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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 2022 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实施方案

2022 年 6 月是全国第 21 个“安全生产月”。按照《国家铁

路局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国铁安监函〔2022〕

67 号）和甘肃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开展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甘安办发电〔2022〕

41 号）要求，以“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为主题，

结合辖区铁路行业实际，制定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 2022 年“安

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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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着眼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深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

检查，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全面排查铁路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铁路

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开展既

有声势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公众爱路护路意识和安全

素质，促进铁路行业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铁路安全环境。

二、组织机构

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成立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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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王平

副组长：刘向东、侯爵

成 员：王亚斌、张国昱、刘永发、张文德、陈铖、刘震、

石明敏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执法监察办公室。

三、活动时间

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 6月 1日至 30日在全局范围

内统一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与“安全生产月”同步启动，12

月份结束。

四、主要活动内容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动

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各处室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组织专题学习《生命重于泰山》电

视专题片及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深刻领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的重要意义、突出特点、部署安排、具体要求等，通过专题研讨、

集中宣讲、培训辅导、党政“一把手”带头讲安全等多种形式，

推动向企业单位延伸，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

作实效，督促指导企业第一责任人专题讲安全、生产一线干部职

工互动讲安全，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家谈”等学习活动。

工作中要突出责任落实、源头治理、督查检查、严格执法、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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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违，推动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

作，保障铁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监管一处、机关党委（人

事处）负责）

2.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推动“第一责任人”守法履责。各

处室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主题宣传活动，督促企业法定代表

人、单位负责人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切实担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 7项职责，带头尊法、学法、守法、主动研判风险、排查隐

患，认真组织开展全员应急救援演练和知识技能培训，积极参加

“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活动，加大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的宣

传力度，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整改和防范措施不落实、

重大隐患未按期整改销号等典型案例，加大曝光力度，形成舆论

声势。（各处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扎实推进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各

处室要按照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阶段要求，

以及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年度工作要点，全面落实任务清单，

深入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要利用国家铁路局政府网站和工作简报

充分报道我局辖区对四个专项整治和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重

点任务进展情况、工作成效，注重结合宣传辖区好的经验做法，

推广治理成果。（监管一处、监管二处、执法办按照职责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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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4.开展多种载体宣传活动。执法监察办公室负责采取横幅、

展板、挂图和播放视频等多种形式在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一楼大

厅及室外 LED显示屏营造活动氛围，各处室要及时将活动开展

情况报送至我局值班室邮箱，综合处负责向国家铁路局政府网站

“铁路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专栏投稿，及时报道我

局活动动态，广泛宣传具有特色的宣教活动和好的经验做法。（执

法办牵头，各处配合）

5.开展铁路 “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每年 6月 16日是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将按照国家铁路局全

国铁路 2022年“6•16”安全宣传咨询日部署，开展辖区铁路“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宣传《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关

于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等铁路法律法规和相

关文件，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知多少”网上答题、“铁路沿

线安全环境治理成果网上图片展览” 等活动，全面推动铁路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将结合辖区

疫情防控等工作实际，按照辖区各省区活动安排，联合地方人民

政府、铁路运输企业开展安全宣传活动。（执法办牵头，各处配

合）

6.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今年６月至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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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室要结合工作实际和职责要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强化安全警示教育，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片、专题展，开展 (地震) 自然灾害、火灾、事故等应急

演练，教育广大干部职工确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充分发挥厅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作用，推动落实铁

路沿线安全环境“双段长”制，会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铁路企

业开展常态化联合执，通过政府网站、地方媒体等曝光突出问题

和典型案例，有效净化铁路沿线环境，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安

全生产考核巡查，以及铁路汛期防洪、节假日和重大国事活动等

专项监督检查，深入铁路企业和铁路沿线，排查铁路安全问题隐

患，并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涉铁安全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采取函

告、通报、挂牌督办、行政处罚等手段，督促相关单位切实落实

整改措施，有效防范化解铁路重大安全风险。（各处室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处室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月”活动的

重要作用，将活动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结合年度监

管计划抓好方案实施，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大力宣传贯彻党和

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

质，营造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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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督促检查。各处室要搞好统筹结合，开展活动要与

铁路安全监管履职相结合，与铁路安全生产大检查相结合，与铁

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相结合，加大对铁路企业督促指导力度，调

动铁路行业企业、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3．做好信息反馈。各处室要加大宣传力度，紧紧围绕活动

主题和重点内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报道，并及时

报送活动进展情况和信息。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5月 28日前

制定并报送活动实施方案（含联络员姓名、联系方式）和“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实施方案；各处室及时报送活动期间好的做

法、特色项目、重要事项以及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执法监

察办公室 7月 5日前向国家铁路局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活动

总结和统计表。

联系人及电话：赵建菲，0931-4975142

电子邮箱：lzzfb@nra.gov.cn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网：www.anquanyue.org.cn

