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应急函〔2021〕106 号

A

关于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
第 20210102 号的答复意见

民盟佛山市委会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全面加强公共危机教育的建议》（第

20210102 号）的提案收悉，经综合市教育局、市地震局等单位

意见，现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国公共危机按

其引发诱因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四类。

机构改革后，根据职责的分工，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自然灾害、事

故灾害，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公共卫生事件，公安部门负责社会安

全事件。公共危机教育是一项长期、全面、系统的工程，近年来，

我市坚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增强全民应急意识、

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遏制重特大生产安

全事故为目标，加强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加强协同联动和

资源整合，扎实开展应急管理特色文化建设，打造具有佛山特色

佛 山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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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一、逐步完善和健全我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

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市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响应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我市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2020 年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制定了《佛山

市 2020 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各级各部

门按照我市机构改革后各部门职责规定，重新对应急预案修编计

划进行梳理，并更新完善。同时印发 12 个市级专项应急预案，

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和响应方案，优化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报

送、处置流程，突发事件信息管理更加规范，舆论引导更加主动

有力。

为进一步建立完善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机制，根据今

年新修订《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从 6 月起，市安委

办组织开展专题调研，结合我市工作实际，重新修订《佛山市突

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佛山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工作

规则》、《佛山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等制度。

同时每年大力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演练工作，丰富应急演练的形

式和内容，强化实战，努力提升应急演练的针对性和实操性。

二、打造应急志愿服务品牌，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公共

危机教育工作

（一）创新模式，组建应急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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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一直致力于在深入最基层开展持续的安全教

育促进工作，2020 年 12 月，在全省率先倡导组建应急志愿者队

伍，发布招募令短短 1 个月时间，队伍就达到万人规模，现在我

们的应急志愿者队伍是 1.2 万人。这支队伍平时是宣教力量，突

发事件来临时是应急救援力量，救援辅助力量和灾后重建力量。

招募的应急志愿者，除了向社会公开招募热心人士参与，还成建

制吸纳社会救援力量和社会专业力量，比如菠萝、蓝天、供电局

的党员服务队，还有安全中介机构的专家组成的队伍。

（二）发挥所长，应急志愿者成为宣教生力军。

佛山市应急志愿者队伍扎根基层，根据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

指引，在安全生产和防灾救灾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开展了清明节森林防火巡护、节后复工企业安全巡护、

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避难场所安全巡护、安全生产月企业主要负

责人岗位明白卡回访活动、暑期防溺水进村居社区园区宣传活动

等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的主题服务活动，队伍正式运作 4 个月，

累计开展志愿活动 300 场次、参与的志愿者有 8500 人次、服务

群众 50 万人次、服务企业 303 家。应急志愿者深入基层、群众

持续开展安全巡护和应急教育活动被确定为佛山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惠民十件实事”之一。

（三）编写志愿者服务教材，撬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组建

佛山市应急志愿者课题组，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课题组成员，并围

绕灾害防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编印应知应会常识科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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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和电子课件，目前志愿者教材已进入编写阶段，培训教材

分为三篇十三章，包括队伍建设、基本素养、专业技能三个部分，

涵盖宣传、巡护、培训、咨询、救援五大类别的志愿者工作所需

的知识技能。计划教材编写完成后，对全市 1.2 万名应急志愿者

开展轮训工作。同时今年下半年启动应急志愿服务项目的公益创

投大赛。让有经验、有实力的社会机构参与设计和实施应急志愿

项目，引领各类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参与符合我市实际的应急管

理工作，由此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

（四）借助志愿服务，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

为贯彻国家、省关于开展应急宣教“五进”工作的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以“1+5+5”模式启动应急宣教“五进”工作：即

每个区打造一个安全宣传“五进”品牌，目前市区两级应急管理

部门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进示范点”建设，扩展宣传载体和阵

地。在“安全生产月”期间，充分发挥应急志愿服务队的作用，

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一是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岗位明

白卡”回访活动。组织应急志愿者对去年市安委办赠送的重点企

业主要负责人岗位明白卡上墙情况及明白卡学习的成效进行回

访，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强化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筑牢安全防线。全市共组织 576 名应急志愿者对全市重点企业进

行抽样回访，共回访企业 177 家，发现问题 23 条，已督促完成

整改。二是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志愿巡护活动。各区组织应急志愿

者对辖区应急避难场所开展巡护，检查应急避难场所标识标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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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规范设置及日常管理是否到位，共组织 211 名应急志愿者，开

展 24 场活动，发现问题 25 项，均已整改落实。三是组织市森林

消防综合救援队“五进”帮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组织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校

园、进家庭开展安全生产、火灾防御、防汛防台等宣传教育活动，

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和防灾避险技能，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四是

