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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安全生产月活动精彩纷呈
——
今年6月份是全国第17个、 江苏省第25个安全生产月。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 金湖县紧紧围绕“生命至上、 安全发
展” 这一主题， 通过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素质， 增强全民应急意识和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思想， 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领导重视
5月初， 该县对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部
署。 5月25日， 县安委办印发 《关于开展2018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对今年安全生产月活
动作出具体安排； 5月30日， 县安委会召开扩大
会， 对安全生产月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副县长
邵钧要求各镇、 各部门、 各单位特别是各项活动
承办单位， 要精心准备， 积极创新， 力求每项活

组织有序

动形式生动活泼、 内容贴近群众， 使广大群众通
过活动受到教育、 得到启发， 进一步提升全县安
全生产工作整体水平。
为了确保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有序开展， 成
立由县政府副县长、 县公安局局长邵钧为主任的
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委员会， 负责宏观指导、 研
究决定有关重大事项； 各镇、 各部门成立了专门

工作组织机构， 落实专人负责， 制定活动方案，
把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 各牵头单位根据县总体方案要
求， 制定了活动具体实施方案； 各有关部门根据
分工密切配合， 积极参与， 保证了安全生产月各
项活动的有序进行。
金湖县副县长、 县公安局局长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指导

全面覆盖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推进安全生产“十三五
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为了深入宣传习近
平总书记应急管理重要思想及安全发展理念， 做
到入脑入心、 落地生根， 安全生产月期间， 该县
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 标语、 横幅、 板报等传统
宣传手段和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发动，
掀起全县联动、 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宣传攻势，
形成“一地出事故、 多方受教育， 一地有隐患、
全国受警示” 的浓厚氛围。 《金湖快报》、 《金

氛围浓厚

湖安监》、 县电台、 电视台、 金湖政府网站开辟
专栏， 刊登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和全县安全生产
月工作动态； 县安监局与县电视台联合开办 《安
全视界》 电视栏目， 定期播出安全生产月活动专
题节目； 利用移动网络建立手机短信平台， 向全
县各级领导、 各部门、 企业和群众发送安全生产
月活动宣传短信； 利用安全知识视频宣传点在人
流密集地段持续播放安全知识； 各镇、 各部门和
相关企业利用各种传媒手段， 开展集中宣传活
动。

安全生产月期间， 全县共悬挂主题横幅
1500余条， 设置宣传栏、 宣传橱窗700余个， 出
动宣传车60余辆次， 发送安全生产公益短信4万
余条； 各新闻媒体均开辟专栏， 全程报道全县安
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 活动期间， 县内外媒体
共刊发安全生产月活动稿件236篇； 与此同时，
县内所有LED室外电子屏幕和出租车车载电子屏
每天滚动播出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使安全
生产月的活动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开展高支模坍塌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形式多样
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 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组织安全生产专家、一线监管执法骨干巡
回宣讲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决策部署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的主要精神，以及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安全
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 等重大政策、法
律法规。 截至目前，已赴9个镇、5个重点部门、6个
高危企业开展了主题宣讲活动， 受教育机关干部
550人，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280人，企业
员工500多人。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6月14日，围
绕
“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主题，在县虹桥农贸市场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
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主题标语、播放警示影片、
展示安全生产宣传展牌、现场咨询答疑、发放安全
生产宣传资料、宣传品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
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提高防灾避险能力。 活动
共展出宣传展牌40多块， 发放宣传手册30多种、
宣传单50多种、，宣传笔800多支、宣传资料3000
多份，宣传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开展城市安全发展共建共享活动。 围绕建立
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提升安全发展保障水平，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城市安全发展共建共享”活动，动
员安全生产通讯员、网评员、监督员，通过网络评
论宣传城市安全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 鼓励全社
会为城市安全发展出谋划策，并通过在微信、微博
开设专栏对优秀内容予以展示， 努力营造安全城
市人人参建、人人共享的良好格局。
强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结

