拉锯战。半场战罢，东北虎队以58比54暂时领先。易边

再战，福建队球员陈林坚上篮打进，尼克尔森打成“2+1”，福建

队将比分追成59平。东北虎队也不甘示弱，钟诚、崔晋铭、姜

伟泽状态极佳，双方打成79平。末节，凭借着外援琼斯的出

色发挥，东北虎队将分差逐渐拉大到两位数，最终以117比

110击败对手。

CBA联赛常规赛第26轮

吉林东北虎队击败福建队取得三连胜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1 月 2 日，中欧班列（长满欧）

满载 100 标箱货物在长春国际路港启程，一路向西驶往

德国纽伦堡。据悉，这是中欧班列（长满欧）的新年首发，

主要承运汽车零部件、板材、机械零件以及防疫物资等

产品。

自2015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长满欧）始终坚持稳步运

行态势，截至2020年底，共计承运货物57998标箱，货值达

135亿元人民币。其中，2020年全年共承运货物9804标箱，货

值约 30.9 亿元人民币，承运货物 10.79 万吨，同比增长

11.6%。

2021年，作为中欧班列（长满欧）的运营机构，长春国际

陆港发展有限公司将依托长春兴隆口岸积极打造中欧班列集

结中心，协调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货物在东北地区集散，形成

“干支结合、枢纽集散”，促进我省及长春市快速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着力打造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大力推动国际多式联

运、国际口岸通关、集装箱货物集散和配送、物流信息发布等

业务，建设完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帮助本地增加税收、就业

机会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中欧班列（长满欧）新年首发100标箱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2020 年 12月 29

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全国推动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第一批国家文

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名单。长春市榜上有

名，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一个示范城市，实现了

由试点城市到示范城市新的飞跃。

长春市委、市政府对文化消费试点工作

高度重视，自2016年6月成为首批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以来，在实践中注重从文化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围绕“形成若干行之

有效、可持续和可复制推广的促进文化消费

模式”的核心目标，统筹22个委办局、15个县

（市）区成员单位，对全市各行业各领域市场

资源进行了从项目点到行业线再到区域面的

有效整合和科学统筹，实施了文化艺术进店

堂、文惠券、文惠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消费

活动事后补贴、“双十佳”评选等创新举措，有

效开创了领域分类引导、区域广泛覆盖、全民

深度参与的文化消费创新格局。在探索具有

长春特色的促进文化消费模式，引领示范带

动区域发展方面，推出了一整套促进文化消

费的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举措，取得了

一定实效，其试点工作成果多次得到国家相

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复制推广。

下一步，长春将以入选示范城市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和旅游消费工作的组织领

导，紧紧围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充分发

挥区域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培育壮大文化和

旅游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提升文化和旅

游消费质量和水平。

长春获评“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称号

本报讯（记者张宽）2020-2021赛季国内首场短道速滑大

赛——全国短道速滑锦标赛2020年12月29日在天津蓟州国

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收官，共有来自全国短道界的124名运

动员参加角逐。

我省选手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中，

来自省体育运动学校的18岁小将田日新以2分31秒259的成

绩斩获金牌；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中，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

理中心的韩天宇摘得银牌；在男子500米的比赛中，来自长春

市的孙龙获得第二名。

在女子1000米的比赛中，长春市的郭奕含获得铜牌；

男子 1000米的比赛，省体育运动学校的张添翼和长春市

的孙龙分获银牌和铜牌；男子5000米接力项目，由孙龙、

张添翼、朱祎玎、王鹏宇、陈宇博组成的省体育运动学校

联队获得金牌；2000米男女混合接力比赛，我省体校联合

队获得银牌。

我省选手在全国短道锦标赛上摘金夺银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2020年12月30日，吉林省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领域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这次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了吉林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吉林省公路路政管理局、吉林省交通基本建

设质量监督站，以及省航道管理局部分职责，组建吉林省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加挂吉林省高速公路行政执法

