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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安协〔2019〕21 号

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系列安全文化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和人员：

由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指导，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重庆市煤

炭行业协会、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协会、重庆消防协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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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重庆市市政工程协会、重庆市交通运

输协会等安全生产领域的全市性社会组织联合主办，重庆安协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安全文化活

动，定于 2019 年 6 月 26-28 日在重庆两江幸福广场举办。

本次系列活动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和重庆市委、市政

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我市

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的中心工作，实施“科技兴安”战略，搭建

供需交流平台，传递安全科技前沿信息；交流应急管理理念、探

索应急管理的方法和工作措施；展示全市 17 年来安全生产工作好

经验、好方法、好措施和丰硕成果，为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服务。

为开展好 2019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安全文化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为保证本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成立

活动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负责系列活动的组织、统筹、

协调及领导工作。

指导单位：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主办单位：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重庆市煤炭行业协会、重

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协会、重庆消防协会、重庆劳动保护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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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会、重庆市市政工程协会、重庆市交通运输协会

承办单位：重庆安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及日常事务，办公室

设在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秘书处，办公室下设宣传组、外联组、

会务组、信息组、安保组等 5 个工作小组。

二、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19 年 6 月 26-28 日

地点：重庆两江幸福广场

三、系列活动内容

（一）首届重庆安全与应急展览会

1.参展对象

（1）应用于矿山、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等行业

的安全生产先进适用产品与装备；

（2）应用于城市安全、工业园区安全、消防、灾害救援、职

业卫生防护、生活安全等领域的产品和装备；

（3）应急救援力量能力和风采展示；

（4）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装备展示。

2.展览方式

（1）标准展位。每个展位 9 ㎡(3m×3m)，由组委会负责搭建



4

和提供印有单位名称的楣板、地毯、咨询桌一张、椅子两把、220V

电源插座一个。（若需其他服务，与组委会联系另行协商。）

（2）特装空地展位。36 ㎡、54 ㎡、81 ㎡，需要另行设计搭

建。

3.展示时间：三天

4.参展费用

为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会员单位免费提供标准展位一处，非

标准展位协商收费。

（二）“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安全文化论坛暨编辑出

版《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书籍

1.活动内容

（1）主旨演讲

全市各级应急管理局长就应急管理的理念、工作认识、工作

思路等发表主旨演讲。

（2）编辑出版《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书籍，面向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

各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组织、科研院校等单位广泛免费赠阅。

（3）媒体刊载

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在协会官网开辟论坛专栏，对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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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和演讲内容全记录和刊载，各主办单位自有媒体刊载和评

论。

2.参加对象

全市各级应急管理局长、副局长，涉及应急管理的有关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领导。

3.论坛时间：组委会办公室另行通知。

4.相关费用：本次论坛活动不收取参会人员费用。

（三）2001-2018 年重庆安全生产工作纪实展暨编辑出版

《2001-2018 年重庆安全生产工作纪实》书籍

1.展示内容

（1）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措施、好成果

和取得的成绩；

（2）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出现的感人事迹；

（3）在安全生产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人物。

2.展示方式

以 1.8m（高）×0.8m（宽）尺寸的展板（图文结合）展示三

天， 每个单位限 3-5 块展板，展板由组委会统一制作。

3.参展对象

（1）全市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赋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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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2）全市涉及安全生产的各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有关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

4.编辑出版书籍

编辑出版《2001-2018 年重庆安全生产工作纪实》书籍面向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安监部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

位、各安全生产领域社会组织、科研院校等单位广泛免费赠阅。

5.相关费用

组委会按 3000 元/块展板收取成本费（含展板设计、制作、

运输、安装、维护，书籍校对、编辑、印刷、发行等）。

（四）专题技术研讨会

为有效传递安全科技信息，满足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的特殊需

求，组委会选择优质技术和产品举办专题技术研讨会，该活动由

申办单位与组委会共同策划并组织实施，费用另行协商。

（五）安全与应急主题的群众性趣味游戏活动

为丰富系列活动内容，渲染活动氛围，在系列活动期间，组

织开展多项以安全与应急为主题的群众性趣味游戏活动，该项活

动对参与单位和市民免费开放。

四、报名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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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首届重庆安全与应急展览会的参展主体应提交的

