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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志愿服务工作注册管理系统 （３５５）
!!!!!!!!!!!!!!!!!!!

　沧州市扎实做好 “沧州好人”后援工作 （３５６）
!!!!!!!!!!!!!!!!

　探索创新 （３５６）
!!!!!!!!!!!!!!!!!!!!!!!!!!!!

　农村 “四个一批”创建活动 （３５６）
!!!!!!!!!!!!!!!!!!!!

　邯郸市打造 “欢乐乡村”文明创建品牌 （３５８）
!!!!!!!!!!!!!!!!

　唐山市着力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工作 （３５９）
!!!!!!!!!!!!!!

山西省

　概况综述 （３６１）
!!!!!!!!!!!!!!!!!!!!!!!!!!!!

　特色活动 （３６６）
!!!!!!!!!!!!!!!!!!!!!!!!!!!!

　临汾市实施 “四强四动”战略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３６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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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促进志愿服务向全社会参与转变 （３６７）
!!!!!!!!!!!!!!!!

　探索创新 （３６８）
!!!!!!!!!!!!!!!!!!!!!!!!!!!!

　运城市盐湖区开展 “五进五创”舜帝德孝文化活动 （３６８）
!!!!!!!!!!!

　晋中市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３６９）
!!!!!!!!!!!!!!!

　晋城市百万元奖励帮扶道德模范 （３７０）
!!!!!!!!!!!!!!!!!!!

内蒙古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３７２）
!!!!!!!!!!!!!!!!!!!!!!!!!!!!

　特色活动 （３７５）
!!!!!!!!!!!!!!!!!!!!!!!!!!!!

　呼和浩特市举办 “感动呼和浩特”事迹报告会 （３７５）
!!!!!!!!!!!!!

　巴彦淖尔市开展 “感动巴彦淖尔人物”评选活动 （３７６）
!!!!!!!!!!!!

　探索创新 （３７６）
!!!!!!!!!!!!!!!!!!!!!!!!!!!!

　包头市成立道德志愿服务协会推动道德建设 （３７６）
!!!!!!!!!!!!!!

　呼伦贝尔市织就 “七网”惠牧民 （３７７）
!!!!!!!!!!!!!!!!!!!

辽宁省

　概况综述 （３７９）
!!!!!!!!!!!!!!!!!!!!!!!!!!!!

　特色活动 （３８１）
!!!!!!!!!!!!!!!!!!!!!!!!!!!!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启动 （３８１）
!!!!!!!!!

　学习雷锋、学习郭明义活动扎实开展 （３８２）
!!!!!!!!!!!!!!!!!

　探索创新 （３８３）
!!!!!!!!!!!!!!!!!!!!!!!!!!!!

　 “迎全运、讲责任、做表率、比奉献”活动 （３８３）
!!!!!!!!!!!!!!

　开设道德模范实名微博 （３８４）
!!!!!!!!!!!!!!!!!!!!!!

吉林省

　概况综述 （３８５）
!!!!!!!!!!!!!!!!!!!!!!!!!!!!

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３８９）
!!!!!!!!!!!!!!!!!!!!!!!!!!!!

　特色活动 （３９１）
!!!!!!!!!!!!!!!!!!!!!!!!!!!!

　创建 “三优”文明城市工程 （３９１）
!!!!!!!!!!!!!!!!!!!!

　 “新农村新生活新风尚”农民经典歌曲大赛 （３９２）
!!!!!!!!!!!!!!

　探索创新 （３９３）
!!!!!!!!!!!!!!!!!!!!!!!!!!!!

　齐齐哈尔市以文明示范村建设为引领　推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 （３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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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化学院开展 “共享蓝天”活动　探索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之路 （３９４）
!!!!!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文明共建体为深化文明单位创建探索新路 （３９６）
!!!!!!!

上海市

　概况综述 （３９８）
!!!!!!!!!!!!!!!!!!!!!!!!!!!!

　特色活动 （４０１）
!!!!!!!!!!!!!!!!!!!!!!!!!!!!

　 “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工作 （４０１）
!!!!!!!!!!!!!!

　开展 “从心启程，爱暖申城”１２·５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４０１）
!!!!!!!!!!

　组织 “童心向党，同声欢唱”———上海市未成年人歌咏活动 （４０１）
!!!!!!!!

　探索创新 （４０２）
!!!!!!!!!!!!!!!!!!!!!!!!!!!!

　上海市精神文明新版创建标准制定实施 （４０２）
!!!!!!!!!!!!!!!!

　实施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４０２）
!!!!!!!!!!!!!!!!!!!

　开展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万人大培训 （４０３）
!!!!!!!!!!!!!!!!!

江苏省

　概况综述 （４０５）
!!!!!!!!!!!!!!!!!!!!!!!!!!!!

　特色活动 （４０８）
!!!!!!!!!!!!!!!!!!!!!!!!!!!!

　开展未成年人 “学党史、唱赞歌、树美德”教育实践活动 （４０８）
!!!!!!!!!

　常州市开展 “道德讲堂”建设 （４０９）
!!!!!!!!!!!!!!!!!!!!

　南通市开展 “三好”标兵竞赛评选 （４１０）
!!!!!!!!!!!!!!!!!!

　苏州市开展 “道德评谈”活动 （４１１）
!!!!!!!!!!!!!!!!!!!!

　徐州市开展 “舞动乡村”活动 （４１１）
!!!!!!!!!!!!!!!!!!!!

　扬州市用文艺作品助推精神文明建设 （４１２）
!!!!!!!!!!!!!!!!!

　探索创新 （４１３）
!!!!!!!!!!!!!!!!!!!!!!!!!!!!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万场宣讲活动 （４１３）
!!!!!!!!!!!!!!!!!!!

　淮安市开展 “十大不文明行为”评议改百日集中行动 （４１４）
!!!!!!!!!!

　南京市持续开展 “城乡携手、共建文明”活动 （４１５）
!!!!!!!!!!!!!

　盐城市开设 “１２３４５”热线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４１７）
!!!!!!!!!!!!

　镇江市加强志愿者培训　促进志愿服务专业化 （４１８）
!!!!!!!!!!!!!

浙江省

　概况综述 （４２０）
!!!!!!!!!!!!!!!!!!!!!!!!!!!!

　特色活动 （４２４）
!!!!!!!!!!!!!!!!!!!!!!!!!!!!

　办好办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件实事” （４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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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阅读活动 （４２５）
!!!!!!!!!!!!!!!!!!!!!!!!!!

　以 “浙江好人 德行天下”为主题　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４２６）
!!!!!!!!

　开展文明行医承诺履诺活动　加强医疗卫生行业文明建设 （４２７）
!!!!!!!!!

　丽水市以 “一村六户”创建活动为抓手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４２８）
!!!!

　探索创新 （４２９）
!!!!!!!!!!!!!!!!!!!!!!!!!!!!

　开展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 （４２９）
!!!!!!!!!!!!!!!!!!!

安徽省

　概况综述 （４３０）
!!!!!!!!!!!!!!!!!!!!!!!!!!!!

　特色活动 （４３２）
!!!!!!!!!!!!!!!!!!!!!!!!!!!!

　合肥市开展道德礼仪教育 “六进”活动 （４３２）
!!!!!!!!!!!!!!!!

　探索创新 （４３３）
!!!!!!!!!!!!!!!!!!!!!!!!!!!!

　铜陵市建立文明创建 “四化”机制 （４３３）
!!!!!!!!!!!!!!!!!!

福建省

　概况综述 （４３５）
!!!!!!!!!!!!!!!!!!!!!!!!!!!!

　特色活动 （４３７）
!!!!!!!!!!!!!!!!!!!!!!!!!!!!

　以学生办报为载体　打造德育新平台 （４３７）
!!!!!!!!!!!!!!!!!

　开展 “文明小博客”活动　引导未成年人文明上网用网 （４３８）
!!!!!!!!!!

　开设志愿服务电视专栏 （４４０）
!!!!!!!!!!!!!!!!!!!!!!

　举办志愿者文明礼仪培训班 （４４０）
!!!!!!!!!!!!!!!!!!!!!

　探索创新 （４４１）
!!!!!!!!!!!!!!!!!!!!!!!!!!!!

　坚持知行统一　培育文明新人 （４４１）
!!!!!!!!!!!!!!!!!!!!

江西省

　概况综述 （４４３）
!!!!!!!!!!!!!!!!!!!!!!!!!!!!

　特色活动 （４４８）
!!!!!!!!!!!!!!!!!!!!!!!!!!!!

　生态创建催开文明花 （４４８）
!!!!!!!!!!!!!!!!!!!!!!!

　探索创新 （４５０）
!!!!!!!!!!!!!!!!!!!!!!!!!!!!

　提升窗口形象　强化诚信服务　扎实推进文明行业创建 （４５０）
!!!!!!!!!!

山东省

　概况综述 （４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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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４５７）
!!!!!!!!!!!!!!!!!!!!!!!!!!!!

　潍坊市实施 “亲子共成长”工程　构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４５７）
!!!!!

　济宁市开展 “邻居节”活动　力促和谐社区建设 （４５８）
!!!!!!!!!!!!

　泰安市 “菜单式”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 “点单送菜” （４５９）
!!!!!!!!!!

　曲阜实验小学组织开展 “诵传统经典　树和乐新风”特色教育活动 （４６０）
!!!!!

　探索创新 （４６１）
!!!!!!!!!!!!!!!!!!!!!!!!!!!!

　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　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４６１）
!!!!!!!!!!

　临沂市实施网格化管理　推动全民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４６２）
!!!!!!!!!!!

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４６４）
!!!!!!!!!!!!!!!!!!!!!!!!!!!!

　特色活动 （４６８）
!!!!!!!!!!!!!!!!!!!!!!!!!!!!

　漯河市组织中华经典诵读　培育有道德的人 （４６８）
!!!!!!!!!!!!!!

　濮阳市以心理辅导站点建设为抓手　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辅导工作 （４６９）

!!!!!!!!!!!!!!!!!!!!!!!!!!

　信阳市 “文化压岁”丰富未成年人节日生活 （４７０）
!!!!!!!!!!!!!!

　郑州市金水区四措并举扮靓人居环境 （４７０）
!!!!!!!!!!!!!!!!!

　焦作市解放区组织开展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 （４７１）
!!!!!!!!!!!!!!

　舞阳县抓好 “四德建设”形成文明新风尚 （４７１）
!!!!!!!!!!!!!!!

　郏县 “四个机制”加强暑期文化市场监管 （４７２）
!!!!!!!!!!!!!!!

　探索创新 （４７２）
!!!!!!!!!!!!!!!!!!!!!!!!!!!!

　漯河市探索创办周末沙澧 “文化超市” （４７２）
!!!!!!!!!!!!!!!!

　鹤壁市清洁家园行动抓好 “三突出” （４７４）
!!!!!!!!!!!!!!!!!

　濮阳市积极探索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传机制 （４７５）
!!!!!!!!!!!!!!

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４７７）
!!!!!!!!!!!!!!!!!!!!!!!!!!!!

　特色活动 （４７９）
!!!!!!!!!!!!!!!!!!!!!!!!!!!!

　开展 “名家挥毫·礼赞道德模范”活动 （４７９）
!!!!!!!!!!!!!!!!

　组织开展 “向党献礼”———全省文明行业 （单位）主题创建活动 （４８０）
!!!!!!

　开展 “美德传扬·童心向党”主题实践活动 （４８１）
!!!!!!!!!!!!!!

　扎实开展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４８１）
!!!!!!!

　探索创新 （４８２）
!!!!!!!!!!!!!!!!!!!!!!!!!!!!

　黄石市实施 “四大工程”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４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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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４８４）
!!!!!!!!!!!!!!!!!!!!!!!!!!!!

　特色活动 （４８６）
!!!!!!!!!!!!!!!!!!!!!!!!!!!!

　衡阳市开展 “红遍衡阳”活动 （４８６）
!!!!!!!!!!!!!!!!!!!!

　长沙市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 （４８７）
!!!!!!!!!!!!!!!!!

　株洲市开展国学大讲坛活动 （４８８）
!!!!!!!!!!!!!!!!!!!!!

　长沙理工大学创办 “道德银行” （４８８）
!!!!!!!!!!!!!!!!!!!

　探索创新 （４８９）
!!!!!!!!!!!!!!!!!!!!!!!!!!!!

　长沙市探索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建设 （４８９）
!!!!!!!!!!!!!!!!

　常德市以 “四个注重”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４９０）
!!!!!!!!!!!!!!!

　攸县 “城乡同治”模式给力农村环境整治 （４９２）
!!!!!!!!!!!!!!!

　郴州市以 “和美”创建促进社会和谐 （４９３）
!!!!!!!!!!!!!!!!!

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４９５）
!!!!!!!!!!!!!!!!!!!!!!!!!!!!

　特色活动 （４９８）
!!!!!!!!!!!!!!!!!!!!!!!!!!!!

　汕头市开展百万学生学礼仪活动 （４９８）
!!!!!!!!!!!!!!!!!!!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传承孝德文化　培育现代文明 （４９９）
!!!!!!!!!!

　揭阳市揭东县举办七月七民俗展示活动 （５００）
!!!!!!!!!!!!!!!!

　探索创新 （５０１）
!!!!!!!!!!!!!!!!!!!!!!!!!!!!

　南方日报公益联盟 “幸福厨房” （５０１）
!!!!!!!!!!!!!!!!!!!

　汕尾市开展 “双百结对、共建文明”活动 （５０２）
!!!!!!!!!!!!!!!

　肇庆市开展 “暖流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５０３）
!!!!!!!!!!!!!!!!

广西壮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５０６）
!!!!!!!!!!!!!!!!!!!!!!!!!!!!

　特色活动 （５０９）
!!!!!!!!!!!!!!!!!!!!!!!!!!!!

　梧州市开展 “我为城市建设出份力”系列志愿活动打造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品牌 （５０９）
!!!!!!!!!!!!!!!!!!!!!!

　钦州市青少年坭兴陶大赛成效显著 （５１０）
!!!!!!!!!!!!!!!!!!

　探索创新 （５１１）
!!!!!!!!!!!!!!!!!!!!!!!!!!!!

　来宾市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５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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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５１４）
!!!!!!!!!!!!!!!!!!!!!!!!!!!!

　特色活动 （５１７）
!!!!!!!!!!!!!!!!!!!!!!!!!!!!

　海南文明大行动 （５１７）
!!!!!!!!!!!!!!!!!!!!!!!!!

　合唱团唱响文明曲 （５１８）
!!!!!!!!!!!!!!!!!!!!!!!!

　留守流动儿童书屋 （５１９）
!!!!!!!!!!!!!!!!!!!!!!!!

　探索创新 （５２０）
!!!!!!!!!!!!!!!!!!!!!!!!!!!!

　 “五大工程、六化整治”，提升城市品位 （５２０）
!!!!!!!!!!!!!!!

　深化内涵　丰富手段　整体提升文明生态村创建水平 （５２１）
!!!!!!!!!!!

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５２３）
!!!!!!!!!!!!!!!!!!!!!!!!!!!!

　特色活动 （５２６）
!!!!!!!!!!!!!!!!!!!!!!!!!!!!

　南岸区迎龙镇 “四季垄耕”特色活动 （５２６）
!!!!!!!!!!!!!!!!!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５２７）
!!!!!!!!!!!!!!!!!!!

　 “我们的节日·重庆端午周”活动 （５２８）
!!!!!!!!!!!!!!!!!!

　探索创新 （５３０）
!!!!!!!!!!!!!!!!!!!!!!!!!!!!

　餐桌文明大行动 （５３０）
!!!!!!!!!!!!!!!!!!!!!!!!!

四川省

　概况综述 （５３３）
!!!!!!!!!!!!!!!!!!!!!!!!!!!!

　特色活动 （５３６）
!!!!!!!!!!!!!!!!!!!!!!!!!!!!

　攀枝花市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我参与、我体验”活动 （５３６）
!!!!!!!!!

　乐山市开展 “嘉州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 （５３６）
!!!!!!!!!!!!!!!

　泸州市泸县巧用网络　架起七彩心桥 （５３７）
!!!!!!!!!!!!!!!!!

　泸州市古蔺县 “革命教育”推进和谐文明社区建设 （５３７）
!!!!!!!!!!!

　南充市高坪区把感动传递　让道德生根 （５３８）
!!!!!!!!!!!!!!!!

　泸州市纳溪区开展 “亲近经典、传承文明”活动 （５３９）
!!!!!!!!!!!!

　泸州市叙永县 “童心向党”主题活动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５３９）
!!!!!!

　广安市广安区创新开展 “欢乐市民大赛” （５４０）
!!!!!!!!!!!!!!!

　巴中市红色教育放光彩　红军精神代代传 （５４０）
!!!!!!!!!!!!!!!

　探索创新 （５４１）
!!!!!!!!!!!!!!!!!!!!!!!!!!!!

　双流县 “三家”活动引领农村乡风文明建设 （５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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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市乡土文化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５４２）
!!!!!!!!!!!!!!!!

　广安市科学生产助发展　文明生活促和谐 （５４３）
!!!!!!!!!!!!!!!

　泸州市龙马潭区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助推文明创建 （５４４）
!!!!!!!!!!!!

　平昌县 “五星”创建助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５４６）
!!!!!!!!!!!!

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５４８）
!!!!!!!!!!!!!!!!!!!!!!!!!!!!

　特色活动 （５５１）
!!!!!!!!!!!!!!!!!!!!!!!!!!!!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 （５５１）
!!!!!!!!!!!!!!!!!!!!!

　 “红旗漫卷”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５５２）
!!!!!!!!!!!!!!!!!!!

　遵义第五届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 （５５２）
!!!!!!!!!!!!!!!!!

　探索创新 （５５３）
!!!!!!!!!!!!!!!!!!!!!!!!!!!!

　贵阳市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文明城市创建 （５５３）
!!!!!!!!!!!!!!!

　平塘县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５５４）
!!!!!!!!!!!!!!!!!!!!

　铜仁市以 “六进村”为载体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５５６）
!!!!!!!!!!!!!

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５５８）
!!!!!!!!!!!!!!!!!!!!!!!!!!!!

　特色活动 （５６１）
!!!!!!!!!!!!!!!!!!!!!!!!!!!!

　第二届中华传统美德讲坛 （５６１）
!!!!!!!!!!!!!!!!!!!!!!

　２０１１年云南省文明办主任培训班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骨干培训班成功举办 （５６２）

!!!!!!!!!!!!!!!!!!!!!!!

