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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科工局安保〔2018〕76 号

关于开展 2018 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通知

各州（市）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局属

企事业单位、州（市）民爆销售公司：

为扎实开展好全系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

活动，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思想，提升全员安全素

质，增强全员应急意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国家国防科工局和工

信部安全生产司有关开展 2018 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

里行”活动通知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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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以增强全员应急意识、提升

全员安全素质、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以强化安全红线

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推进依法治理、深化专项整治、深化改革

创新等为重点内容，开展“安康杯”知识竞赛、安全发展主题宣

讲、安全宣传咨询日、应急演练、事故和灾害警示教育、隐患排

查治理、“安全生产万里行”等活动，切实推动安全文化建设，确

保全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安全生产月”活动主要内容

（一）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全系统各企事业单位同步开

展“安全生产月”活动。5 月 30 日，省国防科工局将在云南安宁

化工厂有限公司举行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各单位要充分动

员，及时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或在 6 月 1 日前自行组织启

动仪式，或积极参与属地相关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

（二）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

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活动主题，采取多种方式和各

种媒介，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决策部署和指示批示、《安全生产

法》、《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 号）、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实施意见》（云发〔2017〕22 号）和《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等法规主要内容。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讲，企业法人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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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点负责人必须讲 1 次生产安全专题课；各业务部门要紧紧围

绕本部门业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或培训；车间、班组

要广泛宣讲培训岗位安全技能。

（三）开展 6 月 16 日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以培植安全生产和发展理念为目标，积极组织开展安全宣传

咨询日活动。要在厂区、办公区设置展台、发放宣传品、举办展

览展示、演讲比赛、有奖竞猜等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

俗易懂地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消防安全知识、

防灾减灾救灾常识等安全科普知识和技能，面对面解答职工关心

的安全生产问题。

（四）开展应急演练和警示教育活动

以预防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目标，认真开展应急演练和

警示教育活动，同时，要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举办的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拓展企业安全宣传社会影响力。要坚持贴近实战、注重

实效原则，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

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比武竞赛等活动，完善优化预案，加大装备物

资投入，加强应急设备维护保养，广泛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提高职工群众防灾避险和应急处置能力；要集中组织观看事故和

灾害警示教育片、警示教育展，以本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险情处

置和近两年全国发生的典型事故救援为案例，认真进行剖析讨论，

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知识、应急预案和汛期安防等专项培

训。广泛号召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以不

同的方式普及与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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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以推动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为目的，突出重要岗位、

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的安全管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活动。针对 2017 年以来各类督查检查中发现的责任制落实、规

章制度落实、培训教育、应急管理等方面共性问题，深入开展排

查治理，督促企业提升防范风险意识和隐患控制能力。

军工单位要突出对枪弹、火炸药、火工品等危险品的研制、

生产、试验、运输、存储、销毁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加强对水

中兵器研制与试验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军工危险化学品和 10 人以

上危险作业场所的管控。

民爆企业要重点关注生产现场定员、定量、视频盲区、监控

系统故障、监控参数设置、监控人员业务能力现状，加强关键专

用生产设备使用、维护管理，严格落实库区库房管理、民爆物品

及硝酸铵等原材料出入库（厂）管理、危险品运输、过期产品的

处理等措施。

省国防科工局将采取“双随机”与“回头看”相结合的方式，

适时对各单位“安全生产月”活动、汛期安全防范、隐患排查治

理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局机关相关业务处室和各州（市）

民爆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加强监督检查，切实履行政府监

督职能和行业监管职责。

（六）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以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为重点，扎实开展以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促进企业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安康

杯”竞赛活动，不断提高职工群众参与活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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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防工会《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安康杯”

竞赛活动的通知》（云国工字〔2018〕10 号）的要求，加强职工

安全知识学习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培训，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知识

竞赛、论文征集、书画摄影展等各类活动，大力营造“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安全生产从我做起”的良好安全文化氛围。

三、“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主要内容

2018 年“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从 5 月份开始，到 12 月底

结束。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聚焦责任落实、科技强安、依

法治安等方面重点内容，开展宣传、采访、报道活动，加强舆论

引导和监督，推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各单位要

结合自身实际，围绕以下四个主题，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

活动。

（一）“一带一路”主题。围绕我省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定位和大力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奋

勇争先”精神的要求，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扎实做好应急管理和

安全生产工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安全责任主题。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和《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

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进一步厘清各层级、各岗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健全完善安全责任体系，提升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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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强安主题。加大对推广安全生产新技术、新设备

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机械化、信息化技术应用推进情

况的宣传和督导，促进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提高。军工单位要加

大安全技术改造力度，争取技改项目支持，严格落实 10 人以上危

险作业场所各项整治措施，严格控制并尽量减少在线操作人员；

民爆企业要认真落实工信部《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规划》要求，

继续推动炸药生产线全面完成技术升级改造，全力推广现场混装

炸药应用，进一步升级工业雷管全线人机隔离的连续化、自动化

生产工艺技术改造。

（四）依法治安主题。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和全

国消防日等活动，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防震减

灾法》、《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云南省安全

生产条例》等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宣传学习，强化法治意识。

四、活动要求

（一）强化“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把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对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

作为一项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贯穿到活动全过程和各环节，

务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把“安全生产月”和“安全

生产万里行”活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谋

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要建立党政领导、多部

门合作、有关方面协调参与的工作机制，专题研究，细化方案，

明确责任，同向发力，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 7 -

（三）强化宣传报道。要通过网络、报刊、板报、宣讲等形

式，加大活动的宣传力度，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和各种要素，形成

一个多形式、多角度的安全生产报道格局，在全系统营造关心安

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四）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各单位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明确活动联络员，及时报送活动信

息，重大活动可随时报送。请局属企事业单位和中央驻滇军工单

位于 7 月 10 日前将本单位 2018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和“安

全生产万里行”活动阶段性总结（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报省国

防科工局。

联 系 人：徐 锋（军工安全生产与保密处）

徐 洋（核工业与民爆行业管理处）

谭 娇（国防工会）

联系电话：0871-65317570 13987772583

0871-65341344 15331730916

0871-65320332 13988918065

电子邮箱：anbc@yngfkgj.gov.cn

附件：1.活动联络员推荐表

2.安全生产月宣传标语

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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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QQ 号* 微信号*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注：*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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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1.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2.坚守安全红线，推进安全发展

3.坚持安全发展，担当安全使命

4.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5.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推进安全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7.应急有方，从容天下

8.提升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9.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0.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增强公共安全意识

11.加强应急科普宣教工作，提高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12.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13.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14.全面强化依法治理，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15.构建双重预防机制，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16.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17.生命大于天，责任重于山

18.排查治理隐患，拒绝事故伤害

19.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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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21.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2.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23.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4.生命只有一次，安全莫当儿戏

25.事故不可逆，生命不重来

26.安全可以演练，生命不能彩排

27.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

28.查患纠违从我做起，行为安全时刻牢记

29.生命至上，科学救援

30.深入开展第十七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

行”活动

抄送：国家国防科工局安保司，工信部安生司，省安委办，省工信委，

局领导，机关各处室。

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2018 年 5 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