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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是是谁谁？？

u国防科工局备案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机构；北京市安监局备案的乙级安

全评价机构；

u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安全评审中心设立于七一四所；先后为200余家企事业

单位开展过安全管理提升咨询服务；

u 北京市企业应急预案编审单位；职业卫生“三同时”审核备案机构；

u 国资委、国防科工局、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决策支撑机构。



开开篇篇语语

p 校园安全是关系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学校和社会稳

定发展的标志，是党和政府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要求。

p 我们中船重工安全评审中心，作为安全生产领域的专业“智库”，

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对校园安全的理解和体会，  与大家进行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



开开篇篇语语

p 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校园枪击、火灾事故、

食物中毒、踩踏事故、校园暴力事件等层出不穷，校园安全已成为全

球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

p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校园安全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同是也是

世界上最早探索如何有效保障校园安全的国家之一，值得我们学习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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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p 美国的校园安全由各

州政府自治负责，各个学

校是校园安全的责任主体，

但美国联邦政府、州与社

区、非政府组织、企业等

密切合作，各司其职，从

立法、财政拨款、信息管

理和政策指导等方面形成

了共同治理网络。



（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p 国家层面
——在联邦政府领导下，美国教

育部联合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

等部门，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政策

等手段共同对各州政府管辖的校园

安全提供指导。

——教育部是校园安全管理的归

口管理部门；

——司法部从校园内发生的犯罪

行为等方面提供政策引导；

——国土安全部下设的联邦应急

管理局从自然灾害和火灾事故应急

管理方面提供政策引导。



（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p 州政府层面
——州政府对各州管辖的校园

安全负总责。

——在州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领

导下，美国校园安全实行校长负

责制，并通过组建校园警察机构

模式进行管理。

——校园警察通过与地方警察

局、学校周边社区、学生家长等

共同组建联动机制，共同制定校

园安全计划和应急方案，确保学

校安全平稳。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p第三方服务机构
——美国第三方服务机构主要

包括：国家学校安全中心、美国

校园消防安全中心、美国学校安

全服务署等；

——通过安全教育培训、安全

状况评估等方式，为美国各个学

校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根据各学

校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安全计划，

持续改进校园安全状况。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Ø 美国实施的校园安全警察制度（拥有执法权）是美国校园安全管理的显著特

征，其最早可追溯到《校园安全法》（1990年）中的条款，使得校园警察制度

有着联邦法律依据。

Ø 校园警察隶属于校长领导，由校长和学校董事会决定设立。校园安全警察与

联邦警察、州警察没有隶属关系，但在业务上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Ø工作职责主要是维护校园治安秩序、提供校园安全服务、保卫校园内人身或财

产安全、负责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及校园安全事件的侦查破案等。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p 校园警察机构



（一）美国校园安全治理组织架构
Ø 美国校园安全警察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有执法权、能持枪的正式治安警察。二是

没有执法权、不能持枪的保安人员；三是临时雇佣作保安工作的学生。

Ø拥有执法权者与联邦警察或州、县、市警察具有相应同等的权利，没有执法权者只能在

校区范围内按照学校董事会的决定和校长批准的规章制度，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服务职责。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配有警具；
正式警察

没有执法权；
楼门和停车场

管理

巡逻、护送、
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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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逐级立法、并根据实际执行情况持续修订法律法规是美国校园安全管理的显

著特征之一。

p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均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立法建设，实现了校园

安全管理的法制化以及法治化。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二）美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建立健全校园安全法案，并要求地方政府积

极贯彻法案来确保校园安全。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ü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实施《美国校园安全守卫法》；

ü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校园安全法》，后历经1999年、2002年、2008年三次修
订，是美国校园安全管理的总纲领；

ü1994年美国国会制定《校园禁枪法》、《改善校园环境法》、《零容忍法》；

ü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将“安全校园”作为美国教育
2000年应该实现的八项目标之一。

ü2003年，美国教育部分别制定《保护我们的孩子：行动指南》、《学校与社区
危机应对指南》，不断明确校园日常安全及应急管理重点要求。

ü2008年美国教育部制定《高等教育机会法案》，对相关校园安全立法进行了修
订和更新。



（二）美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历届总统任职期间签署的教育系统方面方案，均将校园安全作