　昆明市举行 “和谐春城第四届邻里节” （５６３）
!!!!!!!!!!!!!!!!

　通海县开展 “３·５”学雷锋暨青年志愿服务行动 （５６４）
!!!!!!!!!!!!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六个一”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５６５）
!!!!!!!!!!

　探索创新 （５６５）
!!!!!!!!!!!!!!!!!!!!!!!!!!!!

　红河州深入开展个开蒙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活动” （５６５）
!!!!!!!!!!!

　大理市 “五创新”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５６６）
!!!!!!!!!!!!!!!!!

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５６８）
!!!!!!!!!!!!!!!!!!!!!!!!!!!!

　特色活动 （５７０）
!!!!!!!!!!!!!!!!!!!!!!!!!!!!

　开展评选表彰 “６０位感动西藏人物” （５７０）
!!!!!!!!!!!!!!!!!

　开展 “激情放歌·唱响西藏”经典歌曲传唱活动 （５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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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创新 （５７２）
!!!!!!!!!!!!!!!!!!!!!!!!!!!!

　 “四新”建设打造文明和谐藏江南 （５７２）
!!!!!!!!!!!!!!!!!!

陕西省

　概况综述 （５７４）
!!!!!!!!!!!!!!!!!!!!!!!!!!!!

　特色活动 （５７８）
!!!!!!!!!!!!!!!!!!!!!!!!!!!!

　淳化县开展 “五送五建”活动 （５７８）
!!!!!!!!!!!!!!!!!!!!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开展 “三唱三颂”活动 （５８０）
!!!!!!!!!!!!!!!

　探索创新 （５８１）
!!!!!!!!!!!!!!!!!!!!!!!!!!!!

　热情的服务　亮丽的风景 （５８１）
!!!!!!!!!!!!!!!!!!!!!!

　民俗古镇育新风　精神文明结硕果 （５８３）
!!!!!!!!!!!!!!!!!!

　洋县洋州镇东城社区建立公民道德档案卡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５８６）
!!!!!!!!

　推行 “三点加四线”双向互动促发展 （５８７）
!!!!!!!!!!!!!!!!!

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５９０）
!!!!!!!!!!!!!!!!!!!!!!!!!!!!

　特色活动 （５９５）
!!!!!!!!!!!!!!!!!!!!!!!!!!!!

　酒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肃州分局创建 “四型”机关 （５９５）
!!!!!!!!!!!!

　兰州市大力度全方位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５９５）
!!!!!!!!!!!

　诵读中华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５９７）
!!!!!!!!!!!!!!!!!!!!

　张掖市开展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 （５９８）
!!!!!!!!!!!!!!!!!

　探索创新 （６００）
!!!!!!!!!!!!!!!!!!!!!!!!!!!!

　以文明创建协调推进工程为抓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６００）
!!!!!!!!

青海省

　概况综述 （６０３）
!!!!!!!!!!!!!!!!!!!!!!!!!!!!

　特色活动 （６０５）
!!!!!!!!!!!!!!!!!!!!!!!!!!!!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效 （６０５）
!!!!!!!!!!!!!!!!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扎实推进 “文明海西”创建活动 （６０５）
!!!!!!!!!!

　探索创新 （６０６）
!!!!!!!!!!!!!!!!!!!!!!!!!!!!

　西宁市开展 “交通因您而畅通”万人交通集中整治活动 （６０６）
!!!!!!!!!!

　湟中县：“十万农户创文明”活动给力文明城市创建 （６０６）
!!!!!!!!!!!

　西宁市：突出五项措施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６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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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６０９）
!!!!!!!!!!!!!!!!!!!!!!!!!!!!

　特色活动 （６１１）
!!!!!!!!!!!!!!!!!!!!!!!!!!!!

　吴忠市 “乡村好人家”评选扎实深入 （６１１）
!!!!!!!!!!!!!!!!!

　开展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关爱周”活动 （６１２）
!!!!!!!!!!!!!!

　探索创新 （６１３）
!!!!!!!!!!!!!!!!!!!!!!!!!!!!

　自治区财政审计旅游等系统创建文明行业的几点做法 （６１３）
!!!!!!!!!!!

　吴忠市：让道德之花在回乡盛开 （６１４）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６１６）
!!!!!!!!!!!!!!!!!!!!!!!!!!!!

　特色活动 （６１９）
!!!!!!!!!!!!!!!!!!!!!!!!!!!!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将元宵节灯会社火活动打造成各族群众共同的节日 （６１９）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属机关开展 “迎亚欧博览会，文明出行在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 （６２０）
!!!!!!!!!!!!!!!!!!!!!!!!!

　探索创新 （６２１）
!!!!!!!!!!!!!!!!!!!!!!!!!!!!

　克拉玛依市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６２１）
!!!!!!!!!!!

　用广播剧的形式加大道德模范宣传力度 （６２２）
!!!!!!!!!!!!!!!!

　阿勒泰地区培育建立 “好人库” （６２２）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概况综述 （６２４）
!!!!!!!!!!!!!!!!!!!!!!!!!!!!

　特色活动 （６２７）
!!!!!!!!!!!!!!!!!!!!!!!!!!!!

　巧用 “工作日志”助推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创建工作 （６２７）
!!!!!!!!!!!

　同住铸同心　盛开团结花 （６２８）
!!!!!!!!!!!!!!!!!!!!!!

　探索创新 （６２９）
!!!!!!!!!!!!!!!!!!!!!!!!!!!!

　 “四星级”牧家乐 （６２９）
!!!!!!!!!!!!!!!!!!!!!!!!

　用爱心点燃希望 （６３０）
!!!!!!!!!!!!!!!!!!!!!!!!!

　万名群众进书屋 （６３１）
!!!!!!!!!!!!!!!!!!!!!!!!!

　弘扬传统文化　打造经典校园 （６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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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７）
!!!!!!!!!!!!!!!!!!!!

中央文明办 （６３８）
!!!!!!!!!!!!!!!!!!!!!!!!!!!!

中央直属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３８）
!!!!!!!!!!!!!!!!!!

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６３８）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８）
!!!!!!!!!!!!!!

交通运输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９）
!!!!!!!!!!!!!!!!!

铁道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９）
!!!!!!!!!!!!!!!!!!!

水利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９）
!!!!!!!!!!!!!!!!!!!

卫生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３９）
!!!!!!!!!!!!!!!!!!!

中国人民银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０）
!!!!!!!!!!!!!!!!

国资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０）
!!!!!!!!!!!!!!!!!!!

国家税务总局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６４０）
!!!!!!!!!!!!!!!!!

中国银监会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０）
!!!!!!!!!!!!!!!!!!!

中国保监会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６４０）
!!!!!!!!!!!!!!!!!!

中国气象局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０）
!!!!!!!!!!!!!!!!!

全国妇联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１）
!!!!!!!!!!!!!!!!!!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１）
!!!!!!!!!!!!!!!!!!!!!!

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１）
!!!!!!!!!!!!!!!!!!!!!

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２）
!!!!!!!!!!!!!!!!!!!!!

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２）
!!!!!!!!!!!!!!!!!!!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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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２）
!!!!!!!!!!!!!!!!!!!

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３）
!!!!!!!!!!!!!!!!!!!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３）
!!!!!!!!!!!!!!!!!!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３）
!!!!!!!!!!!!!!!!!!!!!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３）
!!!!!!!!!!!!!!!!!!!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３）
!!!!!!!!!!!!!!!!!!!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４）
!!!!!!!!!!!!!!!!!!!

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４）
!!!!!!!!!!!!!!!!!!!

江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４）
!!!!!!!!!!!!!!!!!!!

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４）
!!!!!!!!!!!!!!!!!!!!!

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５）
!!!!!!!!!!!!!!!!!!!

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５）
!!!!!!!!!!!!!!!!!!!!!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５）
!!!!!!!!!!!!!!!!!!!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５）
!!!!!!!!!!!!!!!!!!!!!

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６）
!!!!!!!!!!!!!!!!!

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６）
!!!!!!!!!!!!!!!!!!!

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６）
!!!!!!!!!!!!!!!!!!!!!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６４６）
!!!!!!!!!!!!!!!!!!!!!

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７）
!!!!!!!!!!!!!!!!!!!

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７）
!!!!!!!!!!!!!!!!!!!

西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７）
!!!!!!!!!!!!!!!!!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７）
!!!!!!!!!!!!!!!!!!!

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７）
!!!!!!!!!!!!!!!!!!!

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８）
!!!!!!!!!!!!!!!!!!!

宁夏回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８）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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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６４８）
!!!!!!!!!!!!!!

大　事　记

１月４—５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６５１）

!!!!!!!!!!!!!!!!!!!!!

１月４—５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 （６５２）
!!!!!!!!!!!!!

１月１０日　中央文明办向２００８年评选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和优秀
少年发送贺卡、贺信 （６５２）

!!!!!!!!!!!!!!!!!!!!!!

１月１３日　中央文明委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６５２）

!!!!!!!!!!!!!!!!!!!

１月１４日　第二十四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６５３）
!!!!!

１月１８日　 “迎世博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文明短信传递活动

颁奖暨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６５４）
!!!!!!!!!!!!!!!!!!!!

１月３０日　李长春给全国道德模范寄送亲笔签名的新春贺卡贺信 （６５４）
!!!!!

２月１日　 《２０１１我们的节日———中华长歌行》“（辛卯年）
春节”电视特别节目播出 （６５５）

!!!!!!!!!!!!!!!!!!!!

２月１２日　 “奉献之星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奖评选”揭晓 （６５５）
!!!!!

２月１４日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感动中国２０１０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揭晓 （６５５）

!!!!!!!!!!!!!!!!!!!!!!!!!!!

２月中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６５６）
!!!!!!!!!!!

２月２８日　中央外宣办举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 （６５７）
!!!!!!!!

３月１日　中央文明办等启动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 （６５８）
!!!!

３月２日　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工作推进会在武汉市百步亭
社区召开 （６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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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 “讲文明树新风”

志愿服务视讯会议 （６５９）
!!!!!!!!!!!!!!!!!!!!!!!

３月１１日　中央文明办召开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培训工作视讯会议 （６６０）
!!!!!!

３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颁布 （６６０）
!!!!!!!!!!!!!!!!!!!!!!!!

３月１７日　中央文明办、公安部联合召开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电视电话会议 （６６１）
!!!!!!!!!!!!!!!!!!!!!!!!!

３月下旬　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向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学习 （６６１）

!!!!!!!!!!!!!!

３月２１日　中央文明办下发关于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的通知 （６６２）
!!!!

４月１５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印发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
年度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６６２）

!!!!!!!!!

４月１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
妇联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征集推荐活动 （６６３）

!!!!!!

４月１８日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江苏苏州、吉林长春、
山东潍坊、广东广州等城市举行启动仪式 （６６３）

!!!!!!!!!!!!!

４月２２日　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宣传
报道工作专题会议 （６６３）

!!!!!!!!!!!!!!!!!!!!!!!

４月２２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网上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６６４）

!!!!!!!!!!!!!!!!!!!!!!!

４月２３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十二五”规划》 （６６４）

!!!!!!!!!!!!

４月２５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
省委在四川举办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讨会 （６６５）
!!!!!!!!!!!!!!!!!!!!

４月２６日　中华志愿者协会在京成立 （６６５）
!!!!!!!!!!!!!!!!!

４月３０日—５月１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合肥举行 （６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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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上旬　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１８部委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组织好２０１１年六一国际
儿童节各项庆祝活动 （６６７）

!!!!!!!!!!!!!!!!!!!!!!

５月２日　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在合肥召开 （６６７）
!!!!!!!!!!!!!!

５月７日　中央文明办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 “抗震救灾英雄

少年”座谈会 （６６７）
!!!!!!!!!!!!!!!!!!!!!!!!!

５月１６日　全国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视讯会议在北京召开 （６６８）
!!!!!!

６月２日　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全国地市级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 （６６８）

!!!!!!!!!!!!!!

６月１０日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召开 （６６９）
!!!!!!!!

６月２０日　刘云山出席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表彰会并讲话 （６７０）

!!!!!!!!!!!!!!!!!!!!!!!!!

６月２１—２２日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行 （６７１）

!!!!!!!!!!!!!!!!!!!!!

６月２６日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全国汇演在江苏省无锡

江南大学体育馆举行 （６７１）
!!!!!!!!!!!!!!!!!!!!!!

６月２８日　２０１１年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电脑捐赠仪式

在贵州省铜仁市川硐中心小学举行 （６７２）
!!!!!!!!!!!!!!!!

７月１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 （６７２）

!!!!!!!!!!!!!!!!!!!!!!!!!!!

７月６日　以 “服务三农发展，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２０１０年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北京

启动，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同时举行 （６７４）
!!!!!!!

７月６—１２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 （６７４）
!!!!!!!

７月１４—１７日　李长春在甘肃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６７５）

!!!!!!!!!!!!!!!

７月下旬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等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
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６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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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初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 《从怎么看

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１１》出版发行 （６７６）
!!!!!!!!!!

８月９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
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召开“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视频会议，对新闻战线开展活动进行部署 （６７７）
!!!!!!!!!!!!!

８月９—１２日　 “中华诵·２０１１中小学生夏令营”在张家港市
青少年实践基地隆重举行 （６７８）

!!!!!!!!!!!!!!!!!!!!

８月１２—１３日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编辑工作会议

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６７８）
!!!!!!!!!!!!!!!!!!!!!!

８月２２日　 “伟大历程”网上作品大赛活动圆满结束 （６７８）
!!!!!!!!!

９月５日　由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共同举办的 “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全国启动

仪式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 （６７９）
!!!!!!!!!!!!!!!!!!!!

９月５日、６日和８日　李长春在北京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等进行调研 （６７９）
!!!!!!!!!!!!!!!!!!!!

９月１３日　新闻战线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座谈会

在京举行 （６８０）
!!!!!!!!!!!!!!!!!!!!!!!!!!!

９月２０日　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八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
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并讲话 （６８１）

!!!!!!!!

９月２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京举行评选表彰和学习
宣传道德模范新闻发布会 （６８２）

!!!!!!!!!!!!!!!!!!!!

１０月１１日　叶志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６８３）
!!!!!

１０月１５—１８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６８４）
!!!!!!!!!!!

１０月１８日　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对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安排部署 （６８４）

!!!!!!!!!

１０月１９日　李长春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门负责人
会议，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 （６８４）

!!!!!

１０月２５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动员会在京召开 （６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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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１０月２５—２８日　中央宣传部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 （６８６）

!!!!!!!!!!!!!!!!!!!!!

１１月初　中组部印发 《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 （６８６）
!!!!!!!!

１１月３日　刘云山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文化体制改革和
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并讲话 （６８７）

!!!!!!!!!!!!!!!!!!

１１月４日　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颁奖报告会在京举行 （６８８）

!!!!!!!!!!!!!!!!!!!!!

１１月７日　新华社建社８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 （６８８）

!!!!!!!!!

１１月８日　中央文明办发出 《关于在春节、元宵节期间

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通知》 （６８９）
!!!!!!!!!!!

１１月１０—１４日　李长春在广东调研时强调，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号角，

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６９０）
!!!!!!!!!!

１１月１５日　由全国总工会、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商务部和国资委联合表彰的第十二届全国职工

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标兵个人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６９０）
!!!!!!!

１１月１７日　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作出批示 （６９０）

!!!!!!!!!!!!!!

１１月２２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６９１）
!!!!!!!!!!!!!!!!!!!!!

１１月下旬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赴全国各地基层开展
走访帮扶道德模范活动 （６９２）

!!!!!!!!!!!!!!!!!!!!

１２月５日　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中国
文明网、央视网等单位承办的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荐活动圆满结束 （６９２）
!!!!!!!!!!!!!!

１２月１２—１３日　中央宣传部在广州召开加强移动互联网
文化建设现场会 （６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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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０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李长春出席并讲话 （６９３）

!!!!!!!!!

附　录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６９７）
!!!!!!!!!!!!!!!!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７９４）
!!!!!!!!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名单 （８１２）
!!!!!!!!!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共５４名） （８３５）
!!!!!!!!!!!!!!!!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名单 （共２６０名） （８３８）
!!!!!!!!!!!!

