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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开展新春慰问走访活动
新春将至袁教育系统开
展 了系 列 新春 走 访慰 问 活
动袁向离退休老干部和结对
帮扶对象送去温暖遥
局领导班子带领相关
科 室负 责 同志 分 组分 片 区
集 中开 展 了迎 新 春慰 问 离
退休老干部活动遥 慰问中袁
局 领导 细 心询 问 老干 部 的
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袁
简要汇 报 了过 去 一年 的 教
育工作遥
座谈中袁老同志们畅所
欲言袁为扬中教育改革发展
的成果感动振奋袁并积极建
言献策袁对今后教育工作的
开展提出诚恳意见和建议遥
局领导表示袁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成 就 和老 同 志的 支 持
密不可分袁希望老同志们一

加强队伍建设
规范廉洁从教

如既往地关心尧支持尧理解教
育工作袁继续发挥余热袁共同

推 进 我市 教 育事 业 的快 速
健康持续发展遥

市教育局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一年来袁 市教育局多措
并举袁 不断夯实校园安防基
础袁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成效袁
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遥
一是顶层谋划袁 落实责
任遥 细化落实野三管三必须冶
原则和 野谁主管谁负责冶要
求袁与局党委班子成员尧机关
各科室尧 直属单位尧 各学校
渊幼儿园冤分别签订安全工作
责任书袁 进一步明确班子成
员尧机关科室尧直属单位和学
校的安全生产职责遥
二是专项整治袁 全面推
进遥 成立教育系统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袁 明确安全工
作职责袁 全面推进校园和校

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遥 全面
规范危险化学品的管理曰邀
请专家对全市中学开展危险
化学品管理专项督查袁 建立
中学危化品管理一校一策曰
联合交警部门对交通路线进
行实地勘察和重新规划袁排
查整治沿路交通的安全隐患
2 处袁同时报请市政府同意袁
与城投公司合作袁 购买 2 辆
18 座校车用于接送学生上
下学袁确保学生交通安全遥
三是综合治理袁 形成合
力遥 联合政法委尧公安尧市场
监管尧各镇渊街区冤开展有毒
野水晶泥冶尧硼砂尧硼砂水专项
清理活动袁 进一步净化校园

周边环境遥 开展校园欺凌座
谈会袁 把握全市校园欺凌问
题现状遥 联合检察院开展法
治进校园系列活动袁 重点关
注校园欺凌问题遥
四是安全教育袁 常态长
效遥各校利用校园大屏尧微信
公众号尧班级群等平台袁紧扣
时间节点袁 定期开展各类安
全专题教育活动曰坚持野贴近
实战注重实效冶原则袁按照幼
儿园每季度一次袁 中小学每
月一次的要求袁 常态化组织
师生 员 工开 展 应 急 疏 散 演
练袁 切实增强师生员工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防灾尧逃灾尧避
灾尧自救尧互救能力遥

五是创新驱动袁 特色发
展遥 不断加强三防建设加大
野智慧安防冶试点力度袁在试
点校的人脸识别尧 闸机等硬
件设施已经全部到位遥 以十
一类风险点为基础袁 突出重
要部位尧 重要岗位尧 重要人
员尧重要时段袁进一步规范各
要素的持久公示袁 目前全市
所有学校均进行了风险辨识
和公示工作袁 持续推进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实到学
校每位教职工袁 真正做到责
任到人尧全员参与袁逐步完善
横向到边袁 竖向到底的风险
管 控和 隐 患查 治 两 道 防 火
墙遥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袁规范廉洁从
教行为袁1 月 27 日袁 市教育局召集部分中尧小
学党政主要负责人袁 召开师德师风专题座谈
会遥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尧局长印斌袁教育局党委
副书记尧副局长王家新出席会议并提要求遥
会议强调袁 严格禁止在职教师在任何场
所袁从事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遥 会议要求袁各校
要从实作为尧从严执纪袁迅速将野禁止有偿补
课冶要求传达至每一名教师袁并履行好监督管
理职责曰市教育局将通过多种途径袁严查各类
违纪违规尧违反师德师风行为袁一经查实袁根据
相关规定从重从快给予处理袁并根据野一岗双
责冶袁视情节轻重追究学校领导责任遥
各与会学校校长表示袁将不断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袁把相关举措落实到位袁严格遵守叶新时
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曳袁 进一步营
造良好育人环境袁 全力促进扬中教育健康发
展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遥

