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荥建〔2020〕89 号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2020年建设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通 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各相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我市建设行业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按照《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 2020年建设行业“安

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荥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荥安委办〔2020〕39 号）文

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决定开展 2020年建设行业“安全生产

月”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着眼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排查整治工作，推动各级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以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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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开展教

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推广、案例警示、监督举报、

知识普及等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安全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

质，促进我市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全市建设

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王惠玲

副组长：田松奎 马元朝 张旭亮 段武峰 孙保慧

周玉民 张学军 陈秋月 孙建民 李 良

任育新 申东兴

成 员：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住建局质量安全科, 吉潇

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活动相关事宜。

三、活动时间和主题

活动时间：6月 1日至 30日。

活动主题: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四、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开展“安全生产月”动员活动

各单位、各企业要高度重视，深入进行“安全生产月”活动

动员，通过在门前或办公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安全生产宣传横

幅、条幅和书写安全生产固定标语（已设置的要刷新），张贴安

全宣教挂图，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氛围，拉

开“安全生产月”活动序幕。

（二）开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主题宣讲活动

一是各单位要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论述纳入各层级干部培训、安全监管人员培训重要内容，

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理解，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在全市建设行业组织开展

“专家讲安全”网上课堂活动，邀请行业内权威专家录制网课，

开展线上线下宣讲活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主讲，深入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开展安全生产

教育；组织干部职工认真收听收看“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堂。

三是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在报

刊、广播、新媒体等平台开设专栏专题，根据对象化、差异化、

分众化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宣传，

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四是组织开展对话谈心活动，宣传中央、

省、市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强

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三）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

一是各单位要结合《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有关要求

和省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动员部署

会议精神，按照《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的工

作任务，在“安全生产月”期间组织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

题活动，统筹推进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专项治理行动。要对排查

整治工作进行宣传发动，深入推进，及时报道成效。二是要结合

行业典型事故案例加强事故剖析，加强基坑工程、脚手架工程、

模板支撑工程、起重机械安装拆卸、起重吊装、有限空间作业、

暗挖工程等危大工程的执法抽查，要广泛发动各企业员工纠正身

边“三违”现象，推动企业对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

进行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

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事



故责任企业人员处罚的意见》，加大对责任人员的问责力度，对

监督执法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四）开展线上“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6月 16 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在微博、抖音、网站等

新媒体平台开展网上“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各单位

要积极主动参与，提早部署，组织收听收看省市开展的“总书记

重要论述网上宣讲”，参与线上“公众开放日”、安全体验场馆

360全景示范展示、安全打榜直播答题、全国网上安全知识竞赛、

抖音“我是安全明白人”话题、新浪微博“身边的安全谣言”话

题等全国性活动，积极关注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抖音官方账号

“zzsyjglj”,及时了解最新安全动态；同时结合实际，充分利

用各类媒体平台、政务网站和客户端，创新推出网上展厅、线上

安全体验、安全答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活动，吸引群众参与，

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浓厚的建设行业安全生产氛围。

（五）组织开展安全宣传“五进”及“校园周边安全建设活

动

各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要求，采取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重

点宣贯《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办法》、住建部《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

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等相关安全知识。继续开展企业安全“1+5”

宣传教育活动。即“1”：企业主要负责人讲授一堂安全课，各

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要亲自为员工上一堂安

全课。“5”：开展安全知识集中宣传、安全生产警示教育、隐

患集中排查会诊、应急救援演练、职工安全技能竞赛“五项活动”，

全面提升全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结合实际，在网站、短视

频平台、各种 LED 显示屏播放安全生产公益广告。通过组织各企

事业单位观看警示教育片，制作警示片，开展事故原因剖析，以

案警示，以案促改，不断提高全行业的应急意识和安全素养。充

分发挥电视台、政府网站等各类媒体平台作用，开展“公开课”、

“公益讲座”等线上活动。

对住建局监管的在建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现场内水池、水坑

的管理。督促施工单位及有关企业及时回填危险水池水坑。无法

回填的应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各单位要积极参加“最美河南人——应急先锋”评选活动，

树立先进典型；积极参加“点亮安全中原”灯光秀活动，结合实

际，组织开展“点亮安全郑州”活动，在地标建筑持续开展灯光

集中展示；积极参加全国网上安全知识竞赛、省第十二届“安全

河南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和第五届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理论与