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获奖名单 （８４６）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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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

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

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服

从服务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围

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和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

了良好环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营
造了浓厚氛围，为 “十二五”时期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提供了有力支持。

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学习教育
深入人心。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精神，群众
性学习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庄重热烈，充分表

达了广大干部群众心向党跟党走的真实情感。

深入学习宣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讲话
的重大意义、重要观点、精神实质和深刻内

涵，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更加坚

定。精心组织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摄制播

出大型电视文献片 《旗帜》，举办 《我们的旗

帜》大型文艺晚会，推出 《建党伟业》、《中国

１９２１》、《开天辟地》等优秀影视作品和 《中国

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等重点图书。广泛开

展 “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

征集评选巡演，举办全国百家网站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网上系列活动。进一步学习宣

传 “双百”人物中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崇高

精神，修改展出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广泛

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和 “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以嘉兴、延安、西柏坡、南昌、山西武

乡等革命纪念地和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制作播

出３２期 “激情广场”专题电视节目，大力唱

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

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２“讲文明树新风”和志愿服务活动影响
广泛。大力倡导文明言行，优化公共秩序、公共

环境和公共服务，充分展示了城乡群众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在全社会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围绕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主

题，征集制作刊播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９０余件，全国手机用户创作转发 “修身律己，

做文明人”短信２７亿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推
进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重点整治超载、酒后

驾车等行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深化交通运输文化建设，开展生态文明

创建、平安创建、和谐家庭创建和无邪教创建等

活动。扎实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大力推进廉政文

化建设。举办第十一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制定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召开第七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会议，部署 “六五”普法工作。贯彻落实中央

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

大力宣传 “奉献他人、提升自我”的志愿服务

理念，召开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视讯会

议。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８６个全
国文明城市 （区）、创建工作先进城市 （区）和

１０５个中央企业举办活动启动仪式，募集活动资
金８０００余万元。继续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残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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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开展西部文化建设志

愿服务、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充分发挥物

业服务企业作用，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深

入推进巾帼志愿服务、红十字志愿服务、消防

安全志愿服务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全国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荐活动

并召开座谈会，加强志愿服务工作理论和实践

问题研究。成立中华志愿者协会。

３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反响
热烈。坚持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相

结合，激发人们参与热情，营造了学习、崇

尚、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广泛发动群众

参与，共提名 ３６万余人参评全国道德模范。
集中宣传 ３１７名正式候选人事迹，首次设立
“公众代表”投票评选环节，各地群众投票达

１１３亿人次。举办 “德耀中华”颁奖典礼，隆

重表彰５４名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和２６０名提名
奖获得者。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开辟专版特

刊、专题专栏，刊发通讯报道、言论评论，刊

播公益广告，及时报道活动进展情况和社会反

响，浓墨重彩地宣传道德模范风采，报道基层

一线的好人好事。举办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

第八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开展第九个公民道

德宣传日活动，组织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

巡演及首都高校座谈巡讲１１００余场。组织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举办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２２场，１４６亿网民推举身
边好人５２１７名，其中１３１１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帮扶生活困难的３２名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充
分体现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表彰第十二届全

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标兵。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已经成为引导广大群众参与道德建

设的成功实践和重要载体。

４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果丰硕。以
评选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为契机，兴起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热潮，有力

促进了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的提高。

颁发２０１１年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

《操作手册》，委托国家统计局对原有２３个全

国文明城市 （区）进行复查，对新参评的 ４９
个城市 （区）进行测评。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表彰大会，隆重表彰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２７个、文明村镇８９９个、文明单位１７９４个，
确定保留 ２３个城市 （区）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荣誉称号，组织中央新闻媒体集中宣传

推广一批典型经验。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总结

成功经验，研究部署工作，推出一批创建文明

村镇、文明集市及城乡共建活动先进典型。继

续推进农村清洁工程和新农村新家庭计划，推

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开展

防灾减灾和健康教育 “红十字老区行”主题活

动。拓展文明单位创建领域。开展创建文明网

站活动，制定印发 《全国 “文明网站”测评标

准》，组织百家知名网站联名发出活动倡议，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不断深化。党政

机关 “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窗口行业 “诚实

守信、优质服务”活动取得新进展。开展以

“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为内

容的医德医风建设。发布 《文明旅游倡议书》，

引导游客恪守公德，讲究礼仪，文明游览。深

入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开展 “诚信

兴商宣传月”和创建诚信市场活动。

５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富有成效。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 ［２００４］８号和１６号文件精神，继
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青少年成长进步的文化氛围更加

积极健康。进一步完善德育体系，深入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道德资源，充实到中小学校德育教

学和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组织开

展抵制低俗工作，持续开展整治互联网、手机

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大力净化荧

屏声频，加强校园周边治理，推进网络游戏防

沉迷系统建设，实施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

护工程。推进少儿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公

益性上网场所建设。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主题活动，广泛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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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举办全国汇演和百家网站展播，城乡２０余
万所中小学校、１５亿学生参与。开展网上祭
英烈、向国旗敬礼签名寄语活动，参与人次

５８０余万。组织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召
开四川汶川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座谈会，开展中

华经典诵读活动，推动各地评选表彰学习美德

少年。推进乡村学校文化科技活动场所建设，

组织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十二五”时期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首批１６００所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进展顺利。加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修订颁发２０１１年版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对７２个城市 （区）

进行测评，测评成绩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

前置条件，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建设

取得新进展。扎实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组织开展 “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和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评选年度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优秀成果，宣传表彰大学生先进典型，组织

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团赴高校巡

回报告，举办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召开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会议，规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

“全国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系列活动。

６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明显改善。贯彻
落实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继续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

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

乡乡有文化站，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巩固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成果，

启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美术馆免费开

放工作。组织实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

重大进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顺利推进。以

“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在春节、元宵、清明、

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重要民族传统节日期

间制作播出 “中华长歌行”特别节目和访谈录，

组织传统节日民俗、文体娱乐和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广泛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

区”、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和 “心连心”、

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开展全国优秀科普图书

推介和科普影视作品巡演，加强农村文化中心

户、文化大院和文化广场建设，推进城乡基层小

戏小品展演、老年合唱节等群众文化活动。贯彻

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大力发
展全民健身运动。举办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开展

全国百家出版社文化助残公益行动。“绿色”电

脑进西部活动和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成效明显。

７红色旅游成为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重要阵地。印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召开全国红色旅游工作会

议，稳步推进第二期经典景区建设，红色旅游

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扩大。

加强红色旅游推介，建设红色旅游网上宣传平

台，举办 “寻访革命足迹、弘扬民族精神”网

上红色旅游活动，公布第三批博物馆、纪念馆

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名单，并纳

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 “一号工程”的示范带动作用，公布

一批重点反映党史、军史内容及重要人物事迹

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挖掘四川汶川地震

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蕴涵的宝贵精神财

富，努力把重建后的灾区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基

地、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和展示中国发

展模式、发展道路勃勃生机的窗口。完成钱学

森图书馆建设并向社会开放，举办 “人民科学

家钱学森”事迹展览。推进中共六大会址修复

保护工作，研究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管

理和保护。组织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人员和导游

员、讲解员教育培训。

总体看，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推进，成效明

显，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

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网络建设和管理亟

待加强和改进。必须抓紧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文明办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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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讲 话

李长春在中央文明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１月１３日召
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主持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

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紧紧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着

力加强形势政策教育，着力营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的浓厚氛围，着力抓好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和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评选表彰活动，着力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培育良好社会风

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不断提高公

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现代文明程度，为 “十

二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思想

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会议指出，２０１０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很不
平凡的一年。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充分运用思想教育的丰富资源，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取得新进展；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推

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焕发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活力，推动文化惠

民、乐民、育民、富民工作取得新进展。精神

文明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完成 “十

一五”规划目标任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李长春指出，２０１１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精神文明建设既面临极好机

遇，又肩负繁重任务。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深刻把握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积极

投身 “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为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要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活动为契机，深
入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要精心组织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进一

步营造学习、崇尚、关爱、争当道德模范的社

会风尚。要加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教育，认真做

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的评选表彰工作，进一步兴起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热潮。要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积极推

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整治互联网和手机淫

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强力净化社会文化环

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要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进一步扩大红色旅游的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

李长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摆上更加突

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出的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要把

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着

力在服务群众、务求实效上下工夫，把解决思

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群众

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与推动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多办顺民意、

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不断开创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新局面。

（据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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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讲 话

李长春对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作重要批示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

６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会议作出

重要批示，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开

展文明户、文明村镇、文明集市等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大力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推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长春在批示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面向基层、服务农民，思想道德建设扎实

有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广泛深入，重点文

化惠民工程稳步推进，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

彩，各项工作在巩固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

农村面貌进一步改善，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不断提高，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

李长春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抓手，是党和政

府农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进一

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维护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新形

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各地区

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作用，充分尊重亿万农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形成全党全社会

共同关心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据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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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发表讲话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深入推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

根本，深入开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普

及，切实加强经常性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扎实

推进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要以推进改善民生、

优化农村环境为突破口，深入开展文明户、文

明村、文明集市、文明县城、文明小城镇等群

众性创建活动，着力推动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实际问题，着力形成以城带乡、城乡共创

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社

会文明程度。要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为目标，大力繁荣发展农村文化，

不断巩固拓展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提高优秀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特

色文化，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各地

各部门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摆上突出位置，

加大组织动员力度、政策支持力度、财政投入

力度，进一步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条

件，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

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

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努力开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据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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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１］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已经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领导审定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

际贯彻执行。

附录：《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
版）》

（见本卷附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 （２０１１年版）》已经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领导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

区、本部门实际贯彻执行。

附录：《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见本卷附录）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日）

３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关于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

作用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关于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促
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已经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领导批准，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关于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发

［２００４］８号）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０］３９号），切实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把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引向深

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意义和基本途径

１加强新形势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重要意义。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约３６７亿，
其中三分之二在农村。做好农村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决定着整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成效，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２００４
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部署，切实

推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和校外活动

场所建设，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地入学，开展多

种形式的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

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总体上仍比较薄弱，特别是农村未成年人

活动场所等严重不足，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和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要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创新方法手段，不断改善农

村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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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促进他

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２加强新形势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基本途径。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

所建设，为农村未成年人开展实践活动、提高

综合素质创造条件，是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基础性、长期性工程，也是加强新形势

下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近

年来，山东等地通过创造性地开展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促进了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主阵地主渠道作用的发挥，推动了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效衔接，调动了社会

各方面力量对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关

心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十二五”期间，中央文明办、财政部、

教育部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以农村学校

为依托，将在各地建设８０００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这为丰富广大农村未成年人的课外文化生

活、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有

利契机。各地要紧紧抓住这一契机，以加强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管理为基本抓手，以实施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

目为示范引导，大力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

二、扎实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１明确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性质和定位。乡
村学校少年宫是指依托农村中小学校现有的场

地、教室和设施，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

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

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课外活动的公益性

活动场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要始终坚持公益性

原则，为农村未成年人免费提供文化服务，不

开展任何赢利性的经营活动，不开办收费特长

班、培训班，坚决避免成为应试教育的第二

课堂。

２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建设乡村学校
少年宫示范工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是关心关爱农村未成年

人、为未成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的具体体现。各

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财综 ［２０１１］４４号）和 《关于组织实施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通

知》（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６号）的要求，制定具
体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切实做好项目申报，加

强项目组织管理，做好场所修缮、器材配备、

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努力发挥资

金整体效益，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惠民工程、示范工程。

３采取多种形式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各地要以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为示范引导，采取多种形式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根据当地财力情

况，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些资金与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统筹使用，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有关部门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利用本系统

优质资源，建设特色乡村学校少年宫。积极推

动城市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建立与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活动衔接机制，实现资源共享。调

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采取冠名、挂牌

等形式吸引社会捐助，争取文明单位在资金、

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共建乡村学

校少年宫。同时，要引导各级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率先垂范，在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方

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三、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教育服务

功能

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以乐促
智。乡村学校少年宫是未成年人的课外活动乐

园。要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因地制宜，

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歌

咏、乐器、舞蹈、绘画等艺术活动，球类、武

术、棋艺、跳绳等体育活动，以及滚铁环、灯

谜、放风筝、舞龙灯等乡土文化特色活动，使

文体娱乐活动成为乡村学校少年宫最普遍开

展、最基本的活动形式，让农村中小学生放学

后有地方去、有场所玩，在健康快乐的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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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锻炼和提高。

２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动，以技促
能。乡村学校少年宫是未成年人开展社会实践

活动的基地。要立足于师资、场地、设施等条

件，开展科技、手工等活动，提高农村未成年

人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根据地域文化和学校

特色，将皮影、木偶、剪纸、民乐、戏曲等民

间手工艺及传统文化活动引进来，让广大农村

未成年人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陶冶

道德情操。与劳动实践课程相结合，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实践，增强未成年人的劳动

技能，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习惯。

积极组织各类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推动少年

宫技能培训和科技、文艺活动的开展，促进农

村未成年人基础能力、基本技能的培养，发挥

发展特长，为他们将来成长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

３开展内容鲜活的经典诵读活动，以读养
德。乡村学校少年宫是陶冶未成年人身心的课

堂。要充分运用传统经典这一优质思想道德教

育资源，以乡村学校少年宫为阵地，广泛开展

经典诵读活动。要把经典诵读同学习当代道德

模范结合起来，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增强经

典诵读的时代感。结合 “我们的节日”活动，

开展经典诵读展示、汇演等活动，引导未成年

人在诵读的基础上理解经典内涵，提高文化素

质和道德修养。要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积极开

展生命安全、环境保护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培养未

成年人的良好行为习惯和高尚道德品质。

四、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推进农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努力改善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
基础条件。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城市

相比，基础条件较差，设施偏少、投入不足，

制约了工作开展。各地要以建设乡村学校少年

宫为契机，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为

带动，引导有关部门和单位把基层文化设施建

设重点放到农村，通过整合利用各类教育资

源、维护修缮基础设施、补充更新器材用具

等，努力解决农村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匮乏、配

套设施不全、分布不均等问题，为农村未成年

人就近就便参加课外活动创造条件。

２积极壮大农村未成年人工作队伍。各地
要在充分发挥教师骨干作用的同时，加强乡村

学校少年宫辅导员队伍建设，积极吸收城镇学

校有专长的教师、社会 “五老”人员以及当地

专门文化人才、先进人物和民间艺人等担任义

务辅导员，鼓励大学生、机关干部、企事业单

位员工等开展面向农村未成年人的志愿服务，

逐步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农村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队伍。

３着力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辐射带动作用，依

托乡村学校少年宫，广泛开展以城带乡、城乡

共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组织地方图

书馆、文化馆、文艺院团、电影企业积极送图

书、送演出、送电影到乡村学校少年宫，将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

动、建设学校网络教室等结合起来，开辟公益

性上网场所，为农村未成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

４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将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向 “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

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倾斜，为 “留守儿童”提供

更多活动阵地。组织 “留守儿童”积极参加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使他们的课外时间由分

散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状态，加强对他们的正面

教育引导。采取代理家长、结对帮扶等多种办

法，让 “留守儿童”更多地感受到老师的关心、

社会的关爱，不断改善他们的学习成长环境。

五、切实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使用工作

落到实处

１高度重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建
设乡村学校少年宫，是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和改

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举措。各

级党委政府要把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作为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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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工作，作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工作日程，加大力量

和投入，不断改善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条件。各级文明委要把建设乡村学校少年

宫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之中，作为评选先进的重

要依据，推动这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２建立完善乡村学校少年宫各项管理制
度。按照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管理办法》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７号）的有关规定，制定乡
村学校少年宫规范运行制度，明确活动的组织

实施流程，规范活动程序、内容和标准。制定

辅导员队伍管理制度，明确各类辅导员的岗位

职责，规范辅导员的聘用、培训和辅导工作。

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档案管理制度，明确 “一

校一档”，对每个场所的器材配备、队伍建设、

活动开展、考勤登记、财务管理、制度规范等

情况进行记录归档。建立考核激励制度。文明

办、教育、财政等部门要定期对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督查，对所依托学校

进行考核评估，考评结果作为补贴运行费的重

要依据，并纳入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评估体系。

３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农村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局面。各级文明办要认真履

行组织协调职责，协调各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和

改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明委

各成员单位要在阵地建设、资金投入和政策保

障等方面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有

力支持，把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共青团、妇联、科协、关工委等群团

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动员各自联系的群

众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丰富农村未成年

人的课外生活。各新闻媒体要及时宣传报道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进展、活动效果，总结推

广好经验、好做法，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

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氛围。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区）、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的决定
（文明委 ［２０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

本，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活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

展和显著成绩，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

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影响广泛的先进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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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硕成

果，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

展，中央文明委决定，授予长沙市等２７个城市
（区）全国文明城市 （区）称号、北京市朝阳

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等８９９个村镇全国文明村
镇称号、首都博物馆等１７９４个单位全国文明单
位称号。同时，决定继续保留厦门市等２３个城
市 （区）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城市 （区）、村镇、单位珍

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推进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促进经济

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更好地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

贡献。

附录：《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区）、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名单》

（见本卷附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８部门

关于２０１１年深入开展 “百城万店

无假货”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１］１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会、团委：

为进一步推动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深

入开展，经有关部门协商，现就２０１１年的工作
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２０１１年的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要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围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围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组织开展。要把强化市场监管与构建信用体系

结合起来，把热情周到服务与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结合起来，把及时解决生产流通和服务领

域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采取多

种形式引导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增强诚信

守法意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营造和谐消费

环境，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重点工作

为推动各地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深入

开展，中央有关部门将集中组织开展１０项重点
工作：

１严厉查处农产品和商贸流通领域价格欺
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的违法行为。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进行试

点，分行业逐步推进明码实价。３月中旬，组
织企业发布明码实价自律宣言；５月上旬，以
“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开通 １０周年为契机，
开展价格诚信宣传活动。

２组织开展 “红盾护农”、 “打假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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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春耕、保夏播、保秋种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及配件

等违法行为，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市场，切实保

护农民合法利益。

３依法查处仿冒知名商品名称、包装、装
潢和冒用他人企业名称、伪造产地等不正当竞

争行为。加强对旅游景区景点和旅游商品市场

的检查，打击销售假冒伪劣旅游商品违法行

为。３月中旬，全国质检系统组织开展罚没假
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二、三季度，全国

工商系统持续开展 “红盾保知”执法行动，对

大要案件挂牌督办，曝光一批违法企业，公布

一批典型案件。

４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加大对重点食
品、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的综合治理，着力解

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５严厉打击借 “家电下乡”之名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和虚假宣传、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

６加强广告市场监管，切实推进医疗、药
品、保健食品广告专项整治。每季度重点对省

级电视台卫视频道、大中城市电视台经济频

道、都市类报纸广告进行监测检查，及时曝光

一批典型违法广告。规范媒体广告发布活动，

指导督促媒体落实广告发布审查责任，提高广

告发布质量和公信力。

７加快 “１２３６５”产品质量举报处置指挥
系统建设，扩大执法打假案源渠道。继续推进

“１２３１５”网络进商场、进超市、进市场、进企
业、进学校，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教育和引导

工作，努力把消费纠纷和解在企业、化解在

基层。

８开展 “诚信经营”、“诚信市场”、“文

明集市”示范创建活动，适时对创建活动先进

单位进行表彰。全国商贸系统将在零售、住

宿、餐饮、美容美发、洗染等行业引入消费者

参评机制，举办公众满意度调查活动；在食

品、酒类、药品、屠宰等与食用安全相关的重

点领域，创建一批诚信经营示范企业，举办现

场经验交流会；选择一批重点商圈，举办诚信

经营示范企业融资推介活动。９月，集中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

９“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开
展 “百城万店青年文明号信用示范周”、“百城

万店青年文明号助万家”活动，动员和组织青

年文明号集体及争创集体开展宣传咨询，提供

诚信服务，帮扶困难群体。

１０以评选表彰第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道
德建设标兵为契机，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弘扬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良好职业风尚。各地要在

参与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结合实际，围绕群

众反映强烈的消费领域突出问题组织开展相关

活动。

三、活动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百城万店无

假货”活动，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协调配合，

形成部门联动，为活动深入开展提供有力

保证。

１明确目标、突出重点。要在 “五一”、

“十一”等节假日和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期间，集中开展清查治理活动，确保节日市

场供应有序。要加强网络购物、电视购物活动

监管，以促进这方面问题的有效解决。要围绕

食品、药品、农资、通讯等方面存在的热点问

题，及时进行专项整治，力求取得阶段性

成果。

２求真务实、改进创新。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采取相应

措施，推动工作落实。要紧密结合新的市场、

新的业态以及大众新的消费习惯，及时调整工

作重点、充实活动内容，努力在活动主题上做

到品牌创新，在具体措施上做到方式创新，在

示范创建、监管惩戒和规范服务上做到机制创

新，不断开创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新

局面。

３加强监督、抓好创建。“百城万店无假
货”活动开展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已向社会公

