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系列宣教产品目录

一、综合宣教精品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宣教产品目录）

编号 题目 主要内容 规格 材质
单价

（元）

1-1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宣传画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防范化解风险，依法治理，事故警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幅/套

157g 铜版

纸
96

1-2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宣传画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防灾减灾救灾、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成就
14 幅/套

157g 铜版

纸
112

1-3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主题宣传画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
8 幅/套

157g 铜版

纸
64

1-4
防范化解冲击安全底线的突出问

题--宣传画

推动解决安评机构造假、高层建筑尤其是搬迁安置区火灾隐患、城镇燃气全链

条安全风险、货车和农用车违规载人、快递骑手违反交通法规等冲击安全底线

的突出问题

10 幅/套
157g 铜版

纸
80

1-5 安全文化--宣传画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理念，安全原理、法则等 12 幅/套
157g 铜版

纸
96

1-6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宣传画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加强公众安全教育、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安全管理能力、提升居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把安

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早从小抓起、提升以家庭为单元的安全能力建设

6 幅/套
157g 铜版

纸
48

1-7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展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指示精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2021 年应急管理

工作重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4 块/套
KT 板 7600

PVC 板 9200

1-8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主题宣

教展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神，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普及安全知识，

提升公众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4 块/套
KT 板 7600

PVC 板 9200

1-9 《生命至上》专题宣教片 守牢底线、守护平安 U 盘 2 集 35 分钟 540



1-10
《应对突发灾害 提高应急能力》

（第 3 辑）科普宣传片

通过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案例，阐述突发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灾害的

基本知识、应对原则、应对程序，灾害的预防预测、预警预报及应对预案
U 盘 6 集 90 分钟 1080

1-11
《生死之间（第七辑）》生产安全

事故系列警示教育片

选取各行业的典型案例，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救援过程、剖析事故发生的原

因，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对违法犯罪的惩处
U盘6集 90 分钟 1080

1-12
《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

（2021 版）》警示教育片

深入剖析 2020 年重点领域的生产安全典型事故发生的原因、教训，阐述忽视

安全生产造成恶果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U 盘 3 集 45 分钟 540

1-13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安全宣传“五进”专题片

通过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家庭生产事故案例阐述安全宣传“五进”的重

要性，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
U盘5集 50 分钟 900

1-14

《重特大事故案例解析（第五季）》

警示教育片

第一集：惊天动地；错误的发展观，引起危化品惊天一爆

U 盘 3 集 60 分钟 680第二集：井下灾祸；矿山安全，责重于山

第三集：脆弱防线；乡村振兴，安全为基

1-15 《消防案例追踪》警示教育片

第一集：祸起“外墙”；保住温暖、没保住安全，外墙保温材料屡闯祸

U 盘 3 集 48 分钟 600第二集：从“芯”燃烧；爆发式增长发展，动力电池安全问题待解决

第三集：“气”漏火起；管控漏洞、使用误区，燃气泄漏屡成惨剧导火索

1-16
《隐患直击—事故隐患识别系列

片（七）》

通过具体的事故案例，从事故后果看隐患的影响，从事故原因看隐患的识别，

从事故防控看隐患的消除，深入浅出，层层递进
U 盘 3 集 60 分钟 680

1-17 《1米可移动式的 VR 防灾减灾馆》
VR 软件：防震减灾（10 大场景应急避险措施）、气象灾害（沙尘暴、台风、暴雨、泥

石流、雾霾）、消防应急（校园火灾逃生、家庭厨房油锅、灶台、电磁炉起火、燃气泄

漏应急处理）硬件：Pico G2 4K VR 眼镜一台

20000

1-18
《安全与应急科普知识》

—安全宣传“五进”读本

以安全宣传“五进”为统领，分通用公共安全、场所安全、自然灾害安全等应急知识和

警示教育四个篇目；内容涵盖了不同场所及各类事故灾难公民应该掌握的基本防范措施

和逃生自救互救方法

平装 32

开

39 元/

本

1-19 《应急管理干部教育读本》
涵盖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工作业务、事业改革和政

治工作的干部教育培训用书

平装 16

开

120 元/

本

备注
宣教展板统一规格为（高 1200mm×宽 800mm），可自主选择材质 7000 元/可移动背胶/24 幅、7600 元/可移动车贴/24 幅、8800 元/易拉宝/24 幅，同