材料：

1.展览会报名表（附件 1）；

2.参展技术和产品有效性、真实性的证实材料。

（二）参加“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安全文化论坛的参

会主体提交的材料：

1.论坛报名表（附件 2）；

2.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将演讲稿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三）参加纪实展的参展主体提交的材料：

1.纪实展报名表（附件 3）；

2.展示内容应图文并茂，其内容于 5 月 30 日前发送至组委会

邮箱，以便制作展板。（图片：jpg 格式，分辨率 300dpi 以上）

（四）申办专题技术研讨会的参展主体提交的材料：

1.提交首届重庆安全与应急展览会参展报名表（附件 1），勾

选“申请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

2.参展技术和产品有效性、真实性的证实材料。

（五）报名起止时间：

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10 日止。

五、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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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主办单位应在各自系统加强对系列活动的宣传力

度，充分利用自有媒体为本系列活动做媒体支撑，以扩大系列活

动的影响力。积极动员各自系统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自会员单位

参与到系列活动中。

（二）承办单位要精心策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系列活动

各项工作，确保系列活动的顺利实施。

（三）市内各主流媒体、大众媒体和各主办单位自有媒体，

现场采访报道。

六、联络方式

组委会办公室：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上丁商务楼 6-4

联系人：李鑫 15023228670 袁莎莎 18323344959

联系电话：023-63010819 023-63010815

传真：023-63010819 电子邮箱: 3359336764@qq.com

网址: http://www.chongqingsafty.com

附件：1.首届重庆安全与应急展览会参展报名表

2.“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安全文化论坛参会报

名表

3.2001-2018 年重庆安全生产工作纪实展参展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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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安全生产协会 重庆市煤炭行业协会

重庆市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协会 重庆消防协会

重庆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 重庆市市政工程协会

重庆市交通运输协会

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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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重庆安全与应急展览会参展报名表

时间：2019 年 6 月 26-28 日 地点：重庆两江幸福广场

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网址

单位负责人 电话号码

联系人 部门/职务

手机 邮箱

参展展品 类别

展位申请

标准展位
 （3 米 x 3 米，最小 9 ㎡），包含：单位名称的楣板、

地毯、咨询桌一张、椅子两把、220V 电源插座一个

特装展位 36 ㎡、54 ㎡、 81 ㎡，需另行设计及搭建

专题技术研讨会

申请召开专题技术研讨会 是  否

注意事项：
1.为保证各参展单位顺利参展，请将此表格 6 月 10 日前回传组委会，以便统一安排展位，为了

保证展会的整体形象，组委会拥有展位安排、调动的最终决定权；

2.组委会收到报名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与您联系确定具体参展事宜；

3.参展单位自行转让展位或展示与展品范围不相符产品，组委会将取消其参展资格；

4.承办单位将在报名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展位、运输、卸装、会场会务等参展事宜告知参

展单位；

5.参展单位所列参展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等合法权益。

请参展单位将本报名表扫描/传真/邮寄至组委会办公室，扫描/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电话：023-63010819 传真：023-63010819 邮箱：3359336764@qq.com

mailto:33593367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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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应急管理局长谈应急管理”安全文化论坛

参会报名表

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单位网址

主讲人 电话号码

联系人 部门/职务

手机 邮箱

演讲主题

注意事项：

1.为保证您顺利参会，请将此表格 6 月 10 日务必回传至组委会；

2.组委会收到报名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与您联系，确定具体事项；

3.承办单位将在报名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论坛参会事宜告知参会人。

请参会单位将本报名表扫描/传真/邮寄至组委会办公室，扫描/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话：023-63010819 传真：023-63010819 邮箱：33593367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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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01-2018 年重庆安全生产工作纪实展

报名表
展出时间：2019 年 6 月 26-28 日 地点：重庆两江幸福广场

基础信息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网址

单位负责人 电话号码

联系人 部门/职务

手机 邮箱

展板数量

注意事项：
1.为保证您顺利参会，请将此表格 6 月 10 日务必回传至组委会；

2.组委会收到报名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与您联系，确定参展事宜；

3.展板由组委会根据参展单位提供的素材统一设计、排版和制作。

请参会单位将本报名表扫描/传真/邮寄至组委会办公室，扫描/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话：023-63010819 传真：023-63010819 邮箱：335933676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