布七批１２７条全国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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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街、六批４８１家示范店，同时取消其中１条
商业街和６８家商店的全国示范街、示范店称
号。为提高创建质量，确保名实相符，中央有

关部门将修订完善示范标准，采取差额申报和

末位淘汰方式，于２０１１年下半年重新确认全国
示范街和示范店，并通过媒体公布，接受社会

监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创

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区和文明单位的一项重要

内容，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并按照要求做好申

报工作 （通知另发）。

４大力宣传、营造氛围。新闻单位要继续
关注和支持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通过开

设专题、专栏、专版，运用集中宣传、跟踪报

道、重点评述、群众评议等多种方式，宣传这

项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和

要求，报道企业加强诚信建设的进展和成效，

推广各地在组织开展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和

经验。要积极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

通过举办网上谈、发布会等形式，扩大活动的

影响力和覆盖面。中宣部宣教局将会同中央电

视台在财经频道相关栏目设立 “百城万店无假

货”活动节目板块，持续宣传报道开展活动的

有关情况，剖析生产流通和服务领域存在的突

出问题，及时反映消费者的利益诉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１０部门

关于开展 “党在我心中”主题读书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１］２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总工会、团委、妇联、教育厅 （教委）、文化

厅 （局）、广播影视局、新闻出版局，解放军

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中央各主要新闻

单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决定联

合开展 “党在我心中”主题读书活动。现将有

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 “党在我心中”为主题，充分发挥全民

阅读活动影响广泛的优势，通过开展重点推

介、诵读演讲、捐赠助读、读书征文、知识竞

赛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

重温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和奋勇前

进的光荣历史和伟大成就，更好地认清党的宗

旨、掌握党的理论、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的知识、理解党的奋斗目标，激励人们坚定

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二、阅读重点

１关于党的历史的读物。全面准确反映９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光

辉历程的优秀图书；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

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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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揭示和宣传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领

导我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

的巨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

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的优秀党史读物。

２关于党的理论的读物。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经典著作、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９０
年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优秀理论

读物；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阐释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和理

论问题的优秀通俗理论读物。

３关于党的知识的读物。宣传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宣传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

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性质，宣传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

导核心，宣传党的指导思想、纲领任务、组织

结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的党建知识读物；

宣传中国共产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

化，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优秀

图书。

４关于党员风采的读物。充分展示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贡献和高尚品格的优秀读

物，充分展示各时期各条战线共产党员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的优

秀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

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

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的优秀读物。

三、工作安排

１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优秀图书推介。中宣
部、新闻出版总署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重点选题为主，组织推选 ２００种优秀读物，
涵盖５年来出版的优秀主旋律作品，开展 “全

国百家书城联合展示展销”，并向基层党支部

捐赠。共青团中央结合全国青少年 “学党史、

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开展 “党在

我心中”全国青少年学党史系列活动，推荐优

秀作品、组织在线阅读，开展学习交流。国家

广电总局组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制作系列节目，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重点选题图书进行推介。

２“党在我心中”主题读书征文。全国总
工会在职工书屋、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在大中

小学校、文化部在全国公共图书馆、新闻出版

总署在农家书屋、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基

层部队，组织本系统读书征文活动。

３“党在我心中”经典诵读活动。教育部
在教育系统内倡导开展 “中华诵·颂歌献给

党”经典诵读活动，在上海、井冈山、延安、

西柏坡、北京五地组织经典诵读晚会。

４“党在我心中”党的知识竞赛。中宣部
《党建》、《时事报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和有关党刊开展全国党建知识竞赛。解放军总

政治部宣传部举办全军党史军史知识竞赛

活动。

四、具体要求

１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在全社会开展 “党在我心中”

主题读书活动，是今年全民阅读活动的重中之

重。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这项重要任务摆上重要

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周密

安排、加强协调，对本部门本单位开展活动作

出专门部署，推动主题读书活动扎扎实实开展

起来。

２突出主题，抓住重点。 “党在我心中”
主题读书活动是开展群众性爱党爱国教育的有

效途径。各部门各单位要着力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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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核心力量；深刻认识是历史和人民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

改革开放，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地投身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

在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

向前进。

３重在基层，贴近群众。各部门各单位要
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

以基层群众为主体，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创

造性，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让活动真正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

校园、进军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实实在在的

影响。要创新活动形式，多从群众切身需要出

发，多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关注少数

民族、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体，多让群众表达、

抒发对党的真情实感，让主题读书活动成为密

切党和群众联系的重要载体。

４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

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央文明网、人民网、新

华网等新闻媒体要根据各地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的情况，安排重要版面、栏目和时段进行报

道，并结合各自特点选取有特色的活动展开灵

活多样的宣传。各地党委宣传部要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期刊、报纸、网络、手机等多种载

体、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活动的社

会影响。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１４部门

关于２０１２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１］４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教育厅 （委、局）、科技厅 （委）、司法厅

（局）、农业厅 （委、局）、文化厅 （局）、卫

生厅 （局）、人口计生委、广播影视局、新闻

出版局、共青团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科学技

术协会：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重要一年。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部、文化

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广电总局、新

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

协决定，２０１２年继续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

２０１２年的 “三下乡”活动，要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

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

绕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丰富农村精神文化

生活，提升农民群众综合素质，着力动员社会

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着力加强农村文化科技

卫生领域公共服务，着力完善活动长效机制，

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农民群众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要切实抓好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传教育，帮助农民群

众特别是农民党员学习掌握全会精神。要切实

抓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

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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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文化惠民工

程和科技、卫生等领域惠农工程，帮助农村地

区建设各类公共服务网络，把优秀精神文化产

品、法律法规和法律服务、科学知识和实用技

术、卫生知识和医疗服务送下乡。要切实抓好

“三下乡”经常化工作机制建设。要完善投入

保障机制，强化公共财政对 “三下乡”的支持

力度，调动广大文化、科技、法律、卫生工作

者下乡的主动性积极性。

为推动 “三下乡”活动广泛深入开展，中

央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以下集中示范活动：

（１）在山东省临沭县举行２０１２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开展文艺演

出、法律咨询、科技咨询、义诊体检等服务活

动，进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活动。（２）利用重
要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以 “我们的节日”为

主题广泛开展群众性活动。在元旦春节期间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中央文艺院团艺术

家，在元旦春节期间深入基层进行慰问演出。

（３）深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群众喜
爱的影片节目。深入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开展

各类农民读书活动。（４）组织高校师生赴农村
基层进行支教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志愿服务

等活动。（５）结合 “六五”普法工作，广泛开

展法律进乡村、送法进农家等农村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和法律服务活动。（６）组织开展幸福家
庭创建、婚育新风进万家、新农村新家庭计

划、关爱女孩行动、生育关怀行动等活动。深

入农村基层开展 “母亲水窖”、 “母亲健康快

车”、“春蕾计划”、“安康计划”、“美德在农

家”等关爱母亲、儿童系列行动。（７）组织实
施全国农业科技培训行动，通过组建农业专家

宣讲团等形式，重点加强稳粮增产、畜禽防

疫、农机具操作、农耕技术等方面的培训。继

续开展科技列车老区行、百名科技专家和致富

能手科技下乡、科普大篷车万里行、院士专家

科技下乡等活动。（８）面向农村积极开展健康
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东西

部地区医院对口支援等活动，推进实施 “万名

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 “走进西部”卫生

人才培训项目，组建医疗队赴农村地区开展巡

回医疗，加强部属部管医院支援农村卫生、县

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等工作。各地要在配合开

展上述工作的同时，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富有特

色、农民群众欢迎的活动，扩大 “三下乡”活

动的社会影响。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化科技卫

生 “三下乡”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和完

善有关政策，为 “三下乡”工作提供有力保

障。要从实际出发设计项目、开展活动，组织

“三下乡”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

面地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心贴心地为群众提供

服务。要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作为工作重点。要重视

关心农民工等社会群体，积极引导企业和社区

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活动，推动把农民工

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党委宣传部门要认真

履行牵头职责，加强与各有关部门沟通联系，

围绕元旦春节等时间节点，精心组织、合理安

排，确保全年工作有计划、分阶段持续开展。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结合开展 “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加大对 “三下乡”活动宣

传报道力度，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 “三下乡”活动的浓厚舆论氛围。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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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５部门

关于开展第二届优秀童谣

征集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委、局），团

委，妇联：

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培养未成年人的爱党
情感，进一步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他们健康发展、快乐成长，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

决定在全国开展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标准

１童谣内容要充满时代气息，体现爱党爱
国爱家乡情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

成年人，健康向上，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易

于传唱，体现童心童趣。

２童谣可以是新组织创作的，也可以是近
年来在本地区广为传诵的。

二、活动步骤

１征集创作。３月，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会同本地教育、

共青团、妇联等部门，面向本地区开展优秀童

谣征集或组织创作。

２推荐申报。４月５日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分别将本地区

推荐的童谣作品报中央文明办。每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不超过８首。
３投票推荐。４月中旬，在中国文明网公

布初选后的各地征集推荐的童谣作品，发布消

息。组织广大中小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投票，主

办单位根据学生投票推荐情况和专家评审情

况，从中确定优秀童谣推荐作品８０首，其中一
等奖１０首、二等奖１０首、三等奖２０首、优秀
奖４０首。
４编辑图书。中央文明办将８０首优秀童

谣汇编成书， “六一”前公开发行，供小学生

和幼儿园儿童学习传唱。

５集中推广。“六一”前后，组织优秀童
谣传唱活动，宣传展播优秀童谣，开展优秀童

谣节目展演等，利用多种方式传唱优秀童谣。

三、具体要求

１各地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

委、局）、团委、妇联要把征集推荐优秀童谣，

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为未

成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的一项重要举措，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鼓励广大教师、家长和儿童文

学作家特别是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创作，努力提

供高质量、未成年人喜爱的优秀作品。

２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文明办于４月１日前将推荐报告和作品
统一报中央文明办，主办单位不接受其他方式

申报。作品请注明作者或整理者姓名、单位或

学校、年级。各地负责对推荐作品审核把关，

严禁抄袭。获奖优秀童谣的版权、使用权归主

办单位所有。

３征集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文明办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联系人：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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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８３０８３４１２； 邮 箱：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ｗｍｂ＠１６３ｃｏｍ。
附件：优秀童谣推荐表

（２０１１年３月４日）

附件：

优秀童谣推荐表

推荐省份：

童谣名称
作者／整理者
（需注明）

作者单位／
学校、年级

职业 创作时间 备　注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举办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各全国文明城市 （区）和创建工作先进

城市 （区）文明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组织开展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精神，推动全社会兴

起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热潮，现将举办关

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的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５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农业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

承办单位：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协办单位：启动仪式举办地的相关部门

二、启动地点

全国文明城市 （区）、创建工作先进城市

（区）和部分大型企业。

启动仪式的具体地点安排在当地农民工集

中的企业进行。大型企业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可采取企业冠名的专项行动方式

进行。

三、启动步骤

１请启动城市 （区）文明办主任或企业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本市或本企业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

２请志愿者代表发言，并宣读 《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书》；

３请农民工代表发言；
４请启动城市 （区）或企业领导同志

讲话；

５请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负责同志讲话。

四、具体安排

１４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市、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山东省潍坊市、江苏省张家

港市、福建省福州市、广东省广州市和一个国

有大型企业，举办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

动仪式。

２从４月下旬开始，在５０个左右的全国
文明城市 （区）、创建工作先进城市 （区）和

部分大型企业，陆续举办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

活动启动仪式。

３根据各地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的进展情况，主办单位适时召开座谈会，

总结经验、交流情况，分析问题、部署工作，

推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深入地

开展。

五、工作要求

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是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是搞好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等重大活动的有力抓手，
各地文明办要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组织开展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精神，把

这项工作摆上精神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工作

的重要位置，精心筹划、周密安排，采取有

力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在评选表彰第三批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工作中，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情况将作为

评选的重要条件，并纳入测评内容。要按照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以举办启动仪

式为契机，会同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摸清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了解农民工的

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开展活动。

要着力改进创新，主动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和

形势的新变化，把服务农民工与教育农民工

结合起来，把关爱农民工与农民工相互关爱

结合起来，发挥好各类志愿者特别是巾帼志

愿者的作用，积极创新活动的内容形式和方

法手段，不断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扩大工作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

金会，积极开展基金募集工作，为活动提供

经费支持，把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做深

入做扎实，推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

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为继

续抓好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 “十二五”规

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

６２



法 规 文 件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组织未成年人开展 “网上祭英烈”

活 动 的 通 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

为引导广大未成年人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继承弘扬革命先烈优秀品质，３月２５
日至４月２５日，在中国文明网等网站组织广大
未成年人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组织广大未成年人上网祭奠英烈，网上献

花，寄语留言，表达心声，增强爱党爱国意

识，激发爱党爱国情感。

二、活动安排

１下发活动通知。３月下旬，中央文明办
下发关于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的通知，对

开展活动做出安排、提出要求。

２开设活动栏目。中国文明网设计专门页
面，在首页显著位置开设 “网上祭英烈”栏

目，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光明网、中青

网、中国校外教育网、中国家庭教育网、中国

广播网等网站链接。

３组织参与活动。从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２５日，
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教

育厅 （局）、团委、妇联组织未成年人登录中国

文明网或其他链接网站，进行网上祭英烈活动。

活动期间，中国文明网每天刊出精彩寄语。

三、工作要求

１高度重视。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

是迎接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和开展 “我们的

节日———清明”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推动 “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深入发展的重要内

容。各地要提高认识，广泛动员，通过组织未

成年人网上祭英烈，引导孩子们在缅怀先辈的

情怀中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教育

他们牢记历史，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激发广大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热情。

２精心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明
办要主动协调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

合下发文件，对活动作出部署，组织广大未成

年人积极参与。要充分发挥全国 “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的示范带头作用，组

织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踊跃参与。要发挥共青团

和少先队组织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团队活

动，增强未成年人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把

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

内容，动员广大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共同祭

奠。要动员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加强活动宣传

报道，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３务求实效。各地要以 “我们的节日———

清明”为契机，以 “网上祭英烈”为载体，在

广大未成年人中精心组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要着力深化拓展活动的思想内涵，深入进

行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改革开放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学生增强

爱国之情，树立报国之志。要突出活动特色，

引导他们从热爱家庭、建设家乡做起，从立志

成才、报效祖国做起，在平凡小事、点滴细节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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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浓厚爱国情感。

各地开展活动的情况，请于４月底报主办
单位。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６部门

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５号）

各省 （区、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总工

会、团委、妇联，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

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武警部队政治部，中央文明委各成员

单位：

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评选表彰两届全国道德模范，产生了广泛社

会影响。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

署，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大力推进公

民道德建设，形成了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

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全社会道德水平

和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为集中展示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
果，更加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道德

建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根据中央文明委工作安排，今年开展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评选表彰、学习

宣传全国道德模范为动力，深入开展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在

全社会形成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道

德风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营造文
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三、奖项设立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分为 “助人为乐

模范”、“见义勇为模范”、 “诚实守信模范”、

“敬业奉献模范”和 “孝老爱亲模范”五类。

每类表彰１０名左右，共表彰５０名左右。其余
正式候选人授予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四、实施步骤

１推荐阶段。３月，主办单位成立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各省 （区、市）

和军队系统成立相应机构，正式启动评选表彰

工作。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要按

照中央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做好评选表彰全国

道德模范工作的决定》（文明委 ［２００８］２号）
中规定的评选标准和推荐程序，发动广大群众

推荐人选。每省 （区、市）和总政治部向全国

活动组委会推荐名额为每类人选１—２名，五类
奖项的推荐人选合计不超过１０名；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合计推荐人选不超过１５名 （含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５名，每类１名）。各省 （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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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对候选人情况审核把关后进

行集中公示，组织撰写候选人事迹材料，分别

报经本省 （区、市）文明委和总政治部审定

后，于４月３０日前报送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
室。各地要把推荐工作与 “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结合起来，对入选 “中国好人

榜”的人物可优先推荐。

２投票评选阶段。５月中旬至８月，全国
活动组委会在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重点网站公

示候选人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广泛动员群众

踊跃投票，组织 “万名公众代表” （由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教

师、优秀医务人员、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

自强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等组成）投

票；同时，评选委员会进行无记名投票。全国

活动组委会按照一般公众、 “万名公众代表”

和评委投票支持率分别占３０％、３０％和４０％的
权重相加，得出每位候选人的总支持率，提出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建议名单。

３审批表彰阶段。中央文明委审定建议名
单后，作出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在９月２０日 “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举行颁

奖典礼。

五、学习宣传

１要把新闻宣传贯穿于评选表彰活动始
终，充分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手

机等多种媒体，深入宣传道德模范事迹，大力

宣传评选活动情况和社会反响，营造全社会关

注、支持、参与道德模范评选的浓厚氛围。

２广泛组织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
深入社区、村镇、校园、企业、军营等城乡基层

单位开展巡讲交流活动，用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品德生动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３运用文艺形式，宣传道德模范，传播善
行义举。以第三批全国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为

题材，撰写出版报告文学集，录制播出系列广

播剧，创作演出故事节目，用道德榜样激发人

们的道德意识，树立见贤思齐、争当道德模范

的社会风气。

六、关爱道德模范

要采取多种形式，从政治上、工作上、生

活上关心关爱道德模范，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１按照 《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

法》，了解全国道德模范的生活状况，及时做

好对困难道德模范的帮扶工作。

２邀请道德模范参加重大节庆活动，让道
德模范享有崇高礼遇、广受尊敬，彰显道德模

范的社会地位。

３经常组织走访慰问道德模范，开展关爱道
德模范志愿服务活动，树立好人好报价值导向。

４．加强同道德模范的联系，激励他们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在发挥作用中不断提高自

己，永葆先进品格和纯朴本色。

七、工作要求

１加强组织领导，重在推动工作。各地各
部门要充分认识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作出周密部署，把

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为加

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抓手，把组织评选表彰

的过程变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形成良好道德风尚。

２坚持面向基层，重在群众参与。评选表
彰工作要充分体现群众性，立足机关、社区、企

业、村镇、学校、医院、连队等基层单位，做到

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着重推选群

众身边看得见、过得硬、学得到的先进人物，确

保评选出的道德模范可敬、可信、可亲、可学，

使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３夯实工作基础，重在教育引导。充分发
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带动作用，运用典型的力