时可加配开启式铝合金展架 400 元/个、或开启式铝合金边框 300 元/个；宣教挂图统一规格为(高 750mm×宽 520mm) 10 套起订；图书 10 本起订。



二、展板、挂图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宣教产品目录）

2-1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题展板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三年行动，化工

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评判标准等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2 矿山安全专题展板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深入推进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

通知〔2021〕3 号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3 建筑施工安全专题展板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紧紧盯住建筑施工领域，抓责任落实、

强化专项治理、推动建筑业安全发展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4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专题展板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道路运输安全整治，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加强客运、危化品运输、客货运输驾驶员安全管理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5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和应急自救展

板

有限空间的分类、涉及的行业领域、存在的安全风险、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应

急救援及防护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6 防灾减灾救灾专题展板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

结合，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能力，加快建设灾害事故防范救援能力体

系、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2020 年全国十大

自然灾害等

24 块/套

KT 板 7600

PVC 板 9200

2-7
消防救援和火灾事故警示教育专

题展板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应急管理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改革创新， “十四五”消防规划，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加快推

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典型重特大火灾事

故案例分析、教育警示

12 块/套

KT 板 3800

PVC 板 4600

2-8
2020 年全国应急救援、生产安全

事故各十大典型案例

2020 年全国应急救援、生产安全各十大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的成

功经验，深刻吸取有关事故教训，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

全责任，提升全社会应急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4 块/套
KT 板 7600

PVC 板 9200

2-9 杜绝安全生产违章宣教挂图
违章的代价是不可承受之重、企业发展的最大隐患是“三违”、遵章守纪是安

全和生命的保证、让遵章守纪成为自觉行为、强化宣传教育杜绝违章行为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0
建筑施工常见安全事故应急自救

互救知识挂图

建筑施工常见安全事故、高空坠落急救知识、、触电事故急救常识、物体打击

事故急救常识、机械伤害急救基本要点、坍塌事故应急自救互救、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1
作业场所常见隐患和排查宣教挂

图

作业场所常见的安全隐患、根源及识别、人员行为和管理隐患的防治、事故隐

患排查的内容及治理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2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和应急自救挂

图

有限空间的分类、涉及的行业领域、存在的安全风险、现场安全作业管理、应

急救援及防护
12 幅/套 157g 铜版纸 96

2-13 大型城市综合体逃生自救要诀
了解消防设施以及逃生出口的位置、勿乘坐电梯、俯身前行、保证自身安全、

通知消防员、减少皮肤裸露面积、眼观八方
8 幅/套 157g 铜版纸 64

2-14
消防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避险逃

生、自救互救知识挂图

消防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的一般流程、措施、火灾现场救援、火灾伤害的处置、

火场逃生的常用方法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5 企业防火防爆宣教挂图
火灾的基本知识、动火作业安全防火要求、易燃易爆品储运注意事项、堆放及

运输安全知识、发生火灾的正确处理方法、消防安全的四个能力及火灾处置五

个第一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6 电动自行车充电和防火
不在室内充电，不私拉电线充电，不私自改装，购买合格适配的充电器和

电池，保证一年半到两年更换一次电池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7 岗位安全风险科普挂图
车间是生产重地，机械众多，人员繁杂，存在很多危险源，各岗位人员在日常

工作中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依规作业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8 安全作业禁令 100 条科普挂图
电焊气割、建筑施工、车辆驾驶、井下用电、受限空间、爆破、吊装、电气、

锅炉、高处安全作业禁令不可不知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19 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挂图
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重大危险源辨识、生产经营单位的 20 条重大事故隐

患、应急处置
9 幅/套 157g 铜版纸 72

2-20 辨识危险源应知应会科普挂图 危险源分类、潜在危险分析、辨识程序、应对措施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1 高温天气作业灾害预防常识挂图 高温天气作业预防触电、火灾爆炸、中毒、中暑等防范措施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2 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挂图 选取典型重大、特别重大事故案例，分析原因警醒后人 12 幅/套 157g 铜版纸 96

2-23 家庭火灾预防知识挂图 家庭火灾的成因、防范措施、应急处置、逃生常识及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8 幅/套 157g 铜版纸 64