防网络诈骗告家长书
尊敬的学生家长:
当前通讯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猖獗袁犯罪分子频繁利用电话尧短
信和网络实施电信诈骗犯罪袁严
重危害社会治安袁 为了您的财产
安全袁发出如下告家长书遥请您认
真阅读此书并将此书的基本内容
转告您的家人以及亲友尧邻居袁以
增强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袁 形成
坚实的社会防范基础袁 有效遏制
犯罪遥
01 冒 充 野110冶尧 公 安 尧 检 察
院尧法院座机号码诈骗:
通过网络电话虚拟野110冶尧公
安尧检察院尧法院座机号给你拨打
电话袁以客户银行卡涉嫌洗钱尧经
济犯罪尧毒品犯罪袁必须转移存款
接受审查为名实施诈骗遥
安全提醒院
以上诈骗方式袁 犯罪分子为
进一步骗取事主信任袁 会诱导你
拨打 114 查证其来电显示系办案
号码 渊实际是通过技术手段虚拟

来电显示袁 该号码只要你通过回
拨询问就能发现问题冤袁客户一旦
轻信袁 犯罪分子立即要求其将存
款转移至骗子指定的 野安 全 账
户冶遥甚至犯罪分子会叫你进入相
关网站袁 网站内容会显示你被通
缉或涉嫌案件的相关内容袁 要你
配合插入银行 U 盾后输入验证
码袁一旦输入验证码袁犯罪分子就
远程控制你的电脑袁 将你的银行
账户钱转走遥 当你接到上述电话
时袁不要惧怕袁任何公安尧检察尧法
院等部门不会通过电话查询你银
行存款等隐私袁且没有设立野国家
安全账号冶等名目的银行账号遥
02 投资理财诈骗:
主要变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虚假投资理财网站院 不法分子通
过开设此类网站袁 在网站上发布
虚构的理财产品袁 然后通过超高
收益来诱骗投资者进行投资遥 投
资者一旦投资袁 往往根本无法取
回本金遥

安全提醒院
投资亏损骗局院 骗子以高额
回报诱惑客户开户袁 有专业老师
带着操作袁盈利周期短遥 如果投资
者盈利太慢袁 又让投资者加大资
金量袁结果就是无休止的亏损遥 实
际上这就是一场对赌游戏袁 交易
软件被后台人为操纵袁交易所尧会
员尧代理商层层设置陷阱袁势单力
薄的散户们要想赚到钱袁 几乎是
不可能的遥
03 假网络购物尧招聘网络兼
职尧网上订购机票诈骗:
骗子在互联网上发布假的网
络购物网页袁若联系指定电话袁骗
子往往要求客户先将 商 品预 付
款尧 托运费等汇入指定账户实施
诈骗遥 通过发布高薪招聘网络兼
职刷信誉需要交纳保证金遥 通过
发布特价机票让 你进 入 钓鱼 网
站袁购买机票并支付后发现被骗遥
安全提醒院
当前网络陷阱多袁网上购物尧

购机票应采取第三方支付方式袁
不要直接汇钱或者转账给商家袁
防止被骗遥
04 冒充淘宝员工诈骗:
事主在淘宝网上购物袁 支付
不久后即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袁问
是不是买了某商品遥 得到事主确
认以后袁 骗子谎称之前订单因银
行系统故障尧支付宝升级或 U 盾
升级等原因未成功支付袁 需要重
新支付袁 诱骗事主访问内含木马
病毒的伪装链接袁 远程帮助事主
控制电脑进行支付袁 并要求事主
提供账户手机验证码袁 从而实现
用事主账户内存款购买大额虚拟
商品后再销赃转换现金遥
安全提醒院
银行网站控件尧U 盾尧支付宝
不会因为系统升级导 致支 付 失
败袁账户手机验证码不可外泄袁有
疑问应及时咨询官方客服电话遥
05 冒充学校老师需汇钱救
急:

犯罪分子谎称孩子在学校出
事尧 将人打伤或者谎称孩子被其
绑架等为由袁 之后以种种理由要
求事主将 野赔偿款冶尧野急病手术
费冶尧野赎金冶等汇入指定账户遥
安全提醒院
当接到陌生号码自称学校人
员的也要保持警惕袁 注意核实对
方的身份袁不要轻易汇款给对方袁
请以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为由先挂
断这通电话袁 然后找出自己的通
讯录袁 主动拨打班主任的电话查
证遥
06 冒充 QQ尧微信好友骗钱:
骗子盗取 QQ尧 微信密码后袁
待主人下线后立即登录并向在线
的主人好友发起视频申请袁 同时
播放该 QQ 主人的视频迷惑当事
人后袁开始以各种名义借钱诈骗遥
安全提醒院
与 QQ尧微信好友聊天中涉及
借款尧汇款的问题时袁应直接电话
联系袁核对真实性再汇款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