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第二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作品征集

展播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应急厅函〔2021〕3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司法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司法局：

为深入落实《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 年）》部署，加强新媒体

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应急管理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应急管理普法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本

次活动部门联动形成合力，以普法活动为抓手，报送的作品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促进了各地应急管理法治文化创建活

动深入开展，成为了应急法治、应急文化活动重要载体，实

现了应急管理普法与社会效应的良性互动。

经专家初评、复评、定评，《践行安全生产法 守护生命

安全》等 15 部作品获一等奖，《应急 E 课堂动画视频 台风》

等 25 部作品获二等奖，《百变应急人》等 35 部作品获三等奖，

《安全是什么》等 18 部作品获优秀奖（名单见附件 1）。江苏

省应急管理厅等 20 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名单见附件 2）。现

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将在主办方

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展播，供各地区各部门免费使用。希

望各获奖单位再接再厉，认真总结经验，在今后应急管理普

法工作中再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八五”普法已启动实施，各地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

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 年）》，把握新时代信息传播规律，通过各种形

式广泛运用本次活动获奖作品，充分发挥其在应急管理法治

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1.获奖作品名单

2.优秀组织奖名单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2021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1

获奖作品名单

作品名称 推荐单位

一等奖

践行安全生产法 守护生命安全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安全生产法》系列宣传片（表白篇）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防火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关注消防 警钟长鸣 枣庄市滕州市消防救援大队

4 秒，会发生什么？ 宿迁市消防救援支队

不一样的周末——传统艺术讲述应急科

普故事《安小吉历险记》
北京市海淀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3·19”森林防火警示教育片
浙江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

公室

以案普法之违规储存危险化学品 上海市嘉定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人人都是主角 南京市建邺区应急管理局

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推广宣传动画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

这证保真吗
上海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

心

安全生产绝非游戏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暴雨来袭 有“法”应对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疫情叠加灾害？救援秘籍来了！ 南京市应急管理局

焚——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二等奖

应急 E 课堂动画视频 台风 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森林防火微动漫 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

门神——安全生产年画 苏州市吴中区应急管理局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徐州市应急管理局 铜山区应

急管理局

矿嫂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法律风险系列宣教片——

“三合一”场所相关法律知识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应急管

理局

诚信小福“话”安全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无小事 注意事项要牢记 上海市松江区应急管理局

小安小宁说应急——暴雨天应急指南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依法治安 守护生命 我们在行动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应急救援 在你身边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二十四节气画安全 立冬 北京市海淀区应急管理局

居家防火宣教片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

高处不胜寒 深圳市南山区应急管理局

护木成林 福州市应急管理局



居家防火，从我做起
上海市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

登记中心

安全生产牢记心间 宜春市应急管理局

杭州市应急安全科普微动画——特种

作业篇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

“安危一念之间”安全警示教育片 济南市章丘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落实责任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邯小应应急课堂——调查对象清查工

作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才能守护幸福 上海市金山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时刻 辽宁力量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未形之患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侠 第一话 青岛市李沧区应急管理局

三等奖

百变应急人 北京市海淀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之歌 榆林市应急管理局

什么是“危险作业罪” 金华市应急管理局

交通安全知识科普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安全生产法就在身边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安全使者 东莞专职安全员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同撑安全保护伞 共筑事故防火墙 银川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侠”表情包 潍坊市应急管理局

等你回家 陪他长大 银川市应急管理局

安全是什么？ 潍坊市应急管理局

八大危险作业之动火作业 潍坊市应急管理局

青少年防溺水应急安全科普知识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以人为本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转念间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

安全无小事，应急在心中 晋能控股集团

安全，是离家最近的距离

上海市黄浦区应急管理局

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

上海市黄浦区法宣办

邯小应应急课堂——风险普查清单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生命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守护城市安全感
苏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强化安全发展理念 提升全民安全

素质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安全生产人人参与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婷婷安安告诉您》安全知识系列

动画片 我的店铺为什么不能住人
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厂区安全生产小科普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儿童防溺水指南
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消防

救援大队

致敬最美逆行者 奋进伟大新时代 兖州煤业新闻中心

电瓶车消防安全提示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

守护 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野炊烧烤勿忘消防 漳州市云霄县消防救援大队

地震科普 防震减灾 宜春市应急管理局

地震来了莫慌张科学避震有讲究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闽侯县森林防火动漫 闽侯县应急管理局

燃气安全宣传片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责任铸就 安全铠甲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强化红线意识 坚守底线思维 镇江市丹徒区应急管理局

小电车，要引起大注意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优秀奖

安全是什么 宁波市鄞州区应急管理局

平安张家港 幸福你我他 苏州张家港市应急管理局

居家防火安全提示
漳州市云霄县消防救援大

队

《安·全吴中 城·就发展》创建省级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宣传片
苏州市吴中区应急管理局



可怕的楼道火灾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你的安全 法来守护 晋能控股集团

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不得不知的小知

识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学习安全生产知识 掌握应急自救技

能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管理

厅

警钟长鸣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冷静应对泥石流 科学应对最重要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童言童语话安全》防溺水篇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大型商业体火灾风险检查指引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

刘老师讲安全之三：新修改的安全生

产法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创建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宣传海报

（窗花）
苏州市吴中区应急管理局

严防森林火灾 你我共同的责任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防洪防汛 人人有责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蚌埠市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片 社会篇 蚌埠市应急管理局

日常安全生产要点讲解 上海市松江区应急管理局



附件 2

优秀组织奖名单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上海市司法局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