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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2021 年“安全生产月”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学院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附件：2021 年“安全生产月”工作实施方案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6 月 22 日  

 

 

 

 

 

 

 

 

 



附件 

2021 年“安全生产月”工作实施方案 
各单位、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扎实

推进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续进行集中攻坚，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教发厅函〔2021〕19 号）、《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全

省“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苏安办〔2021〕20 号）、《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 2021 年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苏教

安函〔2021〕6 号）要求，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2021 年“安全

生产月”活动，现制定关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树牢“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安全

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推动各部门、

各单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安

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

实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二、 活动主题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三、 活动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四、 活动内容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各部门要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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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生产

“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微课堂”和在线访谈、基层

宣讲等活动为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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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安全工作的思想自觉、责任自

觉和行动自觉，全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良

好安全环境。 

（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专

题活动。 

认真贯彻《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动态更新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持续开展隐患问题集

中整治，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跟踪整治，加大专项整治攻坚

力度，确保按时整改销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组织开展“事

故隐患大扫除”等行动，对安全重点环节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强

化源头治理。及时总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

宣传推广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承诺、专家服务、除患奖励等经验

做法，创新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形成制度成果，切实提升安

全生产工作水平。 

（三）广泛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安全生产万里行”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同步启动，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狠抓学校消防、食品、实验室及



危险化学品、校车交通、建筑及设施设备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

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排查整治。通过观看事故警示片、参观事故

警示展等方式，教育引导师生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四）创新开展“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以“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为契机，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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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织师生员工参与

“回顾安全生产月 20 年”网上展览、“测测你的安全力”知识竞

赛、“6•16 我问你答”直播答题和“接力传安全——我为安全生产

倡议”等活动，引导师生加强应急知识学习，提升安全素养和技

能。 

（五）推进安全宣传进学校工作。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推动安全宣传“五

进”之进学校。充分利用“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台”（详见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方网站 www.anquanyue.org.cn），结合

不同阶段学生特点，制作科普手册、微课堂、微视频、小游戏等

寓教于乐的安全宣传产品，组织开展灾害避险逃生演练，鼓励有

条件的学校建立安全科普教育和体验基地。充分运用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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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师生职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五、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重点单位要成立

安全活动组织机构，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活动方

案，动员全员参与保证“安全生产月”活动顺利开展。 



（二）充分发挥基层工作效能，注重总结。各单位要加大宣

传力度，认真落实基础工作措施。及时收集活动开展过程材料，

深入开展工作总结。 

（三）按要求按时报送材料。各单位提交“安全生产月”活

动过程材料、“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见附件二）

及总结书面材料送交保卫处 A01-120 办公室，电子稿发送至保卫

处邮箱（bw@mail.xzcit.cn）,截止时间 6 月 30 日。报送材料作

为本年度各单位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支撑材料。 

联 系 人 ： 贾 翔 翔 ， 联 系 电 话 ： 68520 ， 电子 邮 箱 ：

823304630@qq.com。 

 

附件 1：“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计划表 

附件 2：“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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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计划表 

活动项目 工作要求 完成时间 上交材料 实施部门 备注 

举行“安全生

产月”活动启

动仪式 

启动仪式形式多样，参与范围广泛，

效果良好 
6.15 

会议材料(二级学院上交会议材料、照

片、工作方案)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 

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6.30前 学习材料、学习笔记、会议记录 
宣传部、各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 

 

开展专题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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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前 学习截图、参加人数统计、活动材料 
宣传部、各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 

在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平

台开设专栏专题 
6.30前 专栏专题截图 宣传部 

组织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宣讲活

动 
6.30前 宣讲照片等过程材料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 

深入开展安全

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集中攻坚 

组织开展“事故隐患大扫除”等行

动 
6.30前 

开展相关隐患排查活动，提供活动过

程材料、两照一表、责任清单 
保卫处、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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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万

里行”活动 

开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室

及危险化学品安全、建筑及设施设

备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与集中

排查整治。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提供过程材料 保卫处、各单位  

组织师生观看事故警示片、参观事

故警示展 
6.30前 组织人员观看警示片等图片 宣传部、各单位  

 

“6•16 安全宣

传咨询日” 

活动 

组织师生职工参与“回顾安全生产

月 20年”网上展览、“测测你的安

全力”知识竞赛、“6•16我问你答”

直播答题和“接力传安全——我为

安全生产倡议”等活动 

 参与活动过程材料 各单位  

推进安全宣传

“五进”活动 

用好“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

台”（详见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官方网站 www.anquanyue.org.cn），

制作科普手册、微课堂、微视频、

小游戏等安全宣传产品；组织开展

灾害避险逃生演练，充分运用网络

等媒体加强宣传教育 

 相关材料 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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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活动项目 内容要求 进展情况 

举行“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形式多样，参与范围广泛，效果良好 

1.组织开展启动仪式 □是□否 

2.是否制订工作方案 □是□否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深入学习，专题学习电视专题片；各级领

导干部和单位负责人开展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微

课堂”和在线访谈、基层宣讲等。 

1.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次，参与（  ）人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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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3.组织集中学习观看（  ）场，参与（  ）人次； 

4.开展安全生产“大讲堂”“大家谈”“公开课”“微课堂”和在线访谈、

基层宣讲(   )场，参与（  ）人次。 

深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集中攻坚 

动态更新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持续开展隐患问

题集中整治，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跟踪整治，加大专项整治攻

坚力度，确保按时整改销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组织开展“事

故隐患大扫除”等行动，对安全重点环节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强化

源头治理。及时总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宣传

推广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承诺、专家服务、除患奖励等经验做法，

创新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探索形成制度成果，切实提升安全生产工

作水平。 

1．建立更新“两个清单” □是 □否； 

2.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个； 

3.总结集中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等（  ）次，宣传报道（   ）

篇； 

4.宣传推广经验做法（  ）个； 

5.开展“事故隐患大扫除”等活动（   ）场，参与（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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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狠抓学校消防安全、食堂和食品安

全、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校车交通安全、建筑及设施设备安

全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对一批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排查整治。通过

观看事故警示片、参观事故警示展等方式，引导教育师生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心上、扛在肩

上、落实到行动上。 

1.开展专项整治（ ）项 

2.宣传报道（ ）篇 

3.组织观看典型事故警示教育片（    ）场，参与（   ）人次； 

4.组织参观警示教育展览（   ）场，参与（   ）人次 

 

“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 

活动 

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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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极组织师生职工参与“回顾安全生产月 20 年”网上展览、“测测你

的安全力”知识竞赛、“6·16我问你答”直播答题和“接力传安全

——我为安全生产倡议”等活动，引导公众加强应急知识学习，提

升安全素养和技能。 

1.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场，参与（   ）人次； 

2.参与线上活动（   ）场，参与（   ）人次； 

3.参与网上展览（  ）人次，参与知识竞赛（  ）人次、参与直播答题

（  ）人次，参与“接力传安全——我为安全生产倡议”（  ）人次。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活动 

紧密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推动安全宣传“五

进”之进学校。用好“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台”（详见全国“安

全生产月”活动官方网站 www.anquanyue.org.cn），结合不同阶段学

生特点，制作科普手册、微课堂、微视频、小游戏等寓教于乐的安

全宣传产品，组织开展灾害避险逃生演练，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立

安全科普教育和体验基地。充分运用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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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师生职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制作各类安全宣传产品（  ）部，开展灾害避险逃生自 

救互救演练（  ）场，参与（  ）人次； 

2.使用全国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平台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