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摘编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践行

安全发展理念，扎实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推进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部分摘选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一、2013年6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宝源丰“6·3”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作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以赴组织救援，千方百计救治受伤人员，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认真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要查明事

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深刻总结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坚

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201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接连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人命关天，发

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

习近平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这些事故及发生原因的

情况通报各地区各部门，使大家进一步警醒起来，吸取血的

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



查，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

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重特大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2013 年 7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八次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讲话。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

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地监管，坚持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而且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当干部不要当的那么潇洒，要经常临事而惧，这是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要经常有睡不着觉，半夜惊醒的情况，当官

当的太潇洒，准要出事。

要严格事故调查，严肃责任追究。要审时度势、宽严有

度，解决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问题。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要打到疼处、痛处，让他们真正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有效

防止悲剧重演。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责任人照样拿高薪，拿

高额奖金，还分红，那是不合理的。

四、2013 年 11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省青岛市

“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作出

重要指示。



要求山东省和有关部门、企业组织力量排除险情，千方

百计搜救失踪、受伤人员，并查明事故原因，总结事故教训，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坚决杜绝此类事故，

并要求国务院立即派出领导前往指导抢险搜救工作。

五、2013 年 11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青岛市

“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现场

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事故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必须警钟

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

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

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各

地区各部门、各类企业都要坚持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

招商引资、上项目要严把安全生产关，加大安全生产指标考

核权重，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

决”。责任重于泰山。要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要把安全责任落实

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工作。



习近平强调，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

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中央企业要带好头做表率。各

级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依规，严管严抓。

习近平指出，安全生产，要坚持防患于未然。要继续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

效”。要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

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特别是要深查地下

油气管网这样的隐蔽致灾隐患。要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

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

责，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成效。

习近平指出，要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

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各地区和各行业领域要深刻吸取安

全事故带来的教训，强化安全责任，改进安全监管，落实防

范措施。

六、2014 年 8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昆山“8·2”

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江苏省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做好遇难者

亲属的安抚工作；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汲取血

的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正值盛夏，要切实消除各种

易燃易爆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七、2015 年 5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平顶山



“5·2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河南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遇

难者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并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事故

责任。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牢牢绷紧安全管理这根弦，采取

有力措施，认真排查隐患，防微杜渐，全面落实安全管理措

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八、2015 年 5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全面

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

的落实，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

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消除

隐患。

九、2015 年 8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港“8·12”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天津市组织强有力力量，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失踪

人员；尽快控制消除火情，查明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

任人；做好遇难人员亲属和伤者安抚工作，维护好社会治安，

稳定社会情绪；注意科学施救，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国

务院速派工作组前往指导救援和事故处理。各地要汲取此次

事故的沉痛教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认真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全面加强危险品管理，切实搞好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十、201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切实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确保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承担好的重要责任。天

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以及近期一些地方接二连三发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再次

暴露出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突出问题、面临形势严峻。血的教

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

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健

全预警应急机制，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深入排查和有效

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努力推动

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各生产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第

一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

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十一、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对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血的教训

警示我们，公共安全绝非小事，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扎实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堵塞各类安全漏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频发势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强调，重特大突发事件，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责

任事故，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

理不彻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监管体

制机制不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力不强等问题。

习近平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5 点要求。一是必须坚

定不移保障安全发展，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要强化“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开

发区、工业园区、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在标

准制定、体制机制上认真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三是必须强

化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加

快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强化基层监管力量，着力提高安全生产法治化水平。四

是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事故的

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

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五是必须加强基础建设，提升

安全保障能力，针对城市建设、危旧房屋、玻璃幕墙、渣土

堆场、尾矿库、燃气管线、地下管廊等重点隐患和煤矿、非

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以及游乐、



“跨年夜”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坚决做好安全防范，特别是

要严防踩踏事故发生。

十二、2016 年 1 月 4 日至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

研时强调。

安全稳定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

面对公共安全事故，不能止于追责，还必须梳理背后的共性

问题，做到一方出事故、多方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

警示。

十三、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调，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

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站在人民群

众的角度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守土有

责，敢于担当，完善体制，严格监管，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

立安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

项目、每一个环节都要以安全为前提，不能有丝毫疏漏。要

严格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切实做到失职

追责。要把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安全生产整体工作的“牛鼻

子”来抓，在煤矿、危化品、道路运输等方面抓紧规划实施



一批生命防护工程，积极研发应用一批先进安防技术，切实

提高安全发展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强化安全

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责任，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

地方党委和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基层安全监管执法队伍

建设，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督促落实到位。要发挥各

级安委会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巡查考核的作用，形成上下

合力，齐抓共管。要改革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制，提高组织

协调能力和现场救援实效。要完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

港区、风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体制，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

施。要完善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严把安全准入关。要健全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统筹做好涉及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十四、2016 年 10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强调。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关键是要作出制度性安

排，依靠严密的责任体系、严格的法治措施、有效的体制机

制、有力的基础保障和完善的系统治理，解决好安全生产领

域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党委和政

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的观念，正确处理安

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

线。



十五、2016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作出重

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广大干部职工

贯彻安全发展理念，甘于奉献、扎实工作，为预防生产安全

事故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决

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以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系统建设，统筹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加快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工作部署，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完善安全监管体制，强化依法治理，不断提高全社

会安全生产水平，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十六、2016 年 11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丰城发

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作出重要

指示。

要求江西省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做好救援救治、善后处

置等工作，尽快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训，严肃追究责任。

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国务院要组织各地区

各部门举一反三，全面彻底排查各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切实堵塞安全漏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十七、2017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国

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

平，注意从源头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加强交通运输、消

防、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

的发生。

十八、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

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十九、2019 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对江苏响水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3·21”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抢险救援，搜救被困人员，

及时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

监测预警，防控发生环境污染，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加强舆情引导。

习近平强调，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各

地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十、2019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

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的重要使命。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

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

之前。要加强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加强对危化品、矿山、

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排查，提升多灾

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要加

强应急预案管理，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

施。要实施精准治理，预警发布要精准，抢险救援要精准，

恢复重建要精准，监管执法要精准。要坚持依法管理，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应急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系统梳理和修订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抓紧研究制定应急

管理、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救援组织、国家消防救援人员、

危险化学品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工作。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社会共治，完善公

民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

文化，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和治理，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筑牢防

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专常

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要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国家综合性救援力量建设，采取与地方专

业队伍、志愿者队伍相结合和建立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

等方式，发挥好各方面力量作用。要强化应急救援队伍战斗

力建设，抓紧补短板、强弱项，提高各类灾害事故救援能力。

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打造尖刀和拳头力量，按照就近调配、

快速行动、有序救援的原则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要加强

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空域保障机制，发挥

高铁优势构建力量快速输送系统。要加强队伍指挥机制建

设，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

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提高

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加大

先进适用装备的配备力度，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提高突发事

件响应和处置能力。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

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

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

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要建立健

全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调查评估制度，对玩忽职守造成

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依纪依法追究当事方的责任。要发

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

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

条，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指出，应急管理部门全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

都应急值守，随时可能面对极端情况和生死考验。应急救援

队伍全体指战员要做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力量。应急管理具有高负荷、

高压力、高风险的特点，应急救援队伍奉献很多、牺牲很大，

各方面要关心支持这支队伍，提升职业荣誉感和吸引力。

二十一、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安全生产作出重

要指示。

当前，全国正在复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分区

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

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指出，从 2019 年的情况看，全国安全生产事故

总量、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实现“三个继续下降”，安全

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但风险隐患仍然很多，这方面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



习近平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

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展

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搞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要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

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

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