2-24 农村火灾预防知识挂图 农村火灾高发的原因、特点、预防及科学扑救知识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5 预防电气火患 社会单位严把设计标准关、防重点除隐患、人防技防保安全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6 自然灾害避险逃生自救知识挂图 地质、地震、洪涝、海洋、气象、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逃生自救 12 幅/套 157g 铜版纸 96



2-27 紧急救护知识科普挂图 日常生活中，吃东西哽住、婴儿呼吸道哽塞、骨折、出血等紧急救护知识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8 出行安全知识科普挂图 遵守公共秩序、交通规则、辨识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疏散口、加强自我防护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29 燃气安全知识科普挂图 用气通则、泄漏原因、检漏方法、应对措施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30 居民安全用电知识科普挂图 居民家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及触电应急措施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31 搭乘电梯安全知识科普挂图 搭乘电梯安全、遇险自救知识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2-32 高温天气汽车安全常识挂图 高温天气行车，驾驶员要防疲劳、防中暑、防错觉；车辆防自然防爆胎 6 幅/套 157g 铜版纸 48

三、视频、3D 数字动漫、MG 动画

3-1 《未雨绸缪》宣教片 自然灾害防御指南 U 盘 2 集 480

3-2 《身边的安全》宣教片 生活安全应急常识 U 盘 2 集 480

3-3 《逃生地图》宣教片 公共场所应急逃生知识 U 盘 2 集 480

3-4
《2020 年全国应急救援最成功

的十大典型案例解析》教育片

对 2020 年发生的 4.14 同煤集团塔山煤矿冒顶事故、8.29 山西襄汾饭店坍塌事故

等影响力大、救援成功的十大案例进行梳理,重点介绍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措

施，对救援经验进行总结

3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2800

3-5
《2020 年全国影响最大的十大

安全事故案例解析》教育片

对 2020 年发生的 3.7 福建泉州酒店坍塌事故、8.29 山西襄汾饭店坍塌事故等影响

力大、教育深刻的十大案例进行全面解析
3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2800

3-6
《2020 年全国十大交通事故案

例解析》教育片

对 2020 年发生 7.7 安顺公交车坠湖事故、10.29 江西万载交通事故等十大运输事

故案例真实还原事故经过，科学剖析事故发生原因
3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2800

3-7
《应急救援现场急救》知识教育

片

创伤救护、触电急救、火灾急救、电梯急救、中毒急救、高温中暑急救、溺水急

救、猝死急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42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3600

3-8
《安全用电》应急救援知识教育

片

上集：安全用电知识、触电急救技能、电气火灾的扑救措施 3 个部分。

下集：《生命的紧急救助》《侥幸的代价》《致命的好奇心》《生命“线”》4

起事故案例

5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4800

3-9
《天然气安全使用》应急救援知

识教育片

认识天然气、天然气灶具的使用及维护注意事项、天然气热水器的安装及使用知

识、安全使用天然气小常识、天然气事故的处理
5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3800

3-10
《煤矿风险预控》安全教育片

上集:对综采系统各岗位的风险源进行归总，针对常见事故发生原因，通过典型性

案例警醒各岗位职工牢牢把握风险要点，规范操作行为
91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11600

下集:对掘进系统各岗位的风险源进行归总，针对常见事故发生原因，通过典型性

案例警醒各岗位职工牢牢把握风险要点，规范操作行为
103 分钟



3-11
《家庭自救安全常识》应急救援

教育片

包括烫伤与烧伤急救、触电急救、中毒急救、动物咬伤类急救、疾病突发急救、

猝死急救等家庭常见的自救安全常识
3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3200

3-12
《自救互救应急救援知识教育

片》

人体基本构造、生命迹象判断、心肺复苏、现场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溺水

急救、电击急救、呼吸道阻塞急救、心脏病急救、昏厥急救等内容。

4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3800

3-14
《行车安全常识与技巧》应急救

援教育片

雨天、雪天、雾天、高速、隧道 5 种特殊行车环境下的安全驾驶常识与技巧的讲

解与分析
55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3600

3-15
《电动车消防安全常识》应急救

援教育片

电动车火灾发生原因、预防措施、电动车正确充电方法、电动车选购技巧等方面

的相关知识
22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1800

3-16
《高空坠物安全警示》应急救援

教育片
对常见高空坠落物体、高空坠物伤人预防方式及注意事项的知识解读 10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1200