为重点工作之一。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克林顿政府签发“校园安全改善特别计划”中，提出增加改善校园安全设施资
源、推动校园安全和禁止毒品项目改革计划、创新学校暴力死亡事件的政府应
对机制等五项内容；

Ø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要
求建立校园安全问责机制，建立校园安全年度公告制度，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
的学校做出说明和认定等；

Ø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继续将学生安全、校
园安全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美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州政府结合地区特色制定学校安全立法是将学校安全上升为教

育决策的最有力保障。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1997年通过了《学校安全综合规划法案》，要求每所
学校拟定校园安全综合计划，制定与社区紧密合作的综合安全措施与项目，并
形成年度评估与更新制度。

Ø纽约州也发布《拯救计划》，将攻击教师、学校职员、学生的罪名从原来的行
为不检点上升为D级重罪。

Ø 州一级的校园立法还有《奥克拉河马校园安全法》、《迈克尔明格法案》、
《佐治亚州校园安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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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校园安全三轮驱动管理模式

p 美国联邦政府、州与社区、

非政府组织、企业、学校、加

强等密切合作，加强顶层协同

安全治理环境建设，从立法、

财政拨款、信息管理、政策指

导、教育培训等方面，形成了

政府引导——多方联动——

师生自治三轮驱动管理模式。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政府引导

多方联动

师生自治

校园安全



（三）美国校园安全三轮驱动管理模式

p 政策引导：联邦政府在健全完善校园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一

方面要求各州政府严格贯彻落实；另一方面，通过辅助相应的财政政

策引导方式，引导州政府、学校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 1994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校园禁枪法》，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教育基金的州通
过《改善校园环境法》、《零容忍法》，否则将取消其领取联邦教育基金的资
格；

Ø教育部下设“高等教育应急管理资助项目”，对高校应急系统建设、应急演练
及校园安全综合评估等方面予以专项支持。

Ø 2013年美国教育部推出“希望社区”项目，为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组织、高
等教育机构等提供1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专项支持学校与社会的联合共治建设。

Ø各项法律法规要求学校需定期发布校园安全报告，作为学生选择校园的重要参
考条件之一，以此来引导学校做好校园安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美国校园安全三轮驱动管理模式

p多方联合共治：政府层面共治，专业机构之间共治，学校与当地警

察、社区及家庭之间共治，共三个层面。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政府层面：教育部、司法部等多次就校园安全联合制定政策、开展专项活动。
如1998年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提前警告，及时回应：学校安全指南
》：(Early Warning ,Timely Response A Guide to Safe Schools)等。

Ø专业机构之间：2016年美国国家学校安全中心、国家预防犯罪安全委员会联合
开展“校园安全文化”项目，提出了学生出勤情况、学校公共设施状况等8个关
注事项及缘由，以期将威胁校园安全的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

Ø学校与当地警察、社区及家庭之间：学校通常聘请当地警察系统帮助制定校园
安全计划等；开展“学校—社区—家庭”安全防范合作项目，提高各级人员校
园安全管理的参与度，共同打造安全社区，全方位保障学生安全。



（三）美国校园安全三轮驱动管理模式
p师生自治：一方面是学校从物防、技防、联防方面加强校园自身安全，建

立和完善多功能的防火、防盗、交通安全、报警等监控严密的安全防范体系。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在门口安装金属探测装置用于检查金属器件（包括枪支和匕首等）；为在校师
生及来访者制定一定权限的ID卡，便于对来访者的行踪进行追踪；在教学楼等
建筑物安装视频监控系统，部分高校安装了虹膜识别仪安全系统，在通道设置
可直通报警系统的应急灯等。

p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学校师生的安全教育与宣传，提高师生在遭遇危险时

的应对意识和技能。

Ø新生接受入学教育时，学校通过开设相应的课程和培训项目，重点讲解校园安
全设施及管理要求介绍、校园突发事件报警流程、常见各类校园安全案件及预
防等知识，让广大师生清楚哪些行为是违规行为，遭遇危险和威胁时应当如何
应急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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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校园安全的巩固提升与持续改进

p由于美国众多校园安全法案均要求学校实行校园安全年度报告制

度，定期公布学校不安全情况，而且报告结果作为学生选择学校的

重要条件之一。因此，美国学校均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的巩固提升与

持续改进。

p 一方面，严格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工作。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如佛蒙特州的教育部颁布了安全学校检查清单（School Safety Review Checklist）
，从学校建筑和活动场地、空气质量、空气流通、教室、礼堂、浴室、体育设
施和装备、操场、游泳池、健身房等多个维度细化了500余项检查指标，各个学
校定期聘请消防系统、公安系统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系统检查。