量，抓好示范引导，注重推广经验，及时总结

和发现各个方面的道德建设先进人物，通过多

种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使人们学有榜样、赶

有目标、见贤思齐，使道德模范的高尚行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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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

和道德水平提高。

附件：《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实

施办法》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

附件：

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 《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的通知》（文明办 ［２０１１］５号），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和群众积极参与，确保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公平公正、严谨细致地进

行，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组织领导

１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成立 “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以

下简称全国活动组委会）。组委会主任由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担任，副主任

由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各一位负责同志担任，委员

由中央文明办协调组负责同志和总政治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各一位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担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文

明办协调组，由主办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办公，负

责评选表彰活动的日常工作。全国活动组委会办

公室电话、传真：０１０—６６０１５８６４，６６０１５２４２。
２组委会下设评选委员会，由主办单位领导

（６人）和主办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 （５人）、
专家学者 （５人）、新闻界代表 （５人）、基层群
众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５人）共２６人
组成，负责审核参评资格、评审确定正式候选人，

并参与投票评选全国道德模范。

３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相应成立评

选表彰活动组委会，负责本地、本系统的群众

推荐、征求意见、审核把关、媒体公示、向全

国活动组委会上报候选人等工作。各省 （区、

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及其办公室人员名单、

办公室联系方式于４月６日前报全国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

二、评选标准

１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基本标准和全国
助人为乐模范、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全国诚实

守信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全国孝老爱亲

模范的标准，均按中央文明委 ［２００８］２号文
件相关规定执行。

２每个候选人只参加一个奖项的评选，当
选者不再参加以后各届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

往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可再次参加本

届评选。

三、推荐程序

１大力宣传启动评选表彰工作。３月，主办
单位发出 《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的通知》及 《实施办法》（中央主要报纸和网站

全文刊发），正式启动评选表彰工作。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在本地区、本系统

主要媒体和都市类报纸及网络媒体刊发 《通知》

及 《实施办法》，并公布本地、本系统推荐全国

道德模范的程序和办法，发动广大群众、单位以

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参与推荐。

２组织基层群众踊跃推荐候选人。各省
（区、市）组委会要公布专用的信函、电话、

电子邮件三种通讯方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接受广大群众和单位推荐候选人；军队系统组

委会公布适当通讯方式，接受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推荐候选人。各省 （区、市）均可接受

推荐的部队官兵及各行各业候选人。广大群众

和部队官兵也可直接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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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的通讯地址是：北

京市西城区六部口北新平５号３６０８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电子邮箱为：ｄｄｍｆ２０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全国活动组委会将把接收到的人选情况反馈给

被推荐人所在省 （区、市）或军队系统组委会

统一参加推荐评选。各地要把推荐工作与 “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结合起来，对入

选 “中国好人榜”的人物可优先推荐。

３筛选正式候选人。各省 （区、市）和总

政治部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正式候选人名额

为每类人选１—２名，五类奖项合计不超过１０
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合计不超过１５名 （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５名，每类 １名）。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要按照评选标准

和要求，优中选优，提出拟向全国活动组委会

推荐的候选人名单。要采取适当方式在候选人

单位、所在城乡社区或乡镇征求意见，同时征

求当地有关部门意见 （如计划生育、基层公安

机关等，党员和公职人员应征求纪检、监察部

门意见，从事经济活动的候选人须征求工商、

税务部门的意见），确保推荐工作的质量。

４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各省 （区、市）组

委会采取适当方式，将拟推荐候选人先在本人

单位、所在城乡社区或行政村进行公示，然后

在省级主要媒体进行为期一周集中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军队系统组委会推荐的候选人在军

队主要媒体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公示。

５推荐上报候选人。公示后确定的人选报
经各省 （区、市）文明委审定，军队系统候选

人报经总政治部审定，按类别分别填报 “全国

助人为乐模范推荐表”、“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推

荐表”、“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推荐表”、“全国敬

业奉献模范推荐表”和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推

荐表”，每人附１０００字左右的事迹材料 （材料

要求事迹真实可靠、表述准确贴切、条理清晰

分明），附一寸免冠彩照，加盖省 （区、市）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总工会、团委、妇联单

位公章，军队系统加盖总政治部公章，一式３
份，于４月３０日前报送中央文明办协调组行业

创建处，并将该材料及照片电子版发送全国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电子邮箱。同时，各省 （区、

市）和总政治部要为本地、本系统每一位候选

人制作一个３分钟的广播节目、一部３分钟的
电视专题片 （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另行通知

具体要求），报经全国活动组委会领导批准后，

从候选人公示阶段起，在中央电台、中央电视

台相关频道和时段以及相关网站播出。

四、审核确定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５月上旬，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审核各
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推荐候选人资

格和事迹材料，并向有关行业部门征求意见，

报请全国活动组委会批准后，确定全国道德模

范正式候选人。

五、中央媒体公示和全国公众投票

１５月中旬至８月上旬，全国活动组委会
将正式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在 《人民

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

报》、《中国青年报》、 《中国妇女报》等媒体

和中国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光

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青年网、中国广

播网、中国军网、中工网、中国妇女网等新闻

网站上刊登，面向全国公示，征求群众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接受群众投票。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央电视台滚动展播候选人事迹，同时

运用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报以及 “故事

汇”等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２“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选票及投票规
则将刊登在上述报纸和网站上，群众可采取网

络和信函等方式进行投票，但不能重复投票。

无论以何种方式投票，都必须填写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号码，保证选票真实有效。

３为提高公众投票质量，在全国组织 “万

名公众代表选道德模范”活动，请第一、二届

全国道德模范、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推

荐的 “公众代表”参加投票。每省 （区、市）

和总政治部提出３００名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秀医务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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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身边好人、优秀

志愿者等组成的公众代表名单，将代表姓名、

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和通讯地址、联系方

式报全国活动组委会，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直接向代表本人寄送选票，请 “公众代表”本

人填写选票签名寄回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另行通知具体事项）。

４在一般公众、“万名公众代表”投票的
同时，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委员会对候选

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六、统计选票

８月中旬起，全国活动组委会委托专业机
构负责统计选票。

１委托国家统计局指导监督计票工作。请
国家统计局派人现场指导和监督网络选票、报

纸选票、“万名公众代表”选票以及评委选票

的最后汇总工作。

２剔除无效选票。对全部网络选票，由公安
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核对，剔除

不合格选票。对报纸选票，由国家统计局抽出验

证样本票，送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

务中心验证，剔除不合格选票。对于重复选票，

也通过身份证件验证的方式予以剔除。

３统计有效选票。对网络投票的有效选
票，由相关网站投票平台逐一进行统计。对于

有效报纸选票，依据统计学规则，由国家统计

局抽选样本，组织进行精确统计。 “万名公众

代表”和评委会投票逐一进行统计。

４计算候选人总支持率。将每位候选人网
络选票、报纸选票的得票数相加，计算得出该候

选人的一般公众支持率；同时，计算出每位候选

人在 “万名公众代表”和评选委员会投票中的

支持率。在此基础上，将一般公众支持率、“万

名公众代表”支持率和评委支持率分别按照

３０％、３０％和４０％的权重相加，计算出每位候
选人的总支持率，据此由高到低排列出每位候

选人在各类全国道德模范人选中的顺序。

七、确定表彰名单

１为充分体现评选表彰活动的广泛性和代

表性，每个省 （区、市）和总政治部推荐的候

选人在五类全国道德模范中至少有１名入选，
最多可有３名入选，在每类全国道德模范中的
入选人数不得超过１名。８月下旬，全国活动
组委会根据这一原则，对照入围候选人最终排

名顺序，确定全国道德模范建议名单。经评选

未入围全国道德模范的正式候选人，列为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建议名单。

２全国活动组委会将全国道德模范建议名
单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建议名单，报中央文

明委审定。

八、表彰奖励

１８月底，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
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作出 《关于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２９月初，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下发通
知，请各省 （区、市）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做好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来京的组织工作。

３９月中旬，主办单位做好党和国家领导
人会见全国道德模范的组织筹备工作，并在中

央电视台隆重举行颁奖典礼。

九、工作纪律

１要运用多种媒体和基层宣传文化阵地，
大力宣传介绍评选全国道德模范的投票规则以

及检验有效选票等相关规定，引导人们按规则

参加投票评选，维护正常投票秩序。

２要认真做好投票组织动员工作，确保投票
公正严谨地进行。这次评选，公众投票时间较长，

以便各地和军队系统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要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保障群众民主权利，严禁指定群

众填写特定候选人代码或冒用他人身份包办填写

选票、“刷票”等弄虚作假行为。如有违纪行为，

一经查实，作弊单位的选票将一律视为无效选票。

附件：１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推荐表
２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推荐表
３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推荐表
４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推荐表
５全国孝老爱亲模范推荐表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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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推荐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文化程度

照　片

曾获

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

字

可
另
附
页
︶

省

︵
区

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推

荐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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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推荐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文化程度

照　片

曾获

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

字

可
另
附
页
︶

省

︵
区

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推

荐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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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推荐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文化程度

照　片

曾获

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

字

可
另
附
页
︶

省

︵
区

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推

荐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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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推荐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文化程度

照　片

曾获

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

字

可
另
附
页
︶

省

︵
区

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推

荐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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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推荐表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

时间
文化程度

照　片

曾获

主要

奖励

主

要

事

迹

︵
约

字

可
另
附
页
︶

省

︵
区

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推

荐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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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６部门

关于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总工会、团委、妇联，各军区、各军兵种、各

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武警部队政治部，中央文明委各成员

单位：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
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评选表彰两届全国道

德模范，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两年来，在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

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

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在人民群众投身道德建设的伟

大实践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

要求的先进人物，为全社会树立了学习的楷

模。为集中展示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更

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参与道德建设，今年

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经群众推荐、组织审核、全国公示和群众

投票、评委会评选、综合评定等程序，郭明义

等５４名同志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称号，李

桓英等 ２６０名同志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戒骄

戒躁，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再创佳绩。要充分发

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广泛开展学习宣传道

德模范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学习先进，崇尚先

进，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深入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

中央文明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８部门

关于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

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６号）

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局）、农业 （农村经

济、农牧）厅 （委、局）、国资委、总工会、

团委、妇联、工商联：

根据中央文明委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和国务院
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的总体部署，中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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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资

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

国工商联决定，联合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为根本，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

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技能培

训、权益维护、情感关怀、文化服务、素质提

升等为重点，精心设计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组织动员人们积极为农民工送温暖、

献爱心，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助人为

乐的传统美德，努力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农

民工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

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

定，为继续抓好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

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 “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活动内容

１开展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志愿服务。组
织志愿者积极参加企业用工需求调查和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情况调查，收集人力资源市场信

息，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政策咨询、信

息引导和就业服务，帮助农民工尽快找到满意

的工作。在实施星火培训、雨露计划、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建筑业农民工技能培训示

范工程过程中，组织专业志愿者为农民工提供

相关职业培训服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技

术指导，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

能力。组织志愿者向从事危险性行业和特殊工

种的农民工，宣传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他

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劳动保护能力。

２开展依法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志愿服
务。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志愿服务活动，紧

密结合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 “春暖行动”，组

织法律志愿者深入工地、工厂和招聘会场，宣

传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

社会保险法、工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指导

帮助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增强农民工的法律

意识、维权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广泛开展

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推广农民工法律

援助服务团队的做法，针对拖欠工资、不签订

劳动合同、不提供职业危害防护措施、不参加

社会保险等严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

组织法律志愿者自觉接受农民工委托，参加涉

及农民工的诉讼活动、非诉讼协调及调解活

动。鼓励有条件的法律机构开设法律咨询热

线，在农民工聚集地设立法律志愿服务联系

点，使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充分发挥基

层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帮助调处劳务纠纷，力

争将用工矛盾化解在基层，推动建立农民工诉

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３开展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志愿服务。深
入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切实保障农民工看

报、看电视、上互联网等文化权益。推动有条

件的用工单位设立农民工文化活动场所，配备

图书报刊和电脑、电视机等设备，方便农民工

借阅和使用。依托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组

织农民工利用工余时间，到社区综合文化站、

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职工书屋和驻区单

位、学校的公共文化设施，开展读书看报、上

网看电视等活动。组织动员报社、企事业单位

和其他社会力量，捐建工地阅报栏，赠送电视

机。组织志愿者对农民工进行网络道德教育，

引导他们文明上网、文明用网。结合爱国歌曲

大家唱、全国农民工文化送温暖行动等活动，

动员文艺院团演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和艺术院

校 （系）师生，到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单位志

愿担任文化辅导员，利用歌曲演唱、社区文艺

展演、“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等方式，组织

农民工学唱传唱经典。

４开展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志愿服务。积
极开展卫生志愿服务活动，大力推进农民工健

康关爱工程，组织医护人员为农民工提供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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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咨询、健康检查和常见病治疗，宣传艾滋

病等疾病防治知识。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志愿服

务活动，依托爱心之家、情感关爱室等，为农

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帮助他们掌握心理调节

的有效方法，培育良好的心理品质，预防心理

疾患的发生。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社会体育指导

员到农民工中间，开展健身指导咨询，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健身理念，掌握科学的健身

方法。

５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扎实推
进支教助学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中小学校，为农民

工子女提供学习辅导和兴趣培养；通过组织夏

令营、冬令营等方式，带领进城务工农民工子

女到繁华市区、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高

新技术企业等地参观，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尽

快融入城市生活。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组织学校教师担任辅导员，利用现有场地设施

组织留守儿童开展校外活动，丰富他们的课余

文化生活。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站、点）建设，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利

用网络、电话、授课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工子

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深化共青团关爱

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以学业辅导、亲情

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助为主要

内容，动员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与农民工

子女较集中的学校建立结对关系，动员各类社

会资源打造 “七彩小屋”等公益项目，组织城

乡少年开展 “手拉手”互助活动，帮助农民工

子女改善学习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工子女快乐

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的作用，积极

推广 “爱心妈妈”、“代理妈妈”等做法，对农

民工子女进行生活照料和亲情关爱。

６开展提升农民工文明素质志愿服务。广
泛开展文明礼仪知识宣传普及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志愿者向农民工宣讲社会礼仪、生活礼仪

和职业礼仪等知识，引导他们尽快适应城市工

作和生活的新要求，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

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育科学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结合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

动，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广泛开

展形势政策进工地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

向农民工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解答农民工关心

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细致地做好理顺情绪、

平衡心理、化解矛盾的工作。组织优秀农民工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引导农民工特别

是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

价值观，克服自卑心理，培养 “城市主人翁”

意识和 “新市民”理念。

三、工作安排

１下发活动通知，作出安排部署。３月，
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

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关

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活动进行

全面部署。

２举办启动仪式，兴起活动热潮。４月至
１２月，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城市和
部分大型企业，举办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

启动仪式，并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募集活

动基金，推动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启动仪式由

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

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全国工商联主办，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承办，相关城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协办。在大型

企业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可采取企

业冠名的专项行动方式进行。

３总结交流经验，推动任务落实。在中国
文明网开辟专栏专题，及时推广各地各部门的

成功做法。根据各地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

活动的进展情况，主办单位适时召开座谈会，

总结经验、交流情况，分析问题、部署工作，

推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深入地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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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１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整体合力。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的重要意义，把这项活动作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

举措，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搞好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活动的有力抓手，
作为精神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件大

事，摆上重要日程，认真研究部署。各级文明

办要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订具体活动方案，

切实做好组织协调和联络服务工作。人社、农

业、国资委、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

部门要按照统一部署，发挥各自优势，各展所

长、各负其责，形成整体合力。把组织开展关

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作为评选第三

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重要

条件和测评内容，在全社会兴起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热潮。

２紧紧抓住根本，突出思想内涵。要把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的主线，贯彻活动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普及奉献

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助

人为乐、奉献光荣的浓厚氛围，使活动的过程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要认

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精神，紧紧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来部署、来展开，进一步

增进广大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深厚情感。要广泛开展志愿者心得征集活动，

组织志愿者把参加志愿服务的心得体会写出

来，激发内心深处的志愿意识，使人们在参与

活动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高尚情操。要充分

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重

视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和都市类媒

体，大力宣传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进展

情况和志愿者的感人事迹，积极营造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的浓厚社会氛围。

３坚持群众路线，务求取得实效。要按照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立足基层、着眼

实际，多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多采取群

众乐于参与的方式，多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的

服务，把工作深入到广大农民工中去，引导群

众在自主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要

从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开展活动，着力办

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在服

务农民工、务求工作实效上下工夫，促进社会

公正、保持社会稳定。要着力改进创新，主动

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把服务农

民工与教育农民工结合起来，把关爱农民工与

农民工相互关爱结合起来，发挥好各类志愿者

特别是巾帼志愿者的作用，积极创新活动的内

容形式和方法手段，不断增强工作的创造性，

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关爱农民工

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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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５部门

关于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

团委、妇联：

为做好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教育，深化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增进未成年人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 “童

心向党”歌咏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组
织未成年人广泛传唱歌颂党、歌颂伟大祖国、

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歌曲，充分表达

未成年人祝福党的生日、赞美幸福生活的美好

心声，积极培育未成年人心向党、跟党走的高

尚情感和远大志向，生动形象地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二、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

三、活动内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歌咏活动曲目以

２００９年群众评选的 《爱国歌曲大家唱》 （１００
首）和 “唱响中国”相关曲目为主，同时各地

可适当精选推荐一批具有本地特点、内容健康

向上、体现活动主题的歌曲，组织未成年人传

唱。二是在城乡中小学校 （含中等职业学校）

普遍开展，发挥学生合唱团 （队）、红领巾合

唱队和学生音乐兴趣小组等的骨干带头作用，

发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学

校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未成年人广泛参与。

三是青少年宫、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和 “乡村学校少年宫”等阵地，

要把歌咏活动列入日程安排，进一步扩大活动

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活动安排

１广泛组织发动。３月下旬，各地各有关
部门按照通知要求，对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作出具体安排。从 ４月开始，各地启动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积极组织未成年人学

唱传唱推荐的歌曲。６、７月间，本着喜庆热
烈、务实节俭的原则，各地可就近就便适当组

织歌咏汇演，形成热潮。

２开展网上展播。从６月至８月共９０天
时间，主办单位依托中国文明网和人民网、新

华网、光明网、中国广播网、中国网络电视

台、中国青年网、中国妇女网和中国未成年人

专属网、中国校外教育网、全国网上家长学校

以及地方新闻网站，开办 “百所学校 ‘童心向

党’歌咏活动网上展播”专栏。５月２０日前，
请各省 （区、市）文明办组织选报歌咏节目光

盘，报送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同时，各省

（区、市）要在当地文明网和主要新闻网站开

办专栏，对本地歌咏活动进行展播，营造欢乐

喜庆、热烈祥和的浓厚氛围。

３纳入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今年，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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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