计划在全市已成功申创“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 189 个社区

组建安全学校，进一步把公民安全教育延伸到基层，逐步提高公

众的安全意识和水平。

三、鼓励应急安全科普场馆的建设，不断提高市民对突发公

共事件防范意识和科学的自救互救能力

一是禅城区先行先试，区安委会联合消安委印发《关于建设

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的通知》，推动各镇（街道）年底前建成

4 个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制订印发《企业安全文化体验室建

设方案》，首批推动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建成 7 个安全文化体验

室；推动大型综合体应急安全体验馆、文明实践基地、应急安全

体验基地等建设，打造全方位立体化应急管理宣传。去年禅城区

首家应急、消防安全体验馆开馆。该体验馆在原消防安全体验馆

的基础上，增加了防踩踏、高空坠落、防触电、结绳训练等应急

安全实景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通过互动活动学习各种应急安全

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二是市地震局发挥地震科普展馆宣传

主阵地作用，展馆分为 11 个不同的功能分区，分别是入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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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裸眼 3D、地震前兆展板、流体监测区电磁波展示区、佛山

监测点分布、大展厅地震带分布图和震例墙、地震震动体验、地

震监测仪和地震监测设备、地震监测中心和地震知识小游戏。展

馆平均每年接待参观人数 5000 余人次，对增强佛山社会的防震

减灾科学素养，提高市民防震避震水平和自救互救技能起到了重

要作用。

四、持续开展校园突发公共事件安全教育

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2014 年 12 月，

印发了《佛山市学校安全教育指导意见》，对全市安全教育工作

提出指导要求，2015 年，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又设立“佛山市

学校安全教育周”，在每学年开学第一周（9 月 1 日-7 日）集中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一是从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入手，全市各学校在校园内外、楼

道门厅、走廊通道等显要位置以及重点防范部位都要张挂安全标

语、挂图、提示语及警示标志等，时时处处提醒师生注意安全，

努力营造浓厚的“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安全教育氛围。

二是狠抓安全教育内容落实，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

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积极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切实做到“五

有”（即：有课时、有教师、有教案、有检查、有评比），努力通

过课堂教学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是深入落实中小学“3830”安全教育制度(即：每天放学

前 3 分钟、每周放学前 8 分钟、假期放假前 30 分钟对学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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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每周向家长发送一次安全提示短信。

四是紧紧抓住学生开学、国家安全教育日、防灾减灾日、交

通安全日、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等关键时间节点，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重点加强防震、

防火、防溺水、防踩踏、防雷击、防中毒、防传染病、防意外伤

害和实验、用电、交通、餐饮及大型集体活动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增强学生预判安全风险及防范事故发生的能力。

五是做好结合，坚持做到“六个必讲”，即：大型活动必讲

安全，升旗仪式必讲安全，全校教职工大会必讲安全，班会队会

必讲安全，双休日及节假日放假前必讲安全，学科渗透必讲安全。

六是主动对接公安、消防、交警、卫生、司法等部门，积极

协调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治安防范、防火、防交通事

故、禁黄赌毒、拒绝邪教、禁止网瘾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和法制讲

座，全面提高学生遵纪守法、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七是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及时

化解心理压力，提高抗挫折能力，避免发生自伤、他伤等意外事

故，把学生中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消灭在苗头状态，坚

决防止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八是联合家长，共同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积极利用“家

长学校”、“家长课堂”，促进家长了解安全工作法律法规，协助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引导家长自觉履行监护人

职责，与学校共同做好保障学生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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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打造应急管理部门权威信息发布窗口，提高公众的

信息素养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教育，把政府的权威信息实实在

在传递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建立全方位的沟通与互动，展现为民

服务新常态，从 2015 年起市应急管理局以官方微信为主阵地，

“打造小微助安全”项目，每天推送安全政策动态、法律法规、

事故警示、知识科普、预警预测等内容，同时还精心策划、寓教

于乐，以形式新颖的线上宣传方式给公众科普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疫情期间还在官微开通了免费“线上安

全培训”的栏目。“佛山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021 年 1-6 月份

发布 371 篇图文，阅读量达 1620668 人次以上。截至目前，佛山

应急管理”微信粉丝数已达 68.3 万。同时加强政媒互动，协调

主流媒体加强应急管理新闻宣传、防灾减灾、应急避险、公益宣

传和安全知识技能传播。2021 年 1-6 月份，市应急管理局被各

级媒体报道 345 次，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 68 次，省级媒体报

道 111 次，市级媒体报道 240 次。

六、深化应急管理文化活动，共建共享安全之城

每年紧扣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宣传周、“安康杯”竞赛等

主题，认真组织策划，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进家庭。

加强全民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意识，形成人人关注安全、

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共享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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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心策划安全生产月线上线下活动。一是打造“爆款”

