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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 办 〔2020〕 38号

成都市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成都市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成都 天府新 区、成都东部新 区、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安委会 ,各 区
(市 )县 政府安委会 ,市 级各有关部 门,市 属有关企 业

:

为进 一步加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宣传 引导工作 ,全 方位
提升社会 影响力和市民知晓率、参与率 ,争 创首批国家安全发展
示范城市 ,市 政府安办制定 了 《成都市创建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宣传 工作实施方案 》,现 印发你们 ,请 认真抓好落实 ,合 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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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良好 的创建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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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创建国家安全发 展示范城 市
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为争创首批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 ,全 方位提升社会影响力
和市民知 晓率 、参与率 ,营 造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结 合成都市
第 31届 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倒计时 1周 年活动和 2020年 全 国文明
城市年度测评 工作 ,制 定本宣传 工作方案。
-、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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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 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 ,以 防控重大风险、根除重大隐
患为核心 ,落 实国家 、省 、市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安排部
署 ,展 开全方位 、立体式宣传 ,营 造浓厚的创建氛 围,推 动创建
工作纵深发展 ,促 进 全 民安全素质有效提升 ,为 成都加快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积极贡献力量。
二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三 、宣传主题
围绕首批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 主题 ,本 着广 泛发
动、全面参 与的原则 ,充 分调动线上 线下各类资源及宣传载体

,

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 多样的创建 宣传 ,提 高创建 工作的市民参与
率和社会支持率 ,形 成持续集 中、高潮迭起 的创建舆论氛 围,推
3

动各项创建 工作顺利进行。
重点推荐标语

1.防 风 险 、除隐患 ,争 创首批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2.争 创安全文明城 ,喜 迎 青春大运会
3.树 立 安全发展理念 ,创 建和谐平安美 丽公 园城市

4.精 细 管理共建美好成都 ,全 民共治共享安全城市
5.共 建共享创 示范 ,群 防群治除隐患
6.安 全 发展之城 ,和 谐幸福之都
7.创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共 筑和谐美 丽成都梦
8.同 谱安全发展 曲,共 唱和谐平安歌

9.美 丽蓉城 、安全相伴 、幸福平安
10.示 范引领安全发展 ,携 手建设蓬勃成都
l1.发 展成就成都速度 ,安 全 彰显成都高度
12.青 春蓉城让你心 动 ,安 全城市邀你行动
四、主要任务
(一 )社 会 宣传

1.信 息推广 宣传 。与移动 、电信 、联通 三大运营商合作

,

定期 向所有成都市民发送宣传短信 ,每 月 2次 ,共 发送 6批 次

;

与相关方合作 ,在 微信朋友 圈、今 日头条等平 台推送 宣传海报 。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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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市 应急局 ,中 国移动成都分公 司、中国电信成都
分公 司、中国联通成都分公 司

2.主 题活动宣传 。集 中组织开展线上线下 主题宣传 活动

,

由市政府安办组织编写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知识宣传单 、
创建 国家安全发展城 市倡议书 、创意 小视频等宣传 资料 ;各 区
(市 )县 组织 印制、发放 宣传材料 ,并 通过设 立展板 与宣传栏 、

悬挂横幅 、专家讲座 、安全知识小游戏等形式 ,提 高创建 工作知
晓度 。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2月
责任单位 :各 区 (市 )县 政府
”
3.升 级 “五进 宣传 。扎实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 、
”
“
进社 区、进学校 、进家庭 (以 下统称 五进 ),大 力加 强公众安
全教育 ,充 分发挥基层 宣传 主力军作用 ,组 织社 区采取走街 串巷 、
进村入 户的方式发放宣传资料 ,重 点在社 区居 民小 区、企业 、城
市公 园、中心广场 、安全 文化广场 、安全长廊等地 ,悬 挂横幅 、
张贴海报 ,建 立创建 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专题 宣传栏等方式