3-17
《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典型案例》

警示教育片

以近年来发生的 20 起典型案例为例，采用 3D 动漫形式真实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重点介绍事故发生后正确的应急救援措施，以实现救援效率最大化
138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9800

3-19
《煤矿安全检查安全操作》多媒

体课件

煤矿采煤、掘进、电气、运输提升、“一通三防”、防治水、生产监控等系统的

安全检查，矿井事故及其预防、自救互救与安全避险、法律法规等 13 章 43 节
831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180000

3-20

《保命工程系列--用保命条款

管控高风险致命性作业》

建筑施工作业：对建筑施工八大高风险致命性作业的保命条款及其确定和编制原

则及其落地方法进行了精准解读

19.5 分

钟

3D 数字

动漫

2180

矿山采掘作业：对矿山采掘八大高风险致命性作业的保命条款及其确定和编制及

其落地方法原则进行了精准解读

17.5 分

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冶金行业安全：对冶金企业七大通用性保命条款和六大行业性保命条款及其确定

和编制原则及其落地方法进行了精准解读

18 分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危化行业安全：对危化品生产企业高风险致命性作业的保命条款及其确定和编制

原则及其落地方法进行了精准解读

19 分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检修作业安全：对检修过程涉及的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抽堵盲

板作业、人车交叉作业等高风险致命性作业的保命条款及其确定和编制原则及其

落地方法进行了精准解读

17.5 分

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动火作业安全:对高处、易燃易爆区、有限空间内等动火作业的”审批许可+红区

管控+红区内作业保命条款+应急处置方案”进行了精准解读

18 分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有限空间作业：对冶金炉窑类、塔釜槽罐类、坑井沟池类、锅炉压力容器、管道

烟道类等五大类有限空间作业的保命条款及其确定和编制原则及其落地方法进行 18 分钟
3D 数字

动漫
2980



了精准解读

3-2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科普

教育片

通过阐述7 类汛期经常发生的灾害及防治措施，警醒广大群众时刻树立“科学防洪”的意

识，加强安全防汛能力，切实保护好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
11 分钟

3D 数字动

漫
890

3-22 《应急前线》宣教片 应急救援典型案例分析 U 盘 2 集 480

3-23 《逆境求生》宣教片 应急避险与救护知识 U 盘 2 集 480

四、图书、画册

4-1
《应对突发事件 提高应急救灾

能力》（图书）

阐述了突发灾害的类型、特征、级别与周期，应对原则、预案、体制、机制、
法制，预警预防、应对程序、保障体系和应对决策、沟通与心理干预等知识，
收录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选编了部分典型案例

平装 16 开 68 元/本

4-2 《自救互救应急救援》画册
人体基本构造、生命迹象判断、心肺复苏、现场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溺