等部门举办的３９场 “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

家唱，每场都要组织青少年学生方队，安排未

成年人演唱曲目，进一步丰富大家唱活动

内容。

４举办节目汇演。６月下旬，主办单位委
托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单位负责组织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节目汇演。由中央电视

台和江苏电视台制作汇演录像，７月１日前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集中展示全国各族少年儿童

歌咏活动成果。

五、工作要求

１精心组织实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化
未成年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重

要任务，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

年人的要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最大限度

地吸引未成年人参与。

２明确责任分工。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
责任，发挥职能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抓好活

动落实。党委宣传部、文明办负责歌咏活动组

织协调，并具体做好本地网上展播、全国展播

光盘制作报送和活动宣传等工作。教育行政部

门、共青团组织负责做好中小学校学生、少先

队员的歌咏活动，做好校外阵地歌咏活动的组

织指导，协助做好参加歌咏汇演学生的组织工

作。妇联组织负责做好妇儿活动中心和家长学

校等阵地的歌咏活动。

３加强宣传引导。要运用多种形式和手
段，组织动员各级各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

对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及时

刊播优秀歌咏节目，宣传歌咏活动开展情况和

良好社会效果。要总结活动成功经验，巩固成

果、深化内涵、形成常态，使歌咏活动成为推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方式和重要

途径。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推荐工作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文明办：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扎实推进、蓬勃开展，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充分展示党的十七大以来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的丰硕成果，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深入发展，根据中央文明委 《关于评

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

暂行办法》和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今年将评选
表彰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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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提升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推动兴

起新一轮创建热潮，努力提高创建工作科学化

水平，着力营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浓厚氛围，为 “十二五”时期发展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工作要求

１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充分认识评选表
彰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这次评选表彰作为深

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的重要举措，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作为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抓手，摆上工作日程，

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要把评选表

彰工作与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结合起
来，与正在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与

各地各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深入细致、

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评选表彰过程成为总结经

验、改进工作、提高水平的过程。

２坚持群众标准。评选表彰工作要坚持群
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把评选表彰过程变成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的过程。坚持面向基

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引导

群众广泛参与、焕发创建热情上下工夫，把广

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使评选表彰结果经得起群众和实践

的检验。

３确保评选质量。评选工作严格按照中央
文明委颁印的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关

于评选表彰工作 《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做

到程序规范、标准统一、纪律严明。要把评选

表彰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通过问卷调

查、民意测验、部门审核、媒体公示等办法，

广泛听取有关主管部门和公众意见，使评选过

程公开公平，表彰结果社会认可。要确保质

量，好中选优，真正把那些工作基础扎实、创

建成绩突出、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的城市

（区）、村镇、单位评选出来。坚持实事求是，

防止形式主义，对于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

一定严肃查处并取消参评资格。

４大力进行宣传。各地各部门要以评选表
彰为契机，充分运用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

络、手机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的先进经验，扩大社会影响

力。要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现场会等形式，

推广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使评选表

彰过程成为学习先进、激励后进、不断提高城

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的过程。要按照

“谁推荐、谁负责”原则，加强对受到表彰的

城市、村镇和单位的动态管理，指导帮助他们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创建工作水平。

三、申报推荐安排

１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的申报推荐。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的申报推荐工作，按照本通知

附件１、２、３的规定进行。７月３０日前，各省
（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分别将全

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的推荐报告

等相关申报材料报中央文明办。

２现有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的申报复查。今年对第一批、第二批全国文

明城市和２００８年表彰的第二批全国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进行复查。对中央文明办、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表彰的全国文明风景旅

游区进行复查。复查工作按照本通知附件４的
规定进行。７月３０日前，各省 （区、市）和中

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分别将全国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和文明单位以及文明风景旅游区的复查

推荐报告等申报材料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一

式３份，其余一式２份）报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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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推荐评选办法
２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评选办法
３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推荐评选办法
４现有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复查办法

５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选标准

６全国文明城市 （区）提名资格、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荐名额分

配方案

７表彰、复查项目申报表
（２０１１年４月３日）

附件１：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推荐评选办法

一、推荐范围

１中央文明委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
城市 （区），符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规定条件的，可作为全国文明城市 （区）推荐

对象。直辖市以城区为单位参评，省会城市、

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以城市为单位

参评。

２设立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走在本省 （区、市）前列的省会城

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直辖市城

区，由所在省 （区、市）按分配名额择优推荐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区）提名资格。

二、推荐条件

１全国文明城市 （区），按中央文明委新

颁印的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规定的申报

条件进行推荐。

２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和推荐为
全国文明城市 （区）：

（１）市委书记 （区委书记）、市长 （区

长）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被 “双规”或被追

究刑事责任，尚未结案或从结案之日起到今年

７月３０日不足一年的。
（２）申报前１２个月内曾发生有全国影响

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

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

刑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

三、评选程序

１下达名额。４月，中央文明办将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资格的推荐名额下达给各地，各省

（区、市）严格按名额推荐。

２自愿申报，测评推荐。符合申报全国文
明城市 （区）或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的城市

（区），可向所在省 （区、市）文明委申报参加

评选。各省 （区、市）文明委按照 《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对申报城市 （区）进行测评，

将拟推荐城市 （区）在当地主要媒体进行一周

公示，接受群众评议社会监督。由政府专业统

计调查机构采取抽样调查办法，征求该城市

（区）市民是否同意申报参评，对群众赞同率

低于７０％的，不得推荐参评。
各省 （区、市）在上报的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资格名单中，明确参加全国文明城市 （区）

评选的城市。有 ３３个以上城市的省 （山东、

广东、河南、湖北、河北、江苏、浙江）可推

荐１—３个城市参评全国文明城市，有１３个以
下城市的省、自治区 （海南、宁夏、青海、西

藏）可推荐１个城市参评全国文明城市，其他
的省 （区、市）推荐１—２个城市 （区）参评

全国文明城市 （区）。

７月３０日前，各省 （区、市）将推荐城市

的经验材料 （３０００字以内，一式２份）、各城
市 （区）的申请参评报告、省 （区、市）对推

荐城市 （区）的测评记录及详细测评分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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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赞同率调查材料报中央文明办。

３资格审查，组织测评。中央文明办将各
省 （区、市）推荐参评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

征求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进行资格审

核。委托国家统计局按照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和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

评体系》，对具备参评资格的城市同时进行两

项测评，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成效作

为文明城市评选前置条件。测评成绩低于８５分
的不能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测评成绩按照２０％的比例，计入本次
文明城市测评成绩。本次测评成绩与前两年公

共文明指数测评成绩综合相加为文明城市测评

总成绩。本次测评成绩占７０％，前两年公共文
明指数测评成绩占 ３０％ （２００９年占 １０％、
２０１０年占２０％）。

４进行公示，审批表彰。中央文明办依据
国家统计局测评成绩，提出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候选城市名单，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公示。

综合公示情况，提出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建议

名单，报中央文明委审定后表彰。参加全国文

明城市 （区）测评但没有入选的城市 （区）、

各省 （区、市）在分配名额内推荐提名的城市

（区），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由中央文

明办通报。

附件２：

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评选办法

一、推荐范围

１获得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称
号的乡镇和行政村，符合条件的，均可作为本

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对象。

２创建文明村镇工作成绩突出，获得省级
文明村镇称号的乡镇和行政村，符合条件的，

均可作为本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对象。

３每个省 （区、市）可推荐１—４个县城
参评全国文明镇。

二、推荐条件

见附件５《全国文明村镇评选标准》
三、评选程序

１４月，中央文明办向各省 （区、市）下达
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名额。

２各省 （区、市）按下达名额择优推荐。

在向中央文明办推荐之前，要将拟推荐的全国

文明村镇名单在当地主要媒体进行公示。７月
３０日前，各省 （区、市）将推荐村镇的经验材

料 （２０００字以内、一式３份）报中央文明办。
３中央文明办对各地推荐的全国文明村镇

名单审核后，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网站进行

公示，听取社会反映和群众意见，并组织进行

抽查。综合公示和核查情况，提出建议名单，

报经中央文明委审定后予以表彰。

附件３：

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推荐评选办法

一、推荐范围

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２００８年以来各省 （区、市）和中央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表彰的省部级文明单位，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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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可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对象。各省

（区、市）可在全国文明单位名额中推荐２—６
个社区。中央文明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旅游局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创建文
明风景旅游区先进单位，符合条件的，可作为

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对象，各省 （区、市）可在

全国文明单位名额中推荐１—２个文明风景旅游
区。

二、推荐条件

见附件５《全国文明单位评选标准》。
三、评选程序

１４月，中央文明办给各省 （区、市）、中

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下达全国文明单位推荐

名额。

２各省 （区、市）和有关部门按推荐范围

和条件择优推荐。先将拟推荐的全国文明单位

在当地主要媒体或行业媒体上进行公示，再向

中央文明办推荐。７月 ３０日前，各省 （区、

市）和有关部门将推荐单位的经验材料 （２０００
字以内，一式２份）报中央文明办。
３中央文明办对各省 （区、市）和有关部

门推荐的全国文明单位进行审核。中央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推荐的，征求该单位所在省 （区、

市）的意见；各省 （区、市）推荐的，征求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抽

查。将拟表彰名单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进行公

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综合公示和核查情

况，提出建议名单，报经中央文明委审定后予

以表彰。

附件４：

现有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复查办法

一、对现有全国文明城市 （区）复查

（一）复查对象

对中央文明委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
国文明城市 （区）进行复查，并实行末位

淘汰。

（二）自查申报

全国文明城市 （区）依据 《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认真进行自查，向所在省 （区、

市）文明委提出继续保留文明城市称号的

申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参加复查：

１市委书记 （区委书记）、市长 （区长）

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被 “双规”或被追究刑

事责任，尚未结案或从结案之日起到今年７月
３０日不足一年的。

２申报前１２个月内曾发生有全国影响的

重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害

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刑

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三）复查程序

１复查申报。各省 （区、市）文明办依据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对申报复查城市

（区）进行测评，向中央文明办逐个提交复查

报告，就是否保留其文明城市称号提出明确意

见。７月３０日前，将复查情况报告 （３０００字以
内，一式２份）和各城市 （区）的复查申请报

告报中央文明办。

２组织测评。中央文明办向有关部门征求
对申报复查的文明城市 （区）的意见，进行资

格审核后，委托国家统计局依据 《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和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测评体系》，对文明城市 （区）进行全面

７４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测评，将本次测评成绩与前两年公共文明指数

测评成绩相加，本次测评成绩占７０％，前两年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成绩占 ３０％ （２００９年占
１０％、２０１０年占２０％）。对排名末位的不再保
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成绩低于８５分的，不再保留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

３审批确认。经复查后，对符合条件的全
国文明城市 （区）报经中央文明委审定后予以

公布确认，保留其全国文明城市 （区）荣誉

称号。

二、对第二批全国文明村镇复查

（一）自查申报

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文明村镇，依据 《全国

文明村镇评选标准》（见附件５），认真进行自
查。符合条件的，可向所在省 （区、市）文明

办提交复查申请报告。

（二）复查程序

各省 （区、市）文明委依据 《全国文明村

镇评选标准》对申请复查的文明村镇进行复

查，逐个写出复查意见。于７月３０日前将复查
报告和文明村镇的复查申请报告 （各一式 ２
份）报中央文明办。

中央文明办组织力量对各省 （区、市）上

报复查的文明村镇进行资格审核，并进行抽

查，符合条件的予以确认，颁发证书。

三、对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复查

（一）自查申报

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文明单位依据 《全国文

明单位评选标准》 （见附件５），认真进行自

查。符合条件的，可向所在省 （区、市）文明

办或行业主管部门文明办提出复查申请。

（二）复查程序

各省 （区、市）文明办和中央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文明办依据 “全国文明单位标准”，对

申报单位进行审核和复查，逐个写出复查意

见，于７月３０日前将复查报告 （一式２份）报
中央文明办。

对于工作滑坡或发生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

件，员工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及刑事案件，重大

安全质量责任事故， “黄赌毒”丑恶现象，邪

教活动等重大问题的，取消其文明单位称号。

中央文明办组织对各省 （区、市）和中央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上报拟保留荣誉称号的文明

单位进行资格审核和抽查，符合条件的予以

确认。

（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纳入全国文

明单位系列进行复查

中央文明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

游局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表彰的全国文明风景旅
游区，依照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标准》，认

真进行自查，符合条件的，可向所在省 （区、

市）文明委提出复查申请。省 （区、市）文明

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旅游局依据 “全国

文明单位标准”对申报单位进行审核和复查，

提出明确意见，于７月３０日前将复查报告 （一

式３份）报中央文明办。中央文明办、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将对申请单位进行复

查，符合标准的授予全国文明单位称号；不符

合标准的，不再保留其原授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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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全国文明村镇评选标准

１领导班子坚强有力。党委、政府、党支
部、村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

真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执行党的强

农、富农、惠农政策，村镇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各项组织

制度、工作制度、学习制度健全，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成效明显，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以身

作则，廉洁奉公，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民主管

理，科学决策，执政为民，在群众中威信高，干

群关系融洽和谐。自觉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的方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乡镇党政、村两委班子主要领导亲自抓精神文

明建设，并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

２思想道德风尚良好。积极开展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宣传教

育，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广大干部群众。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广

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

大农民群众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认真贯彻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入

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知荣辱、讲正

气、促和谐蔚然成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挥

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协会等群

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开展争当好儿女、好婆

媳、好夫妻活动，社会风气文明和谐。突出抓

好诚信建设，坚决防止不守信用行为，杜绝坑

农、害农现象。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得到切实

加强，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有利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３创建活动扎实有效。制定切实可行的创
建文明村镇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奋斗目

标、具体措施、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建立健

全运转有序的工作机制，确保组织领导、人员

机构、资金投入、管理协调、监督激励 “五到

位”。精心设计、周密组织，广泛开展星级文

明户、文明信用户、文明生态村、文明小康

村、文明社区、文明集市、城乡共创、军警民

共建、拥军优属活动，群众参与面广，社会影

响大。乡镇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

公司和专业技术协会等经济组织积极参与文明

村镇创建活动。

４社会服务优质规范。党政机关、党员干
部转变服务作风，强化服务意识，广泛发扬民

主，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谋利

益，群众满意率较高。各个行业基层站所、各

种服务窗口恪守职业道德，健全规章制度，加

强监督管理，规范行业行为，增加便民措施，

改善服务质量和服务环境。自觉抵制各种不正

之风。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农

村社会救助体系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帮助农村困难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促进农

村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５科教文卫体稳步发展。坚持开展科普活
动，大力推广致富实用科技，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等手段，拓展致富信息渠道。尊师重教，积

极发展教育事业，九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１００％。健全卫生保障网络，建立新型合作医
疗体系，落实卫生防疫，提高群众健康素质。

深入扎实地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加强对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当地居民计划

生育率１００％。重视对婚丧嫁娶等民间习俗的
引导，倡导科学文明、移风易俗，传播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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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风尚。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文体活动，

积极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不断完善乡村学校少

年宫、农村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等文化活动场

所和阵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健康

向上。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和少数民

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以 “我们的节日”为主

题，广泛开展节日民俗活动、文化娱乐活动，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先进文化占领

和巩固思想文化阵地。

６社会治安秩序安定。民主法制教育经常
化、制度化，干部群众法治观念强，自觉遵纪

守法，并积极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平

安村镇建设深入扎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

落实，村镇无恶性刑事案件、严重经济案件、

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无

拐卖妇女儿童现象，无黑恶势力和 “黄赌毒”

丑恶现象，无非法宗教和邪教活动，无群体性

越级上访事件。农民的公民权益得到有效保

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得

到切实维护。

７环境面貌整洁优美。制定并严格实施村
镇建设总体规划，科学合法用地，村镇建设布

局合理、环境良好、美观舒适。交通、水利、

邮政、通信、电力、环卫、市场等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村庄美化、环境净化，具有地域文化

特色。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广泛深入，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扎实有效，改水、改厨、改厕、改

圈等工作稳步推进，无脏乱差现象，农民生产

生活环境良好。保护环境，辖区内工业污染物

全部达标排放，无污染事故发生。环境保护知

识普及，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珍惜自然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无滥垦、滥伐、滥采、滥

挖现象，无捕杀、销售和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现

象，无破坏生态事件。

８基层民主健全有效。扩大基层民主，保
障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乡镇人大代表

依法直接选举产生，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

职权充分落实，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施政，政务

公开全面推行，乡村关系协调。村委会成员依

法直接选举产生，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融

洽；村民会议制度完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

策；村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有序；村务公

开、财务公开实现制度化、规范化。

９村镇经济发展壮大。坚持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

力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

技投入，改善生产条件，规范经营行为，壮大

集体经济实力，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主要经济

指标居本省 （区、市）领先水平。集体经济组

织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功能不断增强，农

民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积极帮助和扶持返

乡农民就业创业。

１０志愿服务广泛深入。成立志愿服务组
织，有一定规模的村镇志愿服务队伍，有基本

的活动制度。干部群众就近就便开展送温暖献

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和

留守妇女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形成了亲帮亲、

友帮友、邻帮邻、户帮户的良好氛围。外出务

工能人、种养殖能手争当志愿者，向当地和周

边农民传授实用生产技术、职业技能，农民增

收致富能力不断提高。农村文化能人、文体骨

干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文化和体育健身志愿服

务，活跃群众文化生活。

全国文明单位评选标准

１组织领导有力，创建工作扎实。单位党
组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坚持 “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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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两手都要硬”，把创建活动摆上重要日程，

计划周密、目标明确、措施具体、责任落实。

领导班子团结协作，作风民主，开拓创新，勤

政廉政，以身作则，在创建活动中发挥模范作

用。单位内部层层落实创建工作责任制，全体

员工普遍参与创建活动。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

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深入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员工 “修身律

己，做文明人”。履行社会职责，热心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扶贫帮困、以城带乡等

结对共建活动，弘扬互助友爱精神。在创建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等工作中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作出

贡献。

２思想教育深入，道德风尚良好。切实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宣传教育，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积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

工作，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

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真贯彻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