实践优秀论文征集评选活动；积极参加全省征集安全生产标语活

动，开展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摄影大赛；

积极参加评选企业安全宣讲之星活动，各单位、各科室要收集推

荐企业安全负责人优秀宣讲视频，及时与市应急管理局对接，对

市应急管理局评选出的企业安全宣讲之星予以公开表扬。

（七）组织开展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活动

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施工项目实际，进一步完善建筑施工领域

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体系，深入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要结合汛期防灾、现场消防、危大工程

等重点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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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等一系列活动。要督促指导施工企业至

少举行一次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并制作成影像资料供施工项目线

上观看学习。通过教育培训和观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视频，

进一步健全各级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预案，切实提高企业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

（八）开展“安全生产中原行”系列活动

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要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中原行”系列活动。要围绕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起步开局，组织主要媒体报道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建立

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进展成效等工作情况，组织记



者深入采访报道各地排查治理安全隐患情况，反映整改措施。对

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落实。畅通群众监督

和媒体监督渠道，充分发挥 12350举报投诉热线、微信微博等平

台作用接受监督，鼓励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员工举报重大隐

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要根据举报线索组织新闻媒体曝光突出问题

和重大隐患，宣传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对典型案例及时开展警示

教育。

五、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上来，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与当前正在

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结合起来，积极谋划疫情防控

常态化情况下做好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的思路和办法，制定方案，

细化任务，压实责任，扎实推进，确保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二）创新形式，加大宣传力度

各单位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等优势，通过报纸、

网站、公众号等媒体，全方位对“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进行宣

传；可通过张贴安全标语、悬挂图片等，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

放安全公益广告等形式进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安全生产、

参与安全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严格监督，强化主体责任



为确保“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有效开展，各有关单位要切

实把“安全生产月”活动与解决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热点、

难点为着力点开展宣传活动，推动建设行业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市住建局将适时组织督查检查，活

动开展情况将与年度考核挂钩，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要坚持零容忍、重处罚，一经发现，移交相关部门查处，对

因活动开展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处理。

（四）及时总结，加强信息报送

请各单位及时提供活动期间好的做法、特色项目、重要事项

以及视频、图片、文字等电子版资料，加强对“安全生产月”、

“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经验做法的整理。各单位于 6月 30日

前向住建局质安科报送活动总结（含图片、报刊、视频资料等）

和统计表（见附件 3）。

联 系 人：袁周丽

联系电话：65001167

邮 箱：xyzjjzak@163.com

附件：1.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局 2020年“安全生产月”重

点工作分工

2.“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3.荥阳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



进展情况统计表

2020年 6月 1日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日印发



附件 1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局 2020 年“安全生产月”
重点工作分工

序号 活动内容 责任单位

1

开展“安全

生产月”动

员活动

召开各单位动员会，进行“安全生产月”活

动动员

质安科、安监站、市政科、

公用事业科、工程处、市政

公司、新材料办、建筑节能

科

各建筑工地悬挂安全生产横幅、电子屏循环

播放安全生产标语

质安科、安监站、市政科、

公用事业科、工程处、市政

公司、新材料办、建筑节能

科

各单位都要悬挂、张贴安全生产标语,拉开

“安全生产月”活动序幕
局办公室、市政公司

2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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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网络课堂培

训；在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开

设专栏专题

宣传科、质安科、安监站、

市政科、公用事业科、工程

处、市政公司、新材料办、

建筑节能科

3

开展“排查

整治进行

时”专题活

动

组织人员观看典型事故案例作警示教育片

质安科、安监站、市政科、

公用事业科、工程处、市政

公司、新材料办、建筑节能

科

开展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活动，对重点场

所、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深入排

查整治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4

开设“安全

生 产 大 家

谈”云课堂

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加“安全生产大

家谈”云课堂学习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充分发挥电视台、政府网站和网络直播平台

等各类媒体平台作用，积极组织参与省、市

开展的网络视频访谈、远程在线辅导和安全

生产“公开课”“微课堂”“公益讲座”等

线上直播活动

宣传科、安监站、市政科、

公用事业科、工程处、市政

公司、新材料办、建筑节能

科

5

开展网上

“全国安

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

积极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与线上“公

众开放日”、安全体验场馆 360 全景示范展

示、安全打榜直播答题、全国网上安全知识

竞赛、抖音“我是安全明白人”话题、新浪

微博“身边的安全谣言”话题等全国性活动；

结合实际，利用各类媒体、网站、手机应用

程序等，创新开展直播互动、网上展厅、线

上安全体验、H5 安全互动游戏等活动。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并组织收听收

看省市进行的线上直播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6

扎实推进

安全宣传

“五进”工

作

采取线上安全教育培训、专家指导服务、安

全承诺等形式，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活动。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7
开展主题