合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继续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安全
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定期进行安全生产风险
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点、危险源按照危险性确定
风险等级，对岗位安全风险和隐患实行公示公告，
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实现风险的动态管
理，大力推行“六步法”和“三个一分钟”工作法，切
实增强职工群众对风险点危险源监测和管控、重
大事故隐患辨识和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切实打造
双重预防机制淮安模式。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七进”活动。 根据“七
进”活动方案要求，各单位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
农村、进公共场所活动。 制作一批“
七进”安全知识
图册、推出一批微视频、微动漫等“七进”安全文化
精品、宣传一批示范典型、指导一批“七进”共教共
宣“
四联”活动，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大力推送
宣传，营造有“
七进”活动浓厚氛围。
开展系列警示教育和主题征文活动。 组织全
县干部职工观看 《警钟长鸣》、《突发事故应急救
援——
—现场应急处置与急救》、《2018年生产安全
事故典型案例盘点》 等系列宣传警示教育片60余
场次，受教育4000余人次；在全县范围举办以“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思
想” 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全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社会各界群众纷纷踊跃投稿，截至目前已收到
征文50余篇。
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各镇、各
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组织以重点行业领域特别是危
险化学品、非煤矿山、涉爆粉尘等高危行业，工业
园区等重点区域和城市建设运行中的重点部位，

主题突出
安全发展观念进一步增强。 习
近平总书记应急管理重要思想及安
全发展理念集中宣讲、 主题宣教片
巡回放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深入宣传，各单位
领导干部、 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
人员认真聆听、用心学习，增强各级
党委、政府、企业的安全发展观，强
化并提升了各司其责、履职尽责、依

内容丰富

法治安的能力意识， 推动了全社会
进一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安全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 警
示教育活动、安全教育大讨论、安全
生产征文比赛、 应急救援演练等活
动的开展， 促进了广大企业一线员
工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操作规
程和应急救援知识的热情， 提高了
他们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和相关技术

开展政府主导、部门参与、政企联动的应急救援演
练50余场。 6月21日下午，在县科创园项目工地施
工现场举行建筑工程高支模坍塌事故应急演练活
动，全县安全管理人员和企业代表参近300人参加
现场观摩。
开展
“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 积极动员组织
企业职工、社会公众参加第四届全省职工“安全隐
患随手拍”活动，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做到即时
拍即时传， 提高全社会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和能
力，发挥广大职工安全生产行为主体的积极作用，
自活动开展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企业职
工和社会公众纷纷踊跃参与。
保险保障护安全活动。 大力宣贯《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实施办法》，坚持风险防控、费率合理、理赔
及时的原则，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运作
的方式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 督促危险化
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 鼓励其他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截至目前，已有近60家企
业投保。
开展
“珍惜生命、安全驾驶，做文明驾驶人”及
各具特色的行业性活动。 安排组织专家、交巡警走
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地，广泛宣讲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知识，倡导“生命第一，安全驾驶”理念，目前
已举办5场，受教育300人次；深入开展
“安康杯”竞
赛、“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建”、“五好文明家
庭”、“平安校园”、“道路交通安全年”、“危险化学
品企业公众开放日” 等具有行业领域特色的传统
活动，夯实安全生产的群众基础，维护社会公共安
全。

组织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

组织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

成效显著
技能， 引导他们自觉找差距、 明职
责、强技能、防事故、反“三违”，变
“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大大提
升了企业员工的安全责任意识。
全民应急意识进一步增强。 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安全生产“七
进”活动、安全知识竞赛的开展，吸
引了众多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 通
过现场宣传咨询， 宣传车滚动播放

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 图文并茂
的安全知识图片展，应急常识、职业
病防治、消防实用手册的发放，还有
关于急救、自救、互救的现场演示，
增强 了 民 众 的 应 急 意 识 和 自 救 能
力， 以及在突发性灾害发生时的安
全防护应对能力、逃生能力，进一步
提升了民众安全素质和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组织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七进” 活动
策划：董真明
文图：王树林

傅仕恒
付善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