,

增 强广大生产 经 营单位和市民责任意识 ,主 动参与到创建 工作 中
来。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2月
责任单位 :各 区 (市 )县 政府

o

4.社 会调查 宣传。通过线上有奖 问答 的形式 ,设 置创建 目
的意义 、核心创建 内容 ,以 及燃气、用 电、防汛、地震 、消 防、
交通等安全 常识 ,提 高市 民对城市安全发展的认知和参与度 ,科
普相关安全知识 ,提 升全 民安全意识。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0月
责任单位 :市 应急局 ,各 区 (市 )县 政府
(二 )公 益宣传
1.宣 传片展播 。通过 电视、网络媒体平 台 ,城 市大型广场 、

主要地段 、主要公共场所 、主要交通路 口等户外 LED显 示屏

,

景 区景点 、机关企事 业单位楼宇 电视 、地铁传媒 、公交传媒等平
台,播 放创建 工作公益宣传片 ,立 体式宣传吸引市民 了解 、参与
创建 工作。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2月
责任单位 :市 委宣传部 、市应急局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
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广旅局 、成都传媒集 团、成都轨道交通集 团

,

各 区 (市 )县 政府

2.小 视频 、小漫画展播 。统 一风格设计制作小视频、动态
静态小漫画 ,宣 传创建 工作 ,科 普消防安全 、交通安全 、防汛安
全 、学校安全 、居家安全 等知识 ,并 通过广播 电视 台 、在线宣传
等方式 ,重 点在城市大型广场 、主要地段 、主要公共场所 、主要
交通路 口等户外 LED显 示屏 ,以 及商场 、电梯广告屏等平 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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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展播。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2月
责任单位 :市 委宣传部 、市应急局 、市教育局 、市住建局 、
市城管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商务局等市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

,

各 区 (市 )县 政府
3.城 市窗 口宣传 。在 主要交通干道 、部分重要部位及路 口、

主要街道 、高速路 出入 口、机场 出入 口、建筑工地 围墙 (围 栏 ),
设置大型公益广告和宣传牌 、悬挂横幅等 ;在 公交车 、出租车 、
轨道交通站点 LED屏 滚播创建标语 ,在 城市重 点路段公 交站点
(牌 )设 置平 面类公益广告 ,营 造浓厚的创建 工作氛 围。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2月
责任单位 :市 委宣传部 、市应急局 、市住建局 、市城管委 、
市交通运输局 ,成 都公 交集 团、成都轨道交通集 团
4.城 市灯光展示。充分利用环球 中心 、成都 339、 金融城双

塔等有条件的地标建筑 、城市公 园,实 施景观照明、灯光秀 、夜
景靓化等。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0月
责任单位 :各 区 (市 )县 政府
(三 )媒 体 宣传

邀请媒体单位采访报道 ,采 取新闻综述 、图片摄影 、节 目访
谈等多种形式 ,宣 传报道 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 市创建 工作 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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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目标 、经验和意义 ,及 时解答市民的关注和疑 问,刊 播社会
各界关于创建 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激 发市民参与创建 工作 的热
情。
时间安排 :2020年 9月 至 10月
责任单位 :市 委宣传部、市应急局 ,各 区 (市 )县 政府
五 、工作要求
(一 )各 级各部 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精心组织 ,加 强

协调 配合 ,周 密策划 ,有 序推进形成工作合力 ,确 保 宣传 工作的
连续性和实效性 ,形 成 良好的宣传声势 。
(二 )各 级各部 门要结合职能工作 ,精 准把握市民、游客等

受众特点 ,开 展各类宣传 活动 ,主 动利用政务 网站、微信公众号 、
微博等载体 ,投 放公益广告 、宣传片、小视频、小漫画等宣传 品

,

营造浓厚的社会氛 围。
(三 )各级各部 门要加强社会宣传阵地管理 ,氛 围营造 工作

切忌简单化 ,杜 绝随意拉横幅、贴标语等影响城市美誉度 、城市
生活美学的宣传方式。对老 、旧、破 、损的公益广告及设施设各
及时替换更新 ,确 保公益宣传规范实用 。

信息公开属性 :主 动公开
成都市政府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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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28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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