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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开学季即将到来， 为切实加

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 维护校园安全

及周边治安秩序，8 月 28 日， 东莞市

桥头公安与学校联合举办校园安全培

训，保护校园安全。

当天下午， 由桥头公安分局和教

育办联合组织举行了桥头镇 2019~

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园安全工作

会议。根据部署，各校园要在 9 月初将

校园主要出入口的视频监控点及一键

报警系统等校园安全信息与公安分局

对接； 校园每个门口至少有 2 名专职

保安人员按规定着装、 配齐装备在岗

执勤；通过多警联动护学，确保重点时

段、重点路段“见警力、见警车、见警

灯”；落实校园周边“高峰勤务”“护学

岗”制度，执勤人员配齐装备执勤等措

施，切实加强校园周边安全防范工作。

为全面做好秋季开学校园安全工

作，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桥头镇教育办

还重点部署了新学期校园安全排查工

作任务，从校园三防建设、校舍安全、

设施设备安全、防溺水安全、危化品及

特种设备

（ 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等方

面，在开学前进行地毯式排查。

此外，巡警大队、派出所警官也对

全镇 200 余名保安进行技能培训。 现

场教保安如何正确使用钢叉、哨子、警

棍、反光衣、臂章、胡椒喷雾、灭火器、

公网对讲机、一键报警器等警械设备。

另外，结合校园安保的实际情况，桥头

公安分局还精心设计了校园突发事

件， 由防爆队员现场模拟示范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理， 并现场与学校保安员

互动， 从而增强校园保安突发事件应

对和处理能力。

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此次校园

安全培训，强化了校园安保工作措施，

有效地提升了校园保安的业务水平和

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 为新学期校

园安全保驾护航。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东莞原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可申领补助

工作超30年 每人每月900元

南城14台微型消防车投入使用

为加强消防工作的专业抢险

救援队伍和装备建设，今年，南城

街道先后投入 100 万元聘请第

三方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消防

安全风险专项评估， 还投入超过

600 万元为 14 个传统社区兼职

消防队购置了 14 台小型水罐消

防车。

日前，这些微型消防车正式

投入到各街道社区使用。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南城宣 摄影报道

厚街消防创意短片

《爆发的家具厂》上演

继另类“烈火英雄”创意爆笑短片《出

租屋逃生》后，由东莞厚街消防拍摄的另

一部创意短片《爆发的家具厂》接棒上演。

近日，记者获悉，这次短片不仅有消防员

们亲身上阵、专业演员领衔主演，还有网

格员、公安、法官、家具厂工人等友情客

串，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工厂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在笑声中阐释得淋漓尽致。

厚街消防介绍，短片是根据真实案例

改编的，连剧中不少台词、段子也是出自

工厂老板、房东之口，是工作人员经过前

期走访、调研搜集起来的。近年来，因工厂

火灾引发的重大伤亡事故屡见不鲜，工厂

消防安全是厚街消防部门日常重点工作

之一，拍这一系列消防宣传创意短片是希

望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工厂老板、房

东熟知和谨记自身肩负的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石排镇委书记邵宏武

全票当选镇人大代表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石排镇

获悉， 石排镇埔心选区于8月28日举行石

排镇埔心选区补选镇第十七届人大代表

选举大会。 经确认，本次选民总数为1176

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为1176人，投票

率为100%。 石排镇委书记邵宏武得赞成

票1176张，得票率100%，成功补选为石排

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排宣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日前， 东莞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联合

印发了 《关于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

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实施方案》

（ 以

下简称为 《 实施方案》）

， 东莞将向符合

条件的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

（ 以下

简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

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 根据工作年限， 原民办代课教师

可申请领取每月100～900元不等的补助。

《实施方案》 自2019年9月30日起施行。

每人每月最高补助

900

元

根据 《实施方案》， 东莞将向符合

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 女年满55周岁的

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符

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 按任教学期

累计计算， 每2个学期视为1年。 工作年

限总计余数为1学期的， 按1年计算。 工

作年限根据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

工作核定后不再调整。

据工作年限， 原民办代课教师可申

请领取每月100元～900元不等的补助。 其

中，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 每人每月补

助900元， 工作年限1年的每人每月补助

100元。

需要注意的是， 三类人员不列入生

活困难补助发放对象范围， 分别为： 纳

入计划内离岗退养的原民办教师； 2017

年12月31日前已去世的原民办代课教

师； 有刑事犯罪记录的人员以及任教期

间因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 规章、 政策

被开除、 辞退或解除聘用合同的人员。

从去年

1

月起计发补助

《实施方案》明确，此项补助由符合

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本人在现户籍所

在园区、镇

（ 街）

提出申请。 符合条件的原

民办代课教师在2018年1月1日

（ 含）

后去

世的， 可由其配偶申请和领取相应的生

活困难补助。 其配偶已去世的，可由其子

女申领。 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的

生活困难补助经相关部门审核后， 由园

区、镇

（ 街）

组织发放，每年发放一次。

那么，补助何时开始计发呢？《实施方

案》指出，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在

2017年12月31日

（ 含）

前男年满60周岁、女

年满55周岁的， 从2018年1月起计发生活

困难补助，以前年度不补发。 符合条件的

原民办代课教师在2018年1月1日

（ 含）

后

达到男年满60周岁、 女年满55周岁的，从

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下一月起

开始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生活困难补助

发放至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去世

当月。

现为东莞市户籍，1993

年 3 月 27 日

（ 含）

以前曾在

广东省公办中小学

（ 含幼儿

园、附属学前班）

教学岗位上

连续任教满 1 学年

（ 或

2

个

学期）

以上，离开教学岗位后

未被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录

用为编制内人员或国有企业

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的原民

办教师。

知多D

原

民

办

教

师

现为东莞市户籍，1993 年 3 月

27 日

（ 不含）

至 2008 年 8 月 31 日期

间与聘用学校、办学单位签订“聘用

代课教师合同书”，并经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备案， 在广东省公办中小学

（ 含幼儿园 、附属学前班）

教学岗位

上连续任教满 1 学年

（ 或

2

个学期）

以上， 离开教学岗位后未被国家机

关、 事业单位录用为编制内人员或

国有企业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的原

代课教师。

原

代

课

教

师

开学在即 桥头警校联动保护校园安全

补助标准

工作年限

超过30年

20~29年

10~19年

8~9年

6~7年

4~5年

2~3年

1年

补助

900元/人/月

800元/人/月

700元/人/月

500元/人/月

400元/人/月

300元/人/月

200元/人/月

100元/人/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