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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之

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组织各类媒体，充

分报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注重

总结宣传各地好的经验做法，推广制度成果。围绕防

范化解风险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宣传推广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和安全诚信、安全承诺、专家服务、精准执法、举报奖励等经验做法，鼓励各地创新安

全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平。广泛发动企业职工开展“安全红袖章”“事故隐患大扫

除”“争做安全吹哨人”行动，对事故易发多发、易造成人员伤亡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细致地自查

自纠，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万里行”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动，2021 年 12 月底结束。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好专题行、

区域行、网上行等活动，加强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曝光。要突出危险化学品、矿山、工贸以及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曝光一批突出问题和严重违法行为，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月至少在省级主流媒体曝光一个典型案例，并向全国“安全生

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报送，真正形成震慑。要发挥“12350”举报电话作用，鼓励广大群众特

别是企业员工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采取观

看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参观事故警示教育展览等方式，

以案说法引导各类企业和广大职工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主动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强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切实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做到“两个维护”。各级领

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要通过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

谈”“公开课”“微课堂”和在线访谈、基层宣讲等形式，

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入脑入心、

见行见效，转化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自觉行动，全力

维护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

安全环境。

各级领导干部

企业负责人

大讲堂

基层宣讲

公开课

大家谈

在线访谈

微课堂

活动一 突出“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推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走深走实

活动二 注重总结经验做法，开展好“专项整治集中攻坚战”专题宣传活动

活动三 强化问题隐患警示曝光，开展好“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安全红袖章”

“事故隐患大扫除”

“争做安全吹哨人”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年

报道进展成效 

宣传经验做法 

推广制度成果

安全生产区域行分布图

曝光典型案例
联系人：张佳、田静
电话：010-64463509、64463407
电子邮箱：wanlixing20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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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方法。邀请主流媒体和

网络直播平台开展“主播走一线”等专题专访报道活动，增进社会公众对安全生产的认识和理解。

创造性开展“公众开放日”“专家云问诊”“应急直播间”“安全快闪”等线上活动。积极参与“回

顾安全生产月 20 年”网上展览和“测测你的安全力”知识竞赛。协调主流媒体走进安全体验场馆，

联合新媒体平台推出“6·16 我问你答”直播答题和“接力传安全——我为安全生产倡议”等，引

导公众学习应急知识，提升安全技能。

活动四 创新方式方法，开展好“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基层，察民情、访民意、办实事，切实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开设并用好“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

科普平台”，针对不同行业和受众开发制作科普知识读本、微课堂、微视频、小游戏等寓教于乐的

安全宣传产品，有针对性地组织居民小区、学校医院等开展灾害避险逃生演练。分类推动应急科普

宣传教育和安全体验基地规范化、科学化建设，广泛开展“安全行为红黑榜”“我是安全培训师”“安

全生产特色工作法征集”等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站以及微

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媒体，形成全媒体、矩阵式、立体化宣传格局，切实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

应急处置能力。

活动五 强化全媒体联动，提高安全宣传“五进”的针对性精准性

“测测你的安全力”全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
竞赛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 -30 日。

竞赛平台：全国安全生产月官网、链工宝 APP。

参赛范围：全国各地区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中央企业职工，社会公众。

竞赛内容：《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防震减灾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安全生产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重要规范性文件；安全管理、应急处置、隐患排查、

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安全知识。

竞赛形式：参赛者通过答题过关的形式测试安全力，每天可挑战答题 1 次，最多答 15 题，每答对

5 题可获得 1 次抽奖机会。参赛者每次答题均可为其所在地区和单位获得积分，竞赛将以积分作为比赛

成绩的依据。为了便于各地区各有关单位统计参赛情况，企事业单位及有关企业职工要选择加入的地区

和单位，社会公众可选择地区后直接答题。

联系人及电话：刘赋，010-64463071。

应急管理科普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此次征集展示活动以应急管理科普微视频为主，创意设计、融媒体产品和图书均可参加，活动将通

过公众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推选出应急管理十佳微视频作品、应急管理十佳图书作品、应急管

理十佳创意设计作品、应急管理十佳融媒体作品及应急管理优秀科普作品。

全国应急管理科普讲解大赛

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自行组织本地区本单位的选手选拔工作，并于 6 月 10 日前推荐不