水急救、电击急救、呼吸道阻塞急救、心脏病急救、昏厥急救等内容。
彩版印刷 18 元/本

4-3 《应急救援现场急救》画册
创伤救护、触电急救、火灾急救、电梯急救、中毒急救、高温中暑急救、溺水

急救、猝死急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彩版印刷 18 元/本

4-4 《家庭自救安全常识》画册
包括烫伤与烧伤急救、触电急救、中毒急救、动物咬伤类急救、疾病突发急救、

猝死急救等家庭常见的自救安全常识
彩版印刷 18 元/本

4-5 《安全用电应急救援知识》画册

上集：安全用电知识、触电急救技能、电气火灾的扑救措施 3 个部分。

下集：《生命的紧急救助》《侥幸的代价》《致命的好奇心》《生命“线”》4

起事故案例

彩版印刷 23 元/本

4-6
《天然气应急救援安全使用》画

册

认识天然气、天然气灶具的使用及维护注意事项、天然气热水器的安装及使用

知识、安全使用天然气小常识、天然气事故的处理
彩版印刷 23 元/本

4-7
《行车安全应急救援常识与技

巧》画册

雨天、雪天、雾天、高速、隧道 5 种特殊行车环境下的安全驾驶常识与技巧的

讲解与分析
彩版印刷 26 元/本

4-8
《电动车消防应急救援安全常

识》画册

电动车火灾发生原因、预防措施、电动车正确充电方法、电动车选购技巧等方

面的相关知识
彩版印刷 16 元/本

4-9
《高空坠物应急救援安全警示》

画册
对常见高空坠落物体、高空坠物伤人预防方式及注意事项的知识解读 彩版印刷 15 元/本

4-10
《煤矿安全检查安全操作》课件

教材

煤矿采煤、掘进、电气、运输提升、“一通三防”、防治水、生产监控等系统

的安全检查，矿井事故及其预防、自救互救与安全避险、法律法规 13 章 43 节
50 元/本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宣教产品目录）

联系人及电话：高跃冬 010-64463642（带传真） 手机：13601051294

李 强 010-64463432（带传真） 手机：13901057423

刘朝芳 010-64463570

4-11
《企业员工安全生产应急知识

读本》图书

包括应急文化、法律法规、应急管理、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救援、现场

急救、应急器材、应急技术等知识
平装 16 开 39 元/本

4-12
《新时代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

图书

全面阐述了统领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概括了新

时代应急管理事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详细论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

建设内容

平装 16 开 58 元/本

4-13 《企业安全风险精准管控》图书
针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应用而编写，帮助企业安全专业人员掌握风险预控的基本

理论和关键技术方法，如风险分析原理、风险预警预控方法
平装 16 开 48 元/本

4-14
《常见自然灾害避灾自救》（消

防应急科普系列）图书

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生活中的自然灾害，并在一定的灾害预判力和面对灾害时

的应对能力，成功自救和避难
平装 32 开 39 元/本

4-15 《家庭安全知识手册》图书
家庭消防、用电用气、日常生活、老人与儿童、防盗防骗、出行、装修、食品

药品等方面的安全实用知识，以及常见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和一般急救常识。
平装 32 开 25 元/本

4-16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科普要点》

图书

详细介绍城市中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防范科普要点，尤以火灾、高出坠落、物体

打击、中毒窒息等人民群众周边的事故
平装 16 开 39 元/本

五、其他

5-1 2021 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条幅 主题条幅（10×0.9m）牛津布 条 180

5-2 2021 年安全生产月签字条幅 签字条幅（10×1.4m）牛津布 条 300

5-3 安全生产环保袋
无纺布环保袋 50 起订 个 8

帆布环保袋 50 起订 个 28

备注
宣教展板统一规格为（高 1200mm×宽 800mm），可自主选择材质： 3500 元/可移动背胶/12 幅、3800 元/可移动车贴/12 幅、4400 元/易拉宝/12 幅，

同时可加配开启式铝合金展架 400 元/个、或开启式铝合金边框 300 元/个；宣教挂图统一规格为(高 750mm×宽 520mm) 10 套起订。



费 杰 010-64463806（带传真） 手机：18610578956

李 东 010-64463611（带传真） 手机：13691107932

李育香 0935-8815187 手机：13830566622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系列宣教产品

征订回执单
单位名称 联系人

邮寄地址 电话

发票单位名称 增值税普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增值税专票

注册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类别 宣教产品名称及编号 单价 订数 金额

综合精品

展板挂图

视频、3D 数字

动漫、动画

图书、其他

备注 本回执可以订购目录所列全部产品

合计 大写金额 万 仟 佰 拾 圆 角 分 ¥

账户名称：应急管理部宣传教育中心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北街支行

帐 号：0200004209089193753

联系电话:010-64463642(带传真) 手机 13601051294

010-64463432(带传真) 010-64463570



010-64463806(带传真) 010-64463611

电子邮箱：anquanyue_xjcp@qq.com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宣教产品目

录）

《应对突发灾害提高应急能力（第三辑）》
《生死之间（第七辑）》《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

（2021）版》《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宣教片
《应对突发灾害 提高应急能力（第三辑）》科普专题片，通过事故

案例阐述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知识、应对原则、应对程序、

灾害的预防、预测、预警、预报以及应对预案、体制、机制、法制等，

是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应对突发灾害，提高应急能力的良好科普教材。

《生死之间（第七辑）》生产安全事故警示专题片，选取各行业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救援过程、剖析事故发生的