宣传活动

积极参加“最美河南人——应急先锋”评选

活动，把一批牢记初心使命、践行“训词精

神”和 “把艰险扛在肩上、把平安留给百

姓”的应急先进典型选树出来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积极组织参加全国网上安全生产知识竞赛

和我省第十二届“安全河南杯”安全生产知

识竞赛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积极参与全省征集安全生产标语活动，围绕

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征集突出河南特

色、通俗易懂、醒目响亮的安全生产宣传标

语。组织参与第五届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理

论与实践优秀论文征集评选活动。组织参加

郑州市开展的以 2020 年安全生产月“消除

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的摄影大

赛有奖活动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积极参与郑州市组织的企业安全宣讲之星

评选活动，面向企业征集安全负责人宣讲视

频，收集企业相关作品，评选出企业安全宣

讲之星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8

安全生产

中原行活

动

紧紧围绕排查整治阶段工作要求，曝光突出

问题和重大隐患，宣传推广经验做法，推动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安全

生产工作

安监站、市政科、公用事业

科、工程处、市政公司、新

材料办、建筑节能科

畅通群众和媒体监督渠道，利用电信、网络

手段，发挥 12350 举报投诉热线和 119、

96119 消防举报电话、微信微博等平台作

用，鼓励引导广大群众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

违规行为；根据举报线索组织新闻媒体进行

报道，及时开展案例警示教育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9
加强组织

落实

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中原行”活

动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与业务

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建

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有关方

面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分工、细化任

务、精心落实。加强活动组织实施，制定“路

线图”“施工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

和时间节点，做好人力、物力和相关经费等

保障，确保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与解决当前安全发展、安全生产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相结合，与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等各项工作相结合，与推动落实各方面安全

生产责任相结合，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

单位，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防止脱离实

际、简单化部署，防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质安科、安监站、市政科、

公用事业科、工程处、市政

公司、新材料办、建筑节能

科



附件 2

“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1.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2. 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

3. 生命重于泰山 守住安全底线

4.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6.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

7. 统筹推进复工复产和安全防范工作

8. 抓防疫 促生产 保安全

9. 复工复产 莫忘安全

10. 复工复产要蹄疾 安全生产要步稳

11. 事故是最大的成本 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1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13. 安全来自警惕 事故出于麻痹

14. 想安全事 上安全岗 做安全人

15. 你对违章讲人情 事故对你不留情

16. 宁为安全受累 不为事故流泪

17. 多看一眼 安全保险 多防一步 少出事故

18. 安全生产勿侥幸 违章违规要人命

19. 行动起来 筑牢安全防线

20. 我行动 我参与 我安全



21. 安全为天 平安是福

22. 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

23. 安全你我他 平安靠大家

24.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25. 生命只有一次 安全从我做起

26.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7. 安全人人抓 幸福千万家

28. 深入开展第 19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万里行”活动



附件 3

荥阳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日期：

活动项目 内容要求 进展情况

“
安
全
生
产
月
”
活
动

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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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等形式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场次。

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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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网络课堂培训；在报刊、
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开设专栏专题。

安排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次，参与（ ）
人次；

开展网络课堂培训( )场，参与（ ）人次；
在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开设专栏专题（ ）

个。

开展“排查整治
进行时”专题活动

在媒体平台开设相关专栏专题，加强示范引领
和警示教育；对涌现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成果，
制作专题视频在电视栏目播放，在各类媒体平台发
布；加强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制作警示教育片，组
织人员在线观看；开展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活动，
对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深入
排查整治；积极举报风险隐患，排查安全违法违规
行为。

在各类媒体开设专栏专题（ ）个；
制作先进典型、经验做法和成果等工作专题视频（ ）

部；制作典型事故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片（ ）部，组织观
看（ ）场，（ ）人次；

（ ）个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活动，排查整治安
全风险隐患（ ）个；排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次，
举报风险隐患（ ）个。



开设“安全生产

大家谈”云课堂

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加“安全生产大家
谈”云课堂学习；在电视台、政府网站和网络直播
平台等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网络视频访谈、远程在线
辅导和安全生产“公开课”“微课堂”“公益讲座”
等线上直播活动。