超过三名选手参加全国应急管理科普讲解大赛。应急管理部宣传教育中心将组织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优中选优，评选产生最终获奖名单。

抖音话题创作
作品内容积极健康，以安全行为或安全操作展示为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

矿山、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防灾减灾救灾（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水旱灾害、海洋灾害等）、消防等内容。作品标题须添加话题 # 人人 dou 安全。参加活动的账号需关

注应急科普官方抖音号并在作品标题内 @ 应急科普。

以上活动联系人及电话：

张元朴，010-64463407（带传真）。电子邮箱：yingjikepu@qq.com。

企业安全生产特色工作法征集活动
活动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征集内容及要求：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形成的具有行业特色和自身特点，对落实安全责任、治理

风险隐患、凝聚安全共识、提升安全素质、助推企业生产安全状况等具有积极作用的工作方法。企业安

全生产特色工作法应突出实用性、创新性，标题高度凝练、概括准确，内容主旨明确、层次清晰。

联系人及电话：胡春梓，010-64464590，电子邮箱：aqwh2021@163.com。

请登陆全国安全生产月官网 http://www.anquanyue.org.cn/ 了解活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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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台包括学习强安 APP 和应急科普共享平台，致力于打造从国家到

地方、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全媒体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宣传应急管理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普

及安全知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警示教育等内容，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可积极入驻平台，发布安全

月活动、工作动态、应急科普等

信息，让安全在网上、在移动端

传播与流行。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

平台将推出“安全生产月”展示

交流和“我是安全培训师”活动，

各地区、各有关单位可将开展的

活动上传到本平台参与互动，平

台将以地图形式动态展示各地区

重点活动和活动热度，并评出活

动热度最高的十个地区和十大最

受欢迎的活动。

围绕践行“两个至上”，坚持“两个根本”，筑牢安全底线，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

中攻坚任务、防范化解冲击安全底线的突出问题整治、灾害防治重点措施落到实处等内容，全国安

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以“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主题，推出 2021 年全国“安全

生产月”活动系列宣教产品，旨在加强应急和安全科普宣传，着力增强全民安全意识，提升公众安

全素质和社会安全文明水平，切实推动安全宣教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系列宣教产品围绕安全理念、责任落实、风险防控、应急救援、科普知识、事故警示等内容，

涵盖挂图、展板、图书、视频、3D 动漫、动画、APP、VR 互动体验等形式，兼具政治性、专业性、

知识性、艺术性，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制作精良。 

编号              产品名称

1-1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 宣传画

1-2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宣传画

1-3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画

1-4 防范化解冲击安全底线的突出问题 -- 宣传画

1-5  安全文化 -- 宣传画

1-6 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宣传画

1-7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展板

1-8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主题宣教展板

1-20 《安全与应急科普知识》——安全宣传“五进”读本

（扫描二维码可查询
   宣教产品目录）

2021系列宣教产品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部分综合精品

宣教展板

编号              产品名称

2-1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题展板

2-2 矿山安全专题展板

“安培在线”远程教育云平台。平台提供应

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领域分科目在线业务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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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培训管理等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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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培训，

有效解决“工学矛盾”，便于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日

常安全 , 培训管理和有关部门开展安全培训监督检查。

“互联网 +VR”智能安全体验场馆和实训系统。突出互动体验特点，将虚拟现实技术（VR）、

增强现实技术（AR）、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整合到各类安全体验设备上，并可支持多人同时在虚拟

环境下进行近似真实的安全体验和实操培训，实现安全教育培训从“说教式”向“体验式”的转变，

使教育培训更加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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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安全培训”应用服务

扫码进入网站： 学习强安 APP：

学习强安：应急科普共享平台：

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台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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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至上》
集数：2 集     价格：540 元 / 套     规格：U 盘     时长：35 分钟

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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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石晓菡      邮箱：3166133177@qq.com

联系电话：010-58208976、58208931、13681570133（同步微信） 

传真：010-58208933、58205708 联系 Q Q：3166133177、904887940。

《重特大事故案例解析（第五季）》
集数：3 集     价格：680 元 / 套     规格：U 盘     时长：60 分钟

简介：发展化工产业，安全何以丢？矿山事故屡屡重蹈覆辙，原因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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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石晓菡  联系电话：010-58208976、58208931、13681570133（同步微信） 