（四）美国校园安全的巩固提升与持续改进
p 另一方面，积极与权威性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合，通过一对一、专业

化、全方位的安全评估，共同制定校园安全改进计划，预防校园安全事

故和事故的发生。

一一、、美美国国校校园园安安全全管管理理经经验验

Ø美国国家校园消防中心采取会员制模式，与全美4000余所高效建立合作关系，
为其提供校园消防培训及技术指导。

Ø美国国家学校安全中心，1984年由美国里根总体授权建立，通过汇集大学教授、
法律顾问、政府要员、技术工程师、执法人员等多方人才，重点针对校园安全
计划、安全设施管理、枪支和毒品防范管理、校园欺凌等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Ø美国学校安全服务署是美国民间著名的校园安全评估专业组织，评估范围包括
学校安全规范和细则、技术性防范措施等方面，并制定系统性安全计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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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目前，我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较

为齐全，在《安全生产法》、《突发事

件应对法》等顶层法律指导下，我国教

育部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

部门规章。

p校园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相对较为齐全，

形成了通用安全标准、交通安全标准、

校园设施标准等一系列标准群。

p这些法律法规标准较好地规范了校园

安全管理工作，在推进校园安全管理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一）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p 对照美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
——我国校园安全管理方面层级高、效率强的法律法规暂未建立，没有出台系统针对校

园安全的立法，

——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泛化和笼统化现象，强制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

强，导致在校园安全管理、相关案例处理时往往需要参考、依据其他法律；

——标准体系有待补充完善，管理类标准较为缺失，技术类标准数量及修订频次尚不能

完全支撑当前教育的快速发展需要。

p 建议：
——加快校园安全方面的立法研究，进一步梳理和健全完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框架，尽快形成系统的、互为支撑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明确政府、学校、家长在维护校园安全中的安全教育、管理和防范层面的权利和义

务，使我国的校园安全建设有法可依、实现校园安全治理的法制化。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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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作用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 目前，我国教育后勤系统通过不断健全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和各项制度，

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培训，完善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及

时化解各种矛盾，在保障校园安全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p 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等有关精

神，国务院安委印发印发了《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6〕11号），要求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

p 将大量可以由市场调节的服务职能剥离出去，通过聘请专业的安全生产技术、管

理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培训、咨询、信息化等安全

生产服务，充分发挥各类服务机构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支撑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作用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 对照美国当前发展，建议在教育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系统可

以充分利用当前社会上成熟的安全生产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专

业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

2

3

可开展的
专业服务

Ø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

Ø“一校一标准，一岗一清单”建设

Ø  安全绩效评审或管理体系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服务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Ø 一是安全标准化达标建设

Ø校园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不是一件新鲜事情。

Ø2014年，福建省印发了《福建省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三年
行动工作方案》，其他部分省市也在逐步展开校园安全标准化达标
建设工作。

Ø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工作，推进校园安全管理体系建
设，实现校园安全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
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服务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Ø开展校园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工作，关键有两个：

     ——一是要建立校园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评级标准。这个标准不
仅作为第三方考核校园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标准，更应该作为指导
学校本身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标准。

    ——二是培养一批懂标准、会标准、严守标准的安全管理人员队
伍。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服务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Ø借鉴部分城市开展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一企一标准、一岗一清单”建设工作
经验，聘请专业机构在学校系统推进隐患排查“一校一标准、一岗一清单”建
设，彻底解决隐患排查“不想查、不会查、不会改”的难题。

二是推进”一校一标准，一岗一清单”建设

单位名称:                            岗位(部门):              排查日期:             排查人员:            