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加“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
堂学习( )人次；

在媒体平台开展网络视频访谈（ ）场，远程在线辅导
（ ）场次，安全生产“公开课”“微课堂”“公益讲座”
等线上直播活动( )场，参与总人数（ )人次。

“
安
全
生
产
月
”
活
动

开展网上“全国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

积极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与线上“公众
开放日”、安全体验场馆 360 全景示范展示、安全
打榜直播答题、全国网上安全知识竞赛、抖音“我
是安全明白人”话题、新浪微博“身边的安全谣言”
话题等全国性活动；结合实际，利用各类媒体、网
站、手机应用程序等，创新开展直播互动、网上展
厅、线上安全体验、H5 安全互动游戏等活动。

组织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参与线上“公众开放日”（ ）
人次，观看安全体验场馆 360 全景示范展示（ ）人次，
参与安全打榜直播（ ）人次，参与全国网上安全知识竞
赛（ ）人次，参与抖音“我是安全明白人”话题（ ）
条微视频，参与新浪微博“身边的安全谣言”话题（ ）
条；开展线上“公众开放日”（ ）场次，参与（ ）
人次；

创新开展（ ）活动（ ）场，参与（ ）
人次。

扎实推进安全宣传
“五进”工作

采取线上安全教育培训、专家指导服务、安全
承诺等形式，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活动；重点围绕
特殊群体安全提示教育，开展安全宣传进农村活动；
以组织“安全志愿者行动”为重点，开展安全宣传
进工地活动；开展“1+5”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活动（ ）场，参与（ ）人；
开展安全宣传进工地活动（ ）场，参与（ ）人；
开展“1+5”宣传教育活动（ ）场，参与（ ）人；
企业负责人讲授安全课（ ）场，参与（ ）人；
开展安全“五项”活动（ ）场，参与（ ）人。

“
安
全
生
产
万
里
行
”

活
动

紧紧围绕排查整治阶段工作要求，曝光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宣传
推广经验做法，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强化安全生产工

作。

组织记者采访报道( )次，宣传经验做法（ ）条，
曝光问题（ ）条。

开展“区域行”( )次、“专题行”( )次、“网
上行”( )次。



围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起步开局，组织记者采访报道排查治理安全
隐患情况，反映整改措施，及时宣传经验做法；及时曝光重点行业领域、
单位场所和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开展“区域行”“专题行”“网上行”等宣传报道活动。

畅通群众和媒体监督渠道，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发挥 12350 举报
投诉热线和 119、96119 消防举报电话、微信微博等平台作用，鼓励引导
广大群众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举报线索组织新闻媒体进
行报道，及时开展案例警示教育。

接收各类举报( )条次，奖励( )人，根据线索开
展新闻报道（ ）次。

加
强
组
织
落
实

加强组织领导

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纳
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要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
多部门合作、有关方面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分
工、细化任务、精心落实。要加强活动组织实施，制
定“路线图”“施工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
时间节点，做好人力、物力和相关经费等保障，确保
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是否已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纳
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是 □否

是否已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有关方面
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是 □否

是否已制定活动“路线图”“施工表”，明确责任单位、
责任人和时间节点：□是 □否

是否已做好人力、物力和相关经费等保障：□是 □否

营造浓厚氛围

努力形成上下一体、协同联动的宣传合力，打造
全媒体、矩阵式、立体化的安全生产报道格局。

在企业、项目、公园、广场、街道等醒目位置，
广泛张贴或悬挂安全标语、挂图等，在电子显示屏、
广告屏持续滚动播放安全公益广告等。

在中央新闻媒体发表安全月稿件（ ）篇；在地方媒
体发表安全月稿件（ ）篇。

在公共场所张贴、悬挂安全标语、横幅、挂图等( )
个；制作播放安全公益广告等安全宣传品（ ）部。

确保活动实效

与解决当前安全发展、安全生产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相结合，与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安
全防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各项工作相结合，与推
动落实各方面安全生产责任相结合，突出重点行业领
域和重点单位，着力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防止脱离实
际、简单化部署，防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是否与解决当前安全发展、安全生产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相结合：□是 □否

是否与精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安全防范、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各项工作相结合：□是 □否

是否与推动落实各方面安全生产责任相结合，突出重点
行业领域，着力解决重难点问题，防止脱离实际、简单化部
署，防止搞形式主义、走过场：□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