传真：010-58208933、58205708    联系 Q Q：3166133177、904887940  

邮箱：3166133177@qq.com

《消防案例追踪》
集数：3 集     价格：600 元 / 套     规格：U 盘      时长：48 分钟

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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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火灾起因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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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石晓菡    联系电话：010-58208976、58208931、13681570133（同步微信） 

传真：010-58208933、58205708  联系 QQ：3166133177、904887940  邮箱：3166133177@qq.com

联系人及电话：高跃冬 010-64463642（带传真）       李  强 010-64463432（带传真）

                         刘朝芳 010-64463570

电子邮箱：anquanyue_xjcp@qq.com    

2021系列宣教产品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部分应急宣教挂图

部分 3D 数字动漫宣教片

编号              产品名称

2-9 杜绝安全生产违章宣教挂图

2-10 建筑施工常见安全事故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挂图

2-11 作业场所常见隐患和排查宣教挂图

2-12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和应急自救挂图

2-13 大型城市综合体逃生自救要诀

2-14 消防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知识挂图

2-15 企业防火防爆宣教挂图

编号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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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2020 年全国影响最大的十大安全事故案例解析》

  教育片 

3-6 《2020 年全国十大交通事故案例解析》教育片 

3-7 《应急救援现场急救》知识教育片

3-8 《安全用电》应急救援知识教育片

3-9 《天然气安全使用》应急救援知识教育片

编号              产品名称

2-3 建筑施工安全专题展板

2-4 道路交通运输安全专题展板

2-5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和应急自救展板

2-6 防灾减灾救灾专题展板

2-7 消防救援和火灾事故警示教育专题展板

2-8 2020 年全国应急救援、生产安全事故各十大典型案例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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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直击——祸从违章来（七）  
定价：680.00     时长：上中下三集共约 60 分钟

《隐患直击——祸从违章来（七）》共三集。全片从反违章防事故的角度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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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及电话：范永进，010-84851326、18511186996（同微信）。

系列片《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2021）版》简介
时长：45 分钟     定价：540.00 元

该片选择了 2020 年重点领域的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事故发生的原

因、教训，并对忽视安全生产造成恶果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深刻的阐述；对增强广

大干部职工安全生产责任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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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及电话：魏曼，13269220469、010-67677278。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简介——安全宣传“五进”专题片  

时长 50 分钟     定价：900.00 元

该片通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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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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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重要作用。

联系人及电话：魏曼，13269220469、010-67677278。

系列片《生死之间（第七辑）》简介
时长：90 分钟     定价：1080.00 元

该片选取了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还原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救援过程、剖

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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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及电话：魏曼，13269220469、010-67677278。

系列片《应对突发灾害 提高应急能力（第三辑）》
——防灾减灾救灾科普系列专题片

时长：90 分钟     定价：1080.00 元

该片通过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案例，阐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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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以及应对突发灾害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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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及电话：魏曼，13269220469、010-67677278。

“安全生产月”标识设计说明
标识设计采用非对称性结构，语言凝练，律动感强，易于

辨识。以色彩丰富、灵动飘逸、富于亲和力和感召力的形象，

展现昂扬向上、奋力向前的精神风貌。

标识采用“SAFETY”的第一个字母“S”作为设计元素，

通过能动的变形成为视觉中心，突出“安全”的寓意；标识下

部从左向右由红渐绿，徐徐向上的彩带代表安全发展之路和不断好转的安全生产形势，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契合；中英文字则明确表达标识的定义和

内涵，与彩带构成完整标识符号。在色彩上采用七彩渐变色，形态上采用环抱式渐进动态

曲线，寓意通过安全生产月活动引领全社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思想，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社会氛围。

扫描二维码
观看网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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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quanyue.org.cn/
全国安全生产月官网 应急管理部

宣传教育中心
官方微信

官方媒体平台

支持媒体

全国安全生产月
安全生产万里行

具 体 活 动 详 情 和 动 态 请 关 注

http://61.148.53.98:8889
应急科普共享平台 学习强安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