附件：1.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工作推进表

2.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实施方案

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

2022年 5月 23日

mailto:lzjgyc@nra.gov.cn
http://www.anquanyu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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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工作推进表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及要求 牵头及配合部门 完成期限

1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观看《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及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监管一处 6月 30 日

2 宣传环境布置

5月底前在办公楼一楼大厅摆放“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

展板、悬挂横幅,张贴宣传海报；6月份工作日在局办公楼一楼

及室外 LED 显示屏（8：00-10：00，12：00-13：00）播放宣

传口号 PPT 等

执法办、综合处
5月 31 日

6月 30 日

3 网络宣传活动

向国家铁路局政府网站“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万里行”

活动专栏积极投稿挂网信息；及时报道我局活动动态，宣传好

的经验、做法；5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将文件、方案等上网

各处室 12月 31 日

4 组织观看网上展览 组织开展“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成果网上图片展览”活动 各处室 6月 30 日

5 网上答题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知多少”网上答题活动 各处室 6月 30 日

6 应急演练
可联合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既定计划开展自然灾害、火灾、事

故等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监管一处、综合处 7月 31 日

7
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

活动

5月底前制定活动实施方案；6月 15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月 16日当日组织实施。各点宣传小组负责 6月 16 日摄影、

记录工作，活动结束后，编发宣传报道信息至值班室邮箱，综

合处理后报政务信息、政务微信等

执法办、综合处 6月 16 日

8 信息收集和活动总结

5月 28日前向国家铁路局报送活动方案和联络员，活动期间，

按要求报送活动开展情况，局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掌握活动开

展情况，7月 5日前报送局活动总结和统计表

执法办 7月 15 日

9 安全生产万里行 按照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中“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主要 各处室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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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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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实施方案

按照《国家铁路局 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国铁安监函〔2022〕67 号）要求，结合辖区内疫情防控和铁

路行业实际，制定《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6.16”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实施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成立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王平

副组长：刘向东、侯爵

成 员：各处室负责人

执法监察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作安排与协调。

二、活动时间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在 2022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集中进行。

三、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内容

通过主题宣传展板、发放安全教育材料、现场解答问题以及

播放宣传视频等形式，宣传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铁路法律法

规和安全知识等。

四、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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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分工，提前准备

1.由执法办负责设计、印制以“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责任人”为主题的宣传横幅、宣传画、手册等宣传品,大力宣传

“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及铁路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营造活动氛

围。计划于 6 月 11 日前将相关宣传品发放至辖区 3 个铁路局集

团公司。

2.由执法办牵头与辖区各省（区）安委办做好工作联络，沟

通各省会城市 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方案，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明确开展宣传活动的时间及地点，各处室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计划于 6 月 11 日前做好沟通联络。

3.由执法办牵头协调辖区 3 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做好辖区各

省区市的 6.16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计划于 6 月 11 日前做好沟

通联络。

4.各处室积极配合开展宣传活动，在 6 月份期间编发安全生

产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画、宣传片等信息内容，及时报送至局

值班室邮箱。

（二）明确地点，指定人员

1.由局领导带队，相关处室参加，根据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及时科学调整工作安排，按照国家铁路局有关要求，配合辖区

对我局有活动安排的省区安委办，认真组织辖区三个铁路运输企

业共同参加相关省区开展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如为线下

现场举办，需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咨询台，开展铁路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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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咨询，并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如为网上举办，积极

向相关省区安委办提供铁路安全生产视频、照片和 PPT 等素材宣

传资料，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浓厚氛围。

2.线下开展活动地点和人员安排：甘肃省金轮广场或兰州火

车站，由综合处、监管二处负责分别安排人员（1-2 名）参加，

会同兰州局集团公司集中开展；宁夏自治区银川火车站，由监管

四处负责安排人员（1-2 名）参加，会同兰州局集团公司银川办

事处集中开展；青海省西宁火车站，由监管一处负责安排人员

（1-2 名）参加，会同青藏集团公司集中开展；新疆自治区乌鲁

木齐火车站，由执法办负责安排人员（1-2 名）参加，会同乌鲁

木齐局集团公司集中开展；西藏自治区拉萨火车站，由监管三处

负责安排人员（1-2 名）参加，会同青藏集团公司拉萨办事处集

中开展。

3.在局办公楼一楼大厅，执法办负责宣传栏制作“安全生产

月”活动主题展板、悬挂主题横幅，监管一处张贴“安全生产月”

活动主题宣传海报，执法办在室内及室外 LED 显示大屏播放宣传

视频或 PPT，各处室共同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及相

关法律法规，营造活动氛围。

（三）收集信息、督导成效

1.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地点，分别指定一名人员负责

摄影、照像记录和信息收集、编写、上报等工作。

2.执法办向国家铁路局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安全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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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汇总编发并及时报道我局及辖区宣传咨询日活动有关图片、

文字等信息，广泛宣传好的经验、做法。

3.执法办督导辖区各铁路局集团公司按照国铁集团、各省区

相关要求，分别开展好“6.16”安全咨询日活动，并做好信息收

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