序
号
类
别

排查项
目 检查标准 隐患

级别
隐患
类型

排查频次
排
查
结
果

隐
患
描
述

整
改
完
成
时
间

备
注年 季 月 周 日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服务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一校一标准，一岗一清单”的设想，来源于当前北京、湖北等省市当前

开展的“一企一标准、一岗一清单”的编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深入推进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特点和岗位实际，从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入手，逐一梳理隐患

排查的内容、标准、责任、周期，编制企业标准和岗位清单，实现企业隐患

排查治理标准的具体化、岗位化和规范化。

p目前来看，该项工作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隐患排查“不愿查、不会查、不

治理”等问题，校园安全管理完全可以借鉴。



（二）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服务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Ø借鉴工业企业开展的年度安全生产绩效评审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年度审核
经验，聘用专业机构开展学校安全生产年度绩效评审工作，全面审视每个学校
安全管理制度的适用性、安全设备设施的完好性、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等，实现持续改进提高。

三是安全绩效评审或管理体系



建议及启示2

目
录

Ø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Ø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技术支撑作用

Ø着重加强校园安全的源头管理

Ø进一步开展体系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培训



（三）着重加强校园安全的源头管理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众所周知，安全管理有个重要的

“1:2:7”理论，即在建设初期的安全投

入、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整改及保障投入、

以及事故发生后的各种经济损失，三者

之间的投入费用比例约为“1:2:7”。因

此，安全管理重在源头管理。

p 因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校园安全源头管理：1、校园安全设备设施

及产品认证；2、新建校园安全评价；3、运行项目安全评价。



（三）着重加强校园安全的源头管理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首先，建议建立校园安全设备设施、安全产品在源头设计、制造

方面的技术标准体系或规范要求，确保其具有安全认证标志。

p针对尚不适用或满足校园安全管理实际需求、暂时没有通用技术

标准体系或规范要求的，探索是否需要针对性的制定校园安全设备

设施及安全产品的认证管理要求。



（三）着重加强校园安全的源头管理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 然后，建议对新建校园进行安全评价。建议学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根据《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新36号令）、《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90号令）等相关要求，做好新建校园及相关配套设

施进行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验收评价，在源头上确保所投入的各项设施在安全和

职业卫生方面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三）着加强校园安全的源头管理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 最后，建议对由于历史原因，未进行竣工验收即投入运行的学校建设

项目开展安全现状评价，针对性的采取补救措施，确保依法治安。

Ø目前，安全生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对安全生产事故的责
任追究也是越来越严厉。

Ø从当前的事故追责原因来看，未开展“三同时”管理、未竣工验收即
投入运行的，导致安全设施设计、建设施工中不符合国家规范，往往会
成为事故追责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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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开展体系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培训
p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是国家的安全方针，同样适用

于校园安全管理。

p 预防为主，除了在源头上确保各项设施本质安全以外，更重要的是

要通过体系化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美国

校园安全教育培训课程设计及定期的应急演练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p 因此，建议从四个方面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校园安全课程

设计、服务机构教育培训、家长联合共治机制、安全活动提高意识。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校园安全
课程设计

服务机构
教育培训

家长联合
共治机制

安全活动
提高意识



（四）进一步开展体系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培训

p 一是建议分类分层次开展校园安全课程设计，编制针对性的学生版、教师版

校园安全知识读本。

p二是借鉴美国校园安全教育培训经验，聘请当地警察系统、消防系统及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

p三是关注与学生家长的联合共治培训机制，将家长纳入学校校园安全培训中，

形成家校一体的全方位安全培训体系。

p四是借助“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契机，在教育系统营造重视安全的氛围，

提高全校师生的安全意识，确保学校长治久安。

二二、、对对我我国国的的建建议议及及启启示示



p 校园安全事关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学校和社会稳定发展。

p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安全评审中心），多年来

在为政府安全生产决策支撑、安全管理标准制修订、企事业单位安全生

产标准化达标建设、隐患排查“一企一标准、一岗一清单”建设、安全

评价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p 目前正在全国应急产业联盟组织下开展校园安全系列知识读本的编

制工作，七一四所愿意为推进校园安全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贡献绵

薄之力！

结结束束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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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武：010-53255286；135523085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