宣传作品，吸引全城参与。6 月 1 日启动日在“佛山应急管理”

微信公众号上线以“抽签+读安法+解签”为形式的“安全上上签”

H5 有奖游戏。上线第一周平均每天超过 10 万人次参与，十天已

超过 100 万人次参与的热度。短短 30 天，超过 206 万群众实名

参与，成为安全生产月宣传的“爆款”二是在 616 宣传咨询日，

市区镇三级同步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全城点亮活动，全市 2 万多个

户外电子屏、公交地铁出租车宣传屏、楼宇广告屏、村居宣传栏，

覆盖 5148 个点位的村村通大喇叭全天候滚动播放安全生产月主

题视频、标语口号，全城唱响安全主旋律。全市五区在 616 当天

同步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微电影大赛、视

频直播、网上颁奖仪式、安全发展史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

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参与，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是举办

“安全佛山大家谈”活动，向全社会征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

灾、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同时在《佛山

日报》开设理论专栏，刊登征集到的优秀文章，共征集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优秀文章 695 篇，收集到意见建议超过 2000 条。四是

举办“班组、工匠面对面”活动，让安全工匠走进同行业的企业

一线，与班组长互动交流，现场为企业班组“把脉问诊”，解答

安全生产疑问，传授“工匠”经验。五是开展“谁在威胁我们的

安全”执法警示活动，组织应急、住建、交通、公安等部门，带

记者深入危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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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警示和隐患曝光活动。六是在与市委宣传部联合发文，发动

社会各界积极寻找和推荐新时代“最美应急人”，向全社会征集、

选树和推荐一批应急先锋和安全工匠，为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和员

工选树安全生产好榜样。七是开展社情民意调查，了解佛山市民

对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科学自救等方面知识技能的

掌握情况、公众对各方面安全技能的需求。共有 1047 名市民接

受了民意调查，为校正安全宣教方向、强化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

重要参考意见。八是市应急、住建、人社、工会等部门持续打造

“佛山市百万职工岗位零事故行动”，组织专家对全市 220 个建

筑工地免费开展安全体检、实地咨询指导、整改提升实地验收工

作，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安全管理，防范遏制事故发生。

（二）因地制宜，开展直观实用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

一是组织开展应急救灾技能竞赛，提升市民防灾减灾救灾的

意识和能力。二是上线避难场所导航地图。推出佛山应急避难场

所实用导航，市民可以直观的了解佛山五区的应急避难场所具体

地址、联系电话等，手机收藏这个实用导航，可以随时查询距离

自己最近的应急避难场所，并一键导航到达目的地。三是结合重

点防震减灾纪念日，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防

震减灾宣传活动。5 月 9 日，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市民政

局、市教育局及市慈善会在佛山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灾难面前，

你可以做得更好--2021 年佛山市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5 月

10 日，佛山市地震局联合广州市地震局在广州市花都区花港社



— 11 —

区开展“广佛同城防震减灾应急宣传进社区直播活动”。活动通

过网易平台播出，在线观看人数达 80 余万人次。结合岭南特色，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黄飞鸿”作为人物原型，创作了一批“黄

飞鸿”动漫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短片，推出《识别地震谣言》防震

减灾科普宣传短视频，分别在网易佛山、学习强国及抖音短视频

等平台播放，吸引大批网民观看点赞。同时借助广佛地铁平台推

送了一系列防震减灾科普公益作品，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科普宣

传。四是上线防灾减灾读法活动，去年 5 月 12 日，佛山市应急

管理局正式上线“防灾减灾读法活动”，市民读一条百字内的防

灾减灾相关内容即可获得佛山市应急管理局送出的小福利。据统

计，活动共历时 13 小时，共有 25755 人参与活动，平均每 1 小

时有 1981 人，平均每 1.8 秒有 1 个人参与活动。

（三）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影响社

会。从 2015 年起，首次以“安全”为主题开展夏令营，在全省

也属于率先尝试活动。每年活动的主题都不一样，吸引了全市上

千名家庭踊跃报名参与。通过层层面试筛选，选出优秀代表参与

到夏令营活动中，同时历年的面试过程也是一次安全知识的宣传

教育普及。五届的夏令营，小朋友和家长们参观过公安消防特勤

大队、职业病防治所、油库、广佛地跌指挥平台、消防演练、空

军基地、用电体验馆、生命教育基地等等，其间穿插安全实用知

识讲解和趣味游戏等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到防灾

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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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庭，影响社会，提高全民生命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全社会应

对突发事件、各类灾害事故的自救、互救能力。

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支持！

佛山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8 月 6 日

联系人及电话：郑汉文 8250059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