原因，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对违法犯罪的惩处。对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

员和各级监管人员起到直观的警示效果。

《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2021）版》警示教育片，选取 2020 年

重点领域的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教训、相关

责任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对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责任意识、法律意识，

提升企业自我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有着深远的警示教育意义。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安全宣传“五进”专题片，通过企业、农村、

社区、学校、家庭生产事故案例，阐述安全宣传“五进”的重要性，对

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引导企业、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所

起到了重要作用。

编码 名称 规格 单价/元 数 量

U11-KY3 《应对突发灾害 提高应急能力（第三辑）》科普专题片 6 集/套 1080 元/套

U10-JS7 《生死之间（第七辑）》生产安全事故警示专题片 6 集/套 1080 元/套

U9-JP21 《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2021 版）》警示教育片 3 集/套 540 元/套

mailto:anquanyue_xjcp@qq.com


U8-Z1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安全宣传“五进”专题片 5 集/套 900 元/套

联系人：魏曼，（微信及手机号）13269220469，（QQ）1037803499

《生命至上》《消防案例追踪》

《重特大事故案例解析（第五季）》宣教片

专题宣教片：《生命至上》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

轮，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血的教训证明：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

有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

民安居乐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消防教育片：《消防案例追踪》一样的火势，不同的起因。高楼

外墙保温层起火、新能源车自燃、燃气瓶燃气管道泄漏......每一次

失火都让人触目惊心，每一起案例都有或大或小的损失。2021 年火

灾事故案例盘点，刨析火灾起因经过，吸取惨痛教训；在实例中宣

传消防知识、救助要点，普及法律法规，时刻敲响警钟。从思想上

重视，从源头上遏制；扬汤止沸，莫若去薪。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重特大事故案例解析（第五季）》发展

化工产业，安全何以丢？矿山事故屡屡重蹈覆辙的原因？农村安全

防线脆弱，痼疾在哪里？惊天动地的危化品爆炸、黑暗井下的灾祸，

农村地区的事故，一次次敲响警钟：安全发展理念有问题，会带来

更大的问题；责任存漏洞、管理有黑洞，事故早晚乘虚而入。

编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定价 套数 合计

1 《生命至上》专题宣教片 U 盘 2 集 540 元/套

2 《消防案例追踪》消防教育片 U 盘 3 集 600 元/套

3 《重特大事故案例解析（第五季）》警示教育片 U 盘 3 集 680 元/套



联系人及电话：石晓菡 010-58208976 手机：13681570133
车晓光 010-58208931 手机：13581919015

《隐患直击—事故隐患识别系列片（七）》宣教片

本片通过九大最常见事故类型、十八个典型事故案例，追溯事故背后违章行为，

揭示事故常见直接原因，帮助员工树立“祸从违章来”的观念，提高员工遵章守纪

意识和安全作业能力，助力企业安全平稳运行。全片三集，时长 60 分钟。

联系人：范永进 电话：010-84851376 18511186996(同微信)

“互联网+安全培训”应用服务
一、“互联网+安全培训”远程教育云平台

平台提供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领域的在线培训，提供手机 APP 学习、在线答题

测试、典型案例教育、有关政策法规检索等在线服务，可为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碎片化的在线

培训，有效解决工学矛盾，便于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安全、有关部门开展安全培

训监督检查、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二、推动 VR安全体验馆和实训基地建设

将 VR、AR 等技术应用到体验式安全培训，开发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居家安全、

防灾减灾等公共安全 VR 体验项目及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冶金等行业安全生产

VR 体验项目，全面提升安全教育与培训的效果。

三、策划制作应急管理题材的公益宣传片、警示教育片、科普知识片

结合安全科普知识普及，开发基于 3D 数字技术的精品宣教片。开发 AR 图书，

面向煤矿、建筑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普及，利用新一代 AR 技术，开发集

专业性、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精品图书。

名 称 定 价 订数 合计

《隐患直击—事故隐患识别系列片（七）》 680.00/套

《隐患直击—事故隐患识别系列片（六）》 580.00/套

《隐患直击—事故隐患识别系列片（五）》 580.00/套



“互联网+安全培训”应用服务由合肥耀安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国服务热线：

400-8789-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