荣辱观。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培育并推出道德模范，

运用榜样力量引导干部职工自觉履行法定义

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突出抓好诚信建

设，恪守职业道德，扎实开展 “负责任地做产

品”、“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互联网企业

深入开展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创建 “文

明网站”等活动，大兴网络文明之风。高度重

视对青年职工、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把志愿服务活动作

为提升员工道德素养的有力抓手，积极开展关

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发展网络志愿者，运

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在传播文明、引领风尚中

起示范带头作用。

３学习风气浓厚，文体卫生先进。积极开

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创先争优等活动，坚持

对干部职工进行科学文化知识、业务技能培训

以及形势政策和国情教育，形成全员学习、终

身学习、自觉学习的良好风尚。崇尚科学，反

对迷信，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落实卫

生防疫制度。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计划

生育率１００％。坚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职
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健康向上。

４加强民主管理，严格遵纪守法。健全民
主管理制度，落实厂务公开、政务公开等制

度，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重大问题和重要

事项集体决策等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

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治安防范网

络健全，民主法制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单位

内部治安状况良好，工作纪律严明，安全生产

落实，无重大安全质量责任事故。领导干部无

违法违纪案件，全体员工无严重违法违纪案件

及刑事案件，单位无 “黄赌毒”等丑恶现象，

无邪教活动。

５内外环境优美，环保工作达标。内务管
理规范有序，内外环境清洁整齐，无脏、乱、

差现象，搞好绿化、美化，为职工创造良好的

工作生活环境。环保制度健全、措施落实，节

能减排效果明显。工业企业建立了切实有效的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污染控制指标达到国家环

保标准，与周边环境和谐发展，无重大污染责

任事故，无群众投诉环保案件。

６业务水平领先，工作实绩显著。生产经
营单位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诚信

经营，科学管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稳步提

高，主要经济指标居于全国同行业前列。党政

机关和执法部门廉洁高效、办事公道、依法行

政、执政为民，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新闻舆

论、社会公众监督，重大决策民主公开，群众

满意率高。服务性单位工作标准和办事程序规

范公开，服务群众细致周到、优质高效，业务

工作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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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全国文明城市 （区）提名资格、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一、全国文明城市 （区）提名资格推荐名额分配 （总数１２０个）

地名 名额　　 地名 名额　　

北　京 ３ 天　津 ３

河　北 ６ 山　西 ４

内蒙古 ３ 辽　宁 ４

吉　林 ４ 黑龙江 ４

上　海 ３ 江　苏 ６

浙　江 ６ 安　徽 ４

福　建 ４ 江　西 ４

山　东 ６ 河　南 ６

湖　北 ６ 湖　南 ４

广　东 ６ 广　西 ３

海　南 ２ 重　庆 ３

四　川 ４ 贵　州 ３

云　南 ４ 西　藏 ２

陕　西 ４ 甘　肃 ４

青　海 ２ 宁　夏 ２

新　疆 ３

二、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名额分配 （总数：９００个，镇２７０个，村６３０个）

地名 村 镇 总数　　

北　京 ９ ４ １３　　

天　津 ８ ５ １３　　

河　北 ３６ １０ ４６　　

山　西 ２８ ７ ３５　　

内　蒙 １４ １０ ２４　　

辽　宁 １４ ９ ２３　　

吉　林 １７ ７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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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１７ ７ ２４　　

上　海 ７ ６ １３　　

江　苏 ２２ １９ ４１　　

浙　江 ２４ １７ ４１　　

安　徽 ２７ １１ ３８　　

福　建 １５ １０ ２５　　

江　西 ２６ １２ ３８　　

山　东 ３１ １４ ４５　　

河　南 ３３ １４ ４７　　

湖　北 ２６ １１ ３７　　

湖　南 ２８ １３ ４１　　

广　东 １９ １４ ３３　　

广　西 ２０ ８ ２８　　

海　南 ８ ４ １２　　

重　庆 １７ ７ ２４　　

四　川 ３９ １３ ５２　　

贵　州 ２５ ７ ３２　　

云　南 ２３ ６ ２９　　

西　藏 ８ ２ １０　　

陕　西 ３０ ７ ３７　　

甘　肃 ２２ ５ ２７　　

青　海 ８ ２ １０　　

宁　夏 ８ ２ １０　　

新　疆 １５ ５ ２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６ ２ ８　　

三、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名额分配 （总数１８００个）

地名 名额 地名 名额　　

北　京 ５３ 天　津 ５１　　

河　北 ５４ 山　西 ５２　　

内蒙古 ４５ 辽　宁 ５０　　

吉　林 ５２ 黑龙江 ５４　　

上　海 ５３ 江　苏 ５９　　

浙　江 ５３ 安　徽 ５４　　

福　建 ４８ 江　西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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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５９ 河　南 ５８　　

湖　北 ５６ 湖　南 ５３　　

广　东 ５９ 广　西 ４８　　

海　南 ３０ 重　庆 ４２　　

四　川 ５５ 贵　州 ３８　　

云　南 ４４ 西　藏 ２８　　

陕　西 ４９ 甘　肃 ３９　　

青　海 ３３ 宁　夏 ３２　　

新　疆 ３７ 兵　团 １３　　

中直机关 ５ 中央国家机关 ８　　

建设系统 １８ 铁道系统 １６　　

交通运输系统 １９ 民航系统 ５　　

水利系统 １４ 卫生系统 １８　　

海关系统 １３ 税务系统 ２０　　

工商系统 １７ 气象系统 １１　　

银监会系统 ８ 银行业金融机构 ５５　　

国资委系统 ５１ 保监会系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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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１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提名资格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全国文明城区提名资格

城市 （城区）名称 城市 （城区）级别

市 （区）文明办电话 所属省 （区、市）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自然概况；２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
经验 （详细情况另附３０００字以内材料）；４请在申报类别选项内打 “√”。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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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国文明村镇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村 全国文明镇 全国文明县城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所属省、地市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自然概况；２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
经验 （详细情况另附２０００字以内材料）；４请在申报类别选项内打 “√”。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３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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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国文明单位申报表

申报类别 文明单位 文明风景旅游区 文明社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或行业主管部门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单位基本概况；２主要业务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 （详细

情况另附２０００字以内材料）；４请在申报类别选项内打 “√”。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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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现有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复查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区

城市 （城区）名称 城市 （城区）级别

市 （区）文明办电话 所属省 （区、市）

入选时间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自然概况；２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
经验 （详细情况另附３０００字以内材料）；４请在申报类别选项内打 “√”。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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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现有全国文明村镇复查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村镇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所属省、地市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自然概况；２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
经验 （详细情况另附２０００字以内材料）。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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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现有全国文明单位复查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或行业主管部门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单位基本概况；２主要业务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 （详细

情况另附２０００字以内材料）。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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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现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复查申报表

申报类别 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入选时间

获省部级以上

荣誉、奖励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或行业主管部门文明委意见

（签章）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签章）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１自然概况；２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３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
经验 （详细情况另附２０００字以内材料）。上报表格及材料一式２份。

中央文明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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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中央外宣办等７部门

关于广泛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外宣办 （网宣办）、通信管理局、公安

厅、文化厅、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有关新闻

单位：

互联网正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是人们精神文化活动的

重要空间，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阵地。目前，我国已备案网站近４３０万个，网
民达４７亿人。为深入推进文明办网、文明上
网，大兴网络文明之风，中央文明办、中央外

宣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广

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

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紧紧围绕 “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主题，着力传播先进文化、树立网

络道德风尚、规范网站建设管理、提高网络服

务质量，推动互联网站健康发展，促进互联网

精神文明建设，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

贡献。

二、目标任务

开展 “文明网站”创建活动，要在各互联

网站中努力实现 “五个一”的目标：树立一个

意识，推动网站牢固树立 “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意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落实到网

站建设和日常管理之中，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与

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占领一个阵地，开展

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活动，用优秀网络文化产

品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防止错误思想和腐

朽文化在网上泛滥；净化一个空间，引导网站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遏制网络色情、暴力、欺

诈、侵权、低俗等行为，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

环境；建立一个机制，加强组织协调，形成长

效工作机制，促进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健康

发展，引导广大群众共建共评共享网络文明；

推出一批典型，重点抓好社会影响大、工作基

础好的网站，率先建成一批全国文明网站，示

范带动创建活动水平整体提高，形成网络文明

风尚。

三、活动内容

围绕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这一活动主

题，重点在境内接入、依法取得电信业务经营

许可或履行非经营性备案手续的网站中，开展

以下六个方面工作。

１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引导网站从业
人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网站管理者、编

辑、版主、主持人等重要岗位人员中开展 “三

项学习教育”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学习培

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网络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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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的行业风气。

２严格规范网站建设和管理。加强网站经
营许可和资质以及信息安全监督管理，推动网

站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经营

运行。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建立严格的内容审

核制度和有效的有害信息发现机制、监督机制

和处置机制，确保网上信息传播健康有序。遵

守信息发布和新闻传播的有关规定，营造良好

的网上舆论氛围。完善网上版权保护制度，遵

守版权管理法规。

３积极开展网络文明实践活动。精心设计
开展内容鲜活、吸引力强的主题活动，引导广

大网民在参与活动中树立正确的网络观，知荣

辱、明是非、分美丑，养成科学、文明、健康

的上网习惯。开展争创文明频道、文明版主和

争当文明网民等活动，共建文明和谐的网上精

神家园。发挥网站优势，大力宣传推动创建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以及 “讲文明树

新风”、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志愿者、公益捐

助、扶残助残等活动，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作贡献。

４强力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持续开展网上
“扫黄打非”、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

及低俗信息、网吧专项整治等活动，依法惩处

违法犯罪行为。互联网站要坚决支持净化网络

文化环境，认真落实工作责任，维护健康网络

环境。加快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开展公益性

绿色上网服务，为广大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网上

空间。

５推进网站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完善互
联网站行业自律公约，建立行业规范，主动开

展自查自纠，不链接不健康网站，不发送不健

康信息，不登载不健康广告，不运行、不传播

有暴力色情内容的游戏、图片、视听节目和文

学作品，及时发现、过滤和删除网上有害信

息，抵制一切有悖网络文明、有碍社会稳定的

行为。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建立举报受理制

度，对群众举报的网上有害信息及时处置。

６全面提高网站文明服务水平。通过开展
创建活动，促进网站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诚

信经营，优质服务，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

社会的能力，增强社会公信力，让人民群众满

意。引导网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参与公

益事业，塑造文明形象。

四、实施步骤

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重在建设，

贵在坚持。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分步实

施，扎实推进。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工作按以下步骤
实施。

第一阶段：２０１１年４月，部署启动创建活
动。成立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组委会及其办

公室，协调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活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相应机构，负责组织

本地区活动开展。

第二阶段：２０１１年 ５月至 １２月，大力推
进创建活动，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指导网站制订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扎实开展创建活动。在国新网、中国文明

网设立官方网站，重点新闻网站及主要商业网

站在相应专题内突出链接，搭建互动平台，发

布活动信息，报道工作进展，营造浓厚氛围。

在网站开展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举办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学习培训班，组织文明办网知识

竞赛和主题演讲，深入进行网络道德、网络法

制教育，推进网站行业自律，让积极健康的网

络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召开创建 “文明网站”

活动现场推进会，抓好一批重点网站率先取得

突破。组织检查指导，到基层、到网站，帮助

查找不足，改进工作，提高水平。

第三阶段：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５月，总结推广
成功经验，推动面上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组织

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媒体大力宣传有

效做法，展示工作成果，引导活动健康发展。

开展观摩交流活动，组织各地网站到先进网站

取经，到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参观学习，开阔

视野，增强本领，提升 “文明网站”创建活动

３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整体水平。引导各网站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设计具有网络特色的创建活动载体，推出一批

深受网民欢迎的 “金点子”、成功案例，让创

建活动深入人心。

第四阶段：２０１２年 ６月至 １０月，总结经
验，表彰先进，探索建立创建活动长效机制。

制定文明网站评选管理办法，建立文明网站表

彰奖励制度。发动网民推荐文明网站。召开全

国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经验交流暨表彰会，

命名表彰一批 “全国文明网站”。组织媒体大

力宣传先进典型，提高公众认知度和认可度，

树立互联网站良好形象。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推动创建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形成

网络文明风尚。

五、工作要求

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是适应互联网迅猛

发展形势，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愿望，切实

加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行动。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把活动扎

扎实实开展好。

１摆上突出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的

重大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互联网建设和管理

的有效抓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要认真研

究部署，明确目标任务，确定时间进度，责任

分工到人，推动工作落实。成立全国活动组委

会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检查落实各项工

作。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为组

委会主任，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中央外宣

办一位副主任为组委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各一位领导同志为组委会委员。组委会下设

办公室 （设在中央外宣办网络新闻协调局）。

各地也要相应成立组委会。

２重在群众参与，形成创建合力。文明
办、外宣办牵头做好日常联络协调，工信、公

安、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要结合履行

行业管理、内容管理、安全管理职能，引导属

地网站积极参与创建活动，把任务落实到业务

工作中。互联网协会等行业组织完善行业规

范，引导网站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提高网络

文明程度。各项工作都要坚持共建共评共享的

原则，立足基层，面向大众，吸引各个网站和

广大网民广泛参与，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共建网上精神家园。

３做好宣传引导，注重以点带面。组织报
纸、电台、电视台以及互联网等媒体，并动员

网民运用博客、播客、微博客等各种互动方式

参与，广泛宣传创建文明网站活动，推广有效

做法和成功经验，宣传先进典型，提高公众认

知度和认可度，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

文明网站建设的浓厚氛围。重视发挥先进典型

的榜样作用，把典型示范与普遍提高结合起

来，带动更多网站进入先进行列，扩大活动影

响，增强整体效应。

４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取得实效。要坚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紧密

结合网站业务，突出网络特色，善用 “网言网

语”，把创建工作落到实处。从具体事情抓起，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抓起，落实每个工作项

目，以阶段性成果促进整体目标实现。以社会

反响和群众评价检验活动成效，力戒形式主

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断完善工作措施，探索

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活动成效，实现文明网站

创建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４６



法 规 文 件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度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０号）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安徽、

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

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 （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

根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２０１０
年工作情况和 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现就做好
２０１１年度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做好资助在校受助大学生有关工作

鉴于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２００７年 （含）

以前入学，常规４年学制学生已经毕业，少部
分学制超过４年的２００７级以前入学的受助大学
生仍需继续资助。２０１１年将一次性拨付这部分
学生以后年度的资助款，继续资助他们完成本

科学业。资助政策和资助金额不变。

二、做好资助高中 “宏志班”学生有

关工作

继续资助２００９级、２０１０级高中 “宏志班”

受助学生。继续做好开办２０１１年新一届高中
“宏志班”有关工作，资助政策和资助金额不

变。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学校要做好确定资助

对象的各项工作，坚持考前预选、逐级申报、

考核公示三项制度，特别是学生所在学校和所

在村镇范围的公示，确保推荐审核新生的过程

公开、程序规范，确保资助经费用到最需要帮

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

三、切实保障 “宏志班”的办班质量

有关办班学校要切实加强 “宏志班”受助

学生的培养教育，帮助他们在思想上严要求、

学习上高标准、生活上不特殊。要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受助
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通过组织受助学生参加

集中培训、参观实践等活动，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热爱祖

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增强感恩回报意

识，不断提升受助学生的综合素质。

要充分利用 “宏志班”的优势，发挥 “宏

志班”受助学生的作用，促进办班学校形成刻

苦学习、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良好学风和不

慕虚荣、勤俭节约、团结互助、勇于奉献的良

好校风。

有关部门要与办班学校保持经常联系，加

强工作指导，进一步规范 “宏志班”的管理，

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有关部门和办班学校

要关心考取大学的高中 “宏志班”受助学生，

帮助他们了解申请各类后续资助的渠道、方法

和相关程序。

附件：２０１１年度高中 “宏志班”资助学生

名额分配表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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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１年度高中 “宏志班”资助学生名额分配表

地　　　区 高中宏志班 （每班５０名）

河北 ２个班，１００名

山西 ２个班，１００名

内蒙古 ３个班，１５０名

辽宁 ２个班，１００名

黑龙江 ２个班，１００名

安徽 ２个班，１００名

福建省２０个原中央苏区县 １个班，５０名

江西 ２个班，１００名

河南 ２个班，１００名

湖北 ２个班，１００名

湖南 ２个班，１００名

广西 ２个班，１００名

海南 ２个班，１００名

重庆 ２个班，１００名

四川 ２个班，１００名

贵州 ２个班，１００名

云南 ３个班，１５０名

西藏 ２个班，１００名

陕西 ２个班，１００名

甘肃 ２个班，１００名

青海 ２个班，１００名

宁夏 ２个班，１００名

新疆 ４个班，２００名

兵团 ３个班，１５０名

总　计 ５２个班，２６０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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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５部门

关于表彰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

获奖作品的决定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

团委，妇联：

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培养未成年人的爱党
情感，进一步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他们健康发展、快乐成长，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活

动。经各地推荐上报、网上投票评选和评委会

评审，决定授予 “我们心向共产党”等１０首
童谣为优秀童谣一等奖， “电灯跟我一齐睡”

等１０首童谣为优秀童谣二等奖、“小树”等２０
首童谣为优秀童谣三等奖，“北京让你不迷路”

等４０首童谣为优秀奖，予以表彰。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继续创作健康向上、易于传唱，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童谣作品。希

望各地各部门认真做好优秀童谣创作推广工

作，采取多种形式，在广大少年儿童中组织开

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用健康的文化产品滋润

未成年人的心田，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

深入。

附录：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获奖名单

（见本卷附录）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５部门

关于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征集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宣传部，文明办，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播影

视局，新闻出版局：

为充分发挥公益广告在传播文明、引领风

尚中的重要作用，展示我国人民昂扬向上、文

明进步的精神风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经中央领导批

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工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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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告宣传活动，面

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制作、刊播
“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告，弘扬自强、

厚德、崇俭、尚义、守信、明礼、报国、尽孝

等修身律己理念，引导人们积极参与 “做文明

有礼的中国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志愿服

务、文明交通行动等道德实践活动，树立良好

道德风尚。

二、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三、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１２月。

四、活动内容

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

办要牵头组织引导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和

广告企业设计制作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告，向主办单位选送优秀作品，并刊播主办单

位统一推出的优秀作品。

１作品制作。“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作品分为平面、广播、影视三类。要求主题鲜

明，导向正确，基调健康，内涵深刻；创意新

颖，表达严谨，清晰准确，制作精良，易认易

记，感染力强，综合效果突出。为确保公平，

各类作品均不得在画面、语音或标版中显示报

送人、制作人、投资人等信息。平面类作品版

面设计最大为 Ａ１，最小为 Ａ４，广播类作品时
长最长９０秒，最短３０秒，影视类作品时长最

长１２０秒，最短３０秒。
２作品选送。７月 ２０日前，各省 （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分别选送 １０
件优秀作品，其中平面类作品４件、广播类作
品３件、影视类作品３件。主办单位委托中国
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