总队牌子。主要负责全省交通运输领域重大案件的查处

和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公路路政、道路运

政、水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交通工

程质量监督管理等法律法规明确由省级承担的行政执法

工作。负责全省通航河道航道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全省

高速公路的路政运政执法、运行管理及运营服务监督和执

法、应急指挥等工作。监督指导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体系建设和执法工作。

吉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

本报讯（记者马贺 通讯员刘叙彤）近日，在第十二届“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吉林大学共有8个项目入

围终审决赛，获得金奖2项、银奖1项、铜奖5项，入围项目数

量位居全国参赛高校前列，勇夺全国“优胜杯”。

本届竞赛聚焦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和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目标，设置科技创

新和未来产业、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

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和区域合作等5个组别。

共有92.4万名学子参赛，经过评审，432个参赛作品入围决

赛，并通过线上形式举行全国决赛终审答辩。

在本届赛事中，吉林大学推送《360°“瓶中瑕影”视觉检

测系统》《麦德森医疗科技——临床试验和数据处理服务平

台》两件作品获全国金奖；《吉智——智慧新能源专用车运动

控制大脑》获全国银奖；《Release——绿色心情减压乐园》《丰

粮满仓——液化农业废弃物改良盐碱地 打造“第二粮仓”》

《莱茵科技——混凝土自愈材料领航者》《吉效康成——智慧

健康一体机》《超声引导下静脉穿刺机器人》5件作品获全国

铜奖。这是吉林大学第六次获得“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优胜杯”。

在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

吉 林 大 学 荣 获“ 优 胜 杯 ”

新年伊始，许多游客利用元旦假期，来到

一望无际的查干湖，观冬捕、品鱼宴、赏民俗、

玩冰雪，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

“很漂亮，很震撼！在我们那边是没有

的，这是东北的特色，让我们大开眼界。”来自

江苏南京的吕博双和她的朋友道出了对查干

湖的感受。胖头鱼、鲤鱼、草鱼……一条条膘

肥体壮的大鱼破冰而出，冰湖腾鱼的美景让

每一位游客都流连忘返。

查干湖第十九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于

2020年12月28日开幕，将持续到今年2月28日。

元旦假期，查干湖成为很多游客体验冰雪乐趣的

地方。除了冬捕，查干湖环湖冰雪马拉松赛、查干

湖汽车冰雪拉力赛等陆续举行。此外，查干湖年

货大集、查干湖捺钵冰雪欢乐园、情景剧《盛世契

丹春捺钵》等，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元旦假期走进查干湖——

观冬捕 赏民俗 玩冰雪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本报讯（记者邓珂）元旦假期，虽然天气

寒冷，却挡不住人们迎接新年的喜悦和参与

冰雪运动的热情，长春多地冰雪热潮持续

“高温”。

在冰雪新天地和天定山滑雪场，游客人

数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高峰期滑雪场的雪

具被租赁一空。运营方面，园区加大出入安

全管理，进入园区必须扫描行程码、测温，其

间未发现中高风险地区的游客入园。同时，

各岗位增派人手，为游客做好全方面服务。

冰雪新天地景区组织了精彩的大型烟花秀，

受到游客欢迎。“梦幻西游”冰雪景观、冰上

自行车、浪漫迷宫、激情大滑梯等多个冰雪

项目充分满足了青年、儿童等群体的娱乐需

求。其中，400多米长激情大滑梯成为游客

的最爱。

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冰雪新乐园内的

冰雪雕塑、文艺演出等冰雪娱乐项目每天

吸引上千人来此游玩，游客比平时增加数

倍。据了解，为提升冬季景观质量，雕塑园

与省旅控集团合作打造“山海经”光影互动

项目，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段展示

光影艺术魅力；通过主雕灯光秀、星光大

道、灯光触控互动等项目点亮城市夜空；通

过特殊技术手段增加日间灯光秀，开启冬

日梦幻之旅。

元旦假期长春冰雪项目迎来大批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