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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少工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少工委:

为服务少年儿童安全健康成长, 2018 年,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将继续开展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以下简称 “平安行动冶)。 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目的

普及与少年儿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常识, 开展少年儿

童安全自护训练。

二、 活动主题

学会安全常识, 提高自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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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范围

各地基层少先队组织

四、 活动内容

1. 配合学校开展安全教育。 按照各级教育部门的部署和各

地中小学校的统一安排, 发挥少先队组织教育、 自主教育、 实践

活动特点, 开展好校园安全和校车安全教育宣传。

2. 发挥特色普及安全常识。 各级少工委要从全心全意为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的原则出发, 服务少先队员的安全成长。 联

合优质的事业单位、 企业, 精心生产推出完全免费的安全常识教

育产品, 报刊海报图书要坚持科学准确、 大字大图、 喜闻乐见、

务实管用; 视频要坚持科学准确、 简短清晰, 有利于新媒体传

播; 鼓励征集安全童谣, 坚持科学准确、 朗朗上口, 易于传诵、

入脑入心。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将免费提供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

安全常识挂图》, 通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网、 未来网、 中少在线和

“中国红领巾冶 “中国辅导员冶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微信公众号

提供下载, 鼓励张贴在校园、 教室、 青少年宫的宣传园地和醒目

位置。 鼓励各级少工委和中小学校网站季度、 月度、 每周发布科

学准确、 时代感强的图文安全常识。

各级少工委和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区分城市、 城镇、 乡村不

同的生活场所, 区分普通家庭孩子、 残疾孩子、 农村留守儿童、

进城农民工子女等不同群体, 区分小学低年级、 高年级、 初中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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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不同特点, 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问题、 主要隐患, 联合优质

专业力量, 传播通俗优质科学准确的安全常识, 让常识成为习

惯。 可以开展少年儿童安全常识学习、 自护自救故事演讲等活

动, 积极推出示范性安全教育典型图片案例。

3. 发动孩子排查身边隐患。 中小学少先队组织和全体辅导

员要教育帮助少年儿童提高自护意识, 能用心用脑发现校园、 路

上、 家里、 社会上和自己接触的生活场景中的安全隐患, 坚决不

做违规涉险的事、 自信大胆地说出安全隐患。 可以通过开主题队

会, 每名队员都可以将自己的发现和小伙伴分享。 分享的案例请

以图为主, 加上简要说明, 上传到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微信

公众号。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将集结发布。

4. 力所能及组织自护训练。 中小学少先队组织和全体辅导

员要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 力所能及地科学组织防震、 防火、 防

拥挤踩踏、 防意外伤害、 防坏人坏事、 防交通事故、 防网络沉

迷、 防溺水等自护训练, 开展安全应急演习、 模拟情景训练、 自

护自救游戏等。 在自护训练中, 一定要事先听取和遵循各方面专

业人士的意见。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将向贫困地区的中小

学少先队组织捐赠电子安全课程包。

5. 构建机制维护正当权益。 各级少工委要主动作为、 主动

担当, 努力为孩子、 学校、 家长服务, 加强协调, 依法努力建设

务实管用、 灵活高效的维护少年儿童正当权益机制, 让孩子们能

有安全问题第一时间想到找少先队辅导员, 少先队辅导员能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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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第一时间想到找少工委。 对于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违

法犯罪的恶劣行为和丑恶形象, 发现一起, 斥责一起, 推动处理

一起。

6. 鼓励组织专业志愿队伍。 各级少工委和中小学校少先队

组织可以发动家长和社会各界正面、 健康、 专业的人员, 真正以

公益为全部目的, 为少年儿童平安行动支招建言, 积极开展安全

教育公益讲座、 咨询等活动, 真正为孩子们的平安健康成长服

务。 要让真正科学管用的少年儿童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学校、 深入

社区、 深入家庭, 让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根据本地实际学习掌握应

知应会的安全常识, 提高自护能力, 在社会上和大自然中健康快

乐地生活成长。

五、 有关要求

2018 年的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继续主

办, 继续交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承办,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公益协办。

该活动坚持完全的公益性。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这项活动

中向少年儿童、 家长和基层学校、 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不得推销

任何收费产品。

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 “小切口、 大纵深冶, 严肃活动管

理, 科学确定内容, 创新活动方式, 加强品牌建设, 结合 “情暖

童心冶 共青团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工程和权益保护等重点工

作, 做好 2018 年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各项工作, 服务好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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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平安、 健康、 快乐成长。

联 系 人: 韩摇 攀摇 祝摇 薇摇 李摇 博摇 刘摇 欢

电摇 摇 摇 话: 010-85212461摇 57526631摇 57526678摇 57526681

邮摇 摇 摇 箱: pinganxingdong@ 126. com

微信公众号: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

通 信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宝钢大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511 房间, 信封上

请注明 “少年儿童平安行动冶

邮摇 摇 摇 编: 100022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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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1 日印发

(共印 8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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