地”接收报送的作品 （作品报送要求见附件

１）。各制作单位自留底稿，以备修改。
３作品刊播。主办单位对各地选送作品筛

选审定后，引导、鼓励新闻媒体、户外媒体、

移动媒体和重点新闻网站于８月至１１月进行集
中展播。

４表彰奖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对征集的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进行评审，初评出

入围作品，组织中央新闻媒体对入围作品进行

展播，公众投票评选。组委会根据群众投票情

况和专家意见综合评定奖项，对优秀作品予以

表彰奖励。

五、工作要求

１各地组织单位应事先告知投资人、制片
人、创作人、演员等有关方面，凡涉及侵权等

问题的作品一律不得选送，主办单位对各类作

品可进行修改、改编等非商业性再创作。

２在确保相关权利人法定权益的基础上，
主办单位将把各类优秀作品无偿提供给全国各

级各类媒体进行刊播。

３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加强领导，整合资

源，努力推出优秀作品。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各

界热心公益、形象健康、作风正派、群众认可

的知名人士参演公益广告。要增强法律意识，

按照本通知及相关规章制度规范操作，促进公

益广告事业健康发展。

附件：１报送作品要求
２作品登记表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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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报 送 作 品 要 求

报送的作品由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文明办汇总后，填报作品登记表，邮

寄给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全国公益广告创

新研究基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

街１号，邮编：１０００２４。联系人：刘林清、和
群坡，联系方式：０１０—６５７８３２３４，１３５０１１９６５２２（刘）
１３８０１３１８１４５（和），信封封面右上角标注 “讲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每件平面类作品用１５０克轻黑硬卡纸裱
起，规格为 Ａ３，作品电子版以 “文件名ＴＩＦ”
或 “文件名 ｊｐｇ”格式发至邮箱：ｇｏｎｇｙｉａｄ

＠１２６ｔｏｍ。
二、广播类作品制作成音频光盘 （ＣＤ格

式），一张光盘可以录制多条广告，各条广告

之间间隔１０秒，光盘封面用标签注明作品名
称，附广告文案稿１份 （Ａ４纸打印稿）。

三、影视类作品制作成 ＤＶＷ数字贝塔格
式，音频振幅 －２０ｄＢ，时长最长１２０秒，片长
为５秒的倍数，以４０秒、５５秒、６０秒为最佳，
片头有１分钟彩条、３秒片名标题版及３秒倒
数显示，每件作品之间留出１０秒间隔，盒子封
面用标签注明作品名称、时长及入点时码。

附件２：

作 品 登 记 表

广告题目

广告类别

出资单位

创作单位

创 意 人

设 计 人

选送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说明：１广告类别填写平面、广播、影视。
２选送单位为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播影

视局，新闻出版局。

３联系人与联系电话填写选送单位的联系人姓名和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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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关于广泛开展优秀童谣

传唱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团委，妇联：

为充分发挥优秀童谣愉悦身心、净化心

灵、启迪心智的作用，增强广大未成年人的爱

党爱国情感，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决定

在开展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活动的基础上，在

全国小学和幼儿园中广泛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推广优秀童谣，引导广

大少年儿童广为传唱，在传唱活动中陶冶情

操，健康快乐成长，做有道德的人。

二、活动安排

１充分利用童谣读物。配合开展优秀童谣
传唱活动，中央文明办组织编印了 《中华是我

家》——— “２０１１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评选获
奖作品集”图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８０首
获奖优秀童谣汇编成册， “六一”前在新华书

店公开发行。各地要充分利用好这本图书，组

织少年儿童认真阅读、学唱优秀童谣。为支持

西部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开展传唱活动，中央文

明办将向西部地区赠送部分 《中华是我家》图

书，西部各省 （区、市）要认真做好图书发放

工作，切实发挥图书作用。

２开展网上 “学童谣、谈感言”活动。以

“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契机，６月至７月，中国
文明网、央视网等网站开辟网上 “学童谣、谈

感言”活动主页面，将 《中华是我家》图书电

子版上网。各地要组织广大未成年人积极上网

浏览优秀童谣，认真学唱，寄语留言，引导他

们传唱优秀童谣，陶冶道德情操，抒发爱党

情感。

３开展校园传唱活动。要充分发挥学校主
阵地作用，把童谣传唱与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和开
展校园文化、课外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各地小

学和幼儿园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大课间、班队

会、德育课等时间，开展 “学童谣、唱童谣、

编童谣、演童谣”活动；利用校报、校刊、校

园广播站、橱窗、板报等，宣传展示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１年评选出的１６０首优秀童谣。要发挥 “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学校的示范

带动作用，组织学生广泛参与。

４组织暑期童谣传唱。各地在组织开展暑
期系列活动时，要把开展童谣传唱作为重要内

容，对传唱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评选出的１６０首
优秀童谣专题作出部署。要充分利用青少年活

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乡村学校少年宫等阵

地，把童谣传唱列入各场所的活动安排中。各

地举办的少儿夏令营、少儿文化演出等，要把

优秀童谣传唱纳入其中。要把学唱童谣、童谣

展演融入社区广场文化演出和群众性文艺活动

之中，邀请家长与孩子们一起唱童谣。通过多

种方式，营造全社会高度重视、少年儿童争相

传诵的氛围，使童谣传唱活动在暑期掀起

热潮。

５组织优秀童谣网上展播。在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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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后童谣传唱和暑期传唱活动中，要

特别注意录制优秀节目。从９月下旬至１２月，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将依托中国文明网、中国网

络电视台、中国妇女网和中国未成年人网、中

国校外教育网、全国家长网校以及地方新闻网

站，开办 “优秀童谣传唱活动网上展播”专

栏。同时，各省 （区、市）要在当地文明网和

主要新闻网站开办专栏，对优秀童谣节目进行

展播，使优秀童谣得以推广普及。８月底前，
请各省 （区、市）文明办组织报送节目光盘，

录制报送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６进行优秀童谣节目展演。各省 （区、

市）要在各地传唱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优秀童

谣展演活动，通过诵、唱、演等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推广优秀童谣。中央文明办将组织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和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制

作节目，陆续展播优秀童谣，适时举办 “全国

优秀童谣展演”，展示童谣传唱活动成果，推

动童谣传唱活动深入持续开展。

三、有关要求

１高度重视。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是

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迎接建党 ９０周
年、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

各地文明办、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要切实

加强领导，精心制订活动方案，采取有力措

施，推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深入开展。

２精心组织。各省 （区、市）文明办要组

织协调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对开展活

动作出部署，采取多种形式把童谣传唱活动有

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各级教育部门和共青团、

妇联要发挥本系统优势，认真组织广大学生积

极参与网上 “学童谣、谈感言”活动和优秀童

谣暑期传唱活动，努力扩大优秀童谣传唱活动

的覆盖面和影响面。

３务求实效。各地要以组织开展优秀童谣
传唱活动为契机，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要组织广大少年儿童、教师、家长和

专业人员积极创作优秀童谣，使优秀童谣作品

不断涌现。要把童谣传唱活动纳入校园文化、

社区文化建设之中，推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经

常化、制度化，使广大少年儿童在潜移默化中

滋养心灵、提高素质，展示良好风貌。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日）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组织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财政厅 （局）、教育厅 （教委、教育

局）：

经国务院批准， “十二五”期间，将利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在全国各地乡镇中心

学校建设一批乡村学校少年宫。目前，财政

部、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印发了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财综 ［２０１１］４４号）。为规范和加强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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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项目组织实施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

［２００４］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０６］４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办

发 ［２０１０］３９号），切实解决农村未成年人课
外活动场所建设薄弱的状况，不断满足农村未

成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把农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

二、主办单位

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

三、申报条件

“十二五”期间原则上支持依托乡 （镇、

苏木）中心学校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学校

的建设项目，寄宿制学校优先。申报项目所依

托的农村学校须有可供课外活动使用的校舍，

室内总面积不低于１００平方米，有一定数量的
专业教师、志愿者作为校外辅导员，保证活动

正常开展。

四、实施步骤

１组织申报。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按照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财综 ［２０１１］４４
号）规定的申报程序和 《２０１１年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指标分配表》，组织各地进行申报，对

项目申报书进行审核，确定拟建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学校名单，并于８月２５日前上报 《申报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汇总表》。经中央文明办会

同财政部、教育部备案后，８月底在中国文明
网上公布。

２项目启动。从今年 ９月上旬开始，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分

别举办项目建设启动仪式，并在启动期间对已

确定资助项目负责同志进行工作培训。

３项目建设。９月至１０月，各资助项目学
校集中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做好基础设

施修缮和基本器材配备，组织辅导员队伍，建

立档案资料。

４调研检查。１１月，中央文明办会同财政
部、教育部对各地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进

展、活动开展和档案资料建立情况进行调研

检查。

５总结交流。１２月，中央文明办会同财政
部和教育部召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座谈会，

总结交流首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和运转情

况，分析评估项目成效，研究完善进一步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改进措施。

五、工作要求

１精心组织实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工作，作为贯彻群众路线、

为广大农村未成年人办好事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制订工作方案，

采取有力措施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２切实履行职责。各级文明办会同财政、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项目的总体实施，整合本地

设施、队伍等优质资源，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管理使用工作，并组织做好项目检查、评

估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做好项目建成

后的管理使用工作，指导乡村学校用好乡村学

校少年宫，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设施、器材管

理，确保乡村学校少年宫正常运转。

３加强监督管理。各地要按照 《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

法》（财综 ［２０１１］４４号）的要求，严格落实
工作责任制，设立投诉电话，加强对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工作的检查和管理。要坚持收支平

衡和勤俭节约原则，杜绝挤占、挪用等违法违

纪行为的发生，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好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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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确保效益。

４做好宣传报道。各地文明办要组织新闻
媒体深入报道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对未

成年人的关心，广泛宣传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重要意义，宣传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使用情况，为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的实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１《２０１１年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指
标分配表》

２《申报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汇总
表》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附件１：

２０１１年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指标分配表

地区 分类 分配指标数 （个） 地区 分类 分配指标数 （个）

北京 东部 ６ 湖南 中部 ８６

天津 东部 ５ 海南 中部 ９

上海 东部 ４ 内蒙古 西部 ３２

辽宁 东部 ３４ 广西 西部 ６８

江苏 东部 ５５ 重庆 西部 ４１

浙江 东部 ４３ 四川 西部 １９１

福建 东部 ３４ 贵州 西部 ７４

山东 东部 ７６ 云南 西部 ７４

广东 东部 ５８ 西藏 西部 ２３

河北 中部 ８６ 陕西 西部 ７２

山西 中部 ４５ 甘肃 西部 ５８

吉林 中部 ２７ 青海 西部 １５

黑龙江 中部 ３８ 宁夏 西部 １０

安徽 中部 ６７ 新疆 西部 ４１

江西 中部 ５７ 兵团 西部 １０

河南 中部 １０６

湖北 中部 ５５
总计：１６００

注：各省 （区、市）２０１１年度建设指标综合考虑各地乡镇数和农村人口数进行分配。基准数据取自２０１１
年版中国行政区划统计表和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底人口抽样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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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申报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汇总表

申报学校 详　细　地　址 在校生数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印发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

现将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管理办法》印

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贯彻

落实。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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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作

用，切实规范和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管

理，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０４］８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０６］４号）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０］３９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村学校少年宫，是

指依托农村中小学校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

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

志愿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

展普及性课外活动的公益性活动场所。

第三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功能定位：
（一）农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阵地；

（二）农村未成年人的文体活动平台；

（三）农村未成年人的科普活动场所。

第四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原则：
（一）公益性原则。面向未成年人免费提

供文化服务，不开展任何赢利性的经营活动；

（二）普及性原则。面向全体对未成年人

普遍进行兴趣爱好和基本技能的培养，结合民

族优秀文化和地域文化形成特色；

（三）资源整合原则。充分利用学校现有

资源、周边公共设施和社会各界力量，实现资

源整合，共建共享。

第二章　日常运行
第五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开放时间为平

日放学后、节假日和寒暑假。

第六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的活动场所
应在显著位置作出标示。

第七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内容：
（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以

乐促智。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因地制

宜，广泛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

歌咏、乐器、舞蹈、绘画等艺术活动，球类、

武术、棋艺、跳绳等体育活动，以及滚铁环、

灯谜、放风筝、舞龙灯等乡土文化特色活动。

（二）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动，以

技促能。既可利用师资、场地、设施等条件，

开展科技、手工等活动，也可根据地域文化和

学校特色，引进陶艺、编织、木偶、剪纸、民

乐、戏曲等项目。

（三）开展内容鲜活的经典诵读活动，以

读养德。精选适合未成年人阅读的传统经典，

结合 “我们的节日”，积极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配合学校德育工作，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活动，开展生命安全、环境保护等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

第八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具体活动项目
设计应充分考虑学生兴趣爱好、地方文化特

色，结合师资队伍、资金投入等情况，注意做

好与学校教育教学的有效衔接。

第九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开放对象主要
为所依托学校的在校学生，鼓励具备条件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面向周边中小学校学生开放。

第十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不得开展文化课
补习，未成年人可自愿选择参加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活动。

第十一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辅导员
队伍：

（一）教师辅导员。充分发挥学校现有教

师的作用，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到不同的活

动项目担任辅导员。

（二）志愿者辅导员。积极招募思想政治

素质高、责任心强、有能力承担课外辅导工作

的高校学生和当地 “五老”人员、先进人物、

文体骨干、民间艺人等担任志愿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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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辅导员人数
应满足工作开展需要。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三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由各级文

明委进行指导和推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具体由文明办会同财政

和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各地自主建设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管

理体制。

第十四条　学校设立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
办公室，由所在学校校长担任主任，分管副校

长或教导主任担任副主任，配备２名以上的兼
职工作人员，负责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行管理、

设备维护、活动项目实施、辅导员队伍建设、

日常考勤、财务管理、档案记录等。

第十五条　县级文明办和教育行政部门可
统一招募和管理志愿者辅导员队伍，为各乡村

学校少年宫提供服务，实现资源共享。省级和

地市级文明办、教育行政部门应鼓励大中专院

校学生利用参加社会实践和假期返乡的机会，

积极参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志愿者辅导员工作。

第十六条　各地应制定 《乡村学校少年宫

考核评估标准》，从服务对象、活动内容、时

间安排、运行效果、经费使用等方面设置相应

指标，定期对各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考核评

估，并将考评结果作为确定运转补助金额的依

据。各级文明办、教育行政部门应定期对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使用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第十七条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校应
投保校方责任保险，并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

伤害保险。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十八条　文明办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职

责，推动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和各级文明单位在

资金、设施、技术、人才等方面为乡村学校少

年宫提供支持，形成工作合力。

第十九条　文明办要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管理使用情况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之中，纳入

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评选文

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等的重要

依据。

第二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管理使用情况的考核评估结果，纳入

学校教育管理评估体系，与学校和校长的评优

评先挂钩。

第二十一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依托学校进
行管理，实行主任 （校长）负责制。学校应积

极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各项工作。

第二十二条　乡村学校少年宫所属活动场
所和器材设备归学校所有，由学校负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学校根据乡村学校少年宫提
供的活动开展情况和活动效果，对教师辅导员

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教师评优评先

挂钩。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经费全额使用，不得挪用，并积极争取社会

资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运转和维护。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切实保证活动场地、
设施、器材的安全性，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

志，对参加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的学生开展必

要的自护自救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和能力，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央文明办、教

育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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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组织开展 “向国旗敬礼、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为进一步扩大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活动深入开展，中央文明办会同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今年国庆节期间，组

织广大未成年人开展 “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

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要以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为契机，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国庆期间重要节日活动

为载体，以网上签名寄语活动为形式，引导广

大未成年人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增强

爱国意识，激发爱国情感，学习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１０日。

三、活动内容

组织广大未成年人上网面向国旗敬礼并签

名、寄语，抒发感言，表达心声，使他们在参

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未成年人可以个人

名义，也可以采取小组、团队、班级或家庭等

方式进行签名，同时留言寄语。留言寄语内容

要主题突出、健康向上，反映真情实感。

四、活动安排

１发布活动启事。活动开始前，适时在中国
文明网、央视网发布活动启事，其他网站转发。

２开设签名栏目。请中国文明网、央视网设
计专门页面，在首页显著位置开设签名寄语栏目，

中国文明网联盟和中国未成年人网链接。

３组织签名寄语。从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１０
日，请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协调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组织未成

年人登录中国文明网、央视网或其他链接网

站，进行网上签名寄语。

４做好跟踪反馈。活动期间，中国文明
网、央视网每天汇总各地参与签名寄语的人

数，刊出精彩寄语。主办单位将适时向各地反

馈签名寄语情况。

五、活动要求

各地文明办要把这次网上签名寄语活动作

为开展 “十一”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精心组

织，抓好落实。要积极协调教育、共青团和妇

联等部门，发挥各自特长和优势，组织未成年

人广泛参与。要及时将本通知内容转发全国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和 “乡

村学校少年宫”，充分发挥各类校外活动阵地

作用，为未成年人参与签名寄语创造条件。

各地开展网上签名寄语活动的情况，请于

１０月１５日前报中央文明办。
（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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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作用

推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天津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建设局：

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提升现代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居民文明素

质和生活质量，现就发挥物业服务企业作用推

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主题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以 “奉献他人、提

升自己”为理念，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弘扬志愿精神与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相统一，坚持志愿服务与物业服务相衔接，

坚持员工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志愿者相配合，注

重人文关怀，多办实事好事，推动社区成为管

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

同体。

二、工作内容

１积极组织员工开展便民利民志愿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员工工作在社区，与居民相熟相

知，有一定的技术专长，是社区志愿服务的重

要力量。物业服务企业要在员工中大力宣传志

愿理念、普及志愿知识，增强员工的志愿服务

意识，充分发挥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组织员

工在认真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基础上，开展形式

多样的便民服务和延伸服务。及时收集与居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利用小区公告栏、告示

牌定期发布，方便居民生活。组织员工为社区

居民特别是空巢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维修家电、

代交水电费等服务，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组

织维修工人向居民普及水电暖气的使用常识，

倡导安全用电、节约用水的生活方式。组织园

艺工人开展室内花卉种植培训，为居民提供家

居绿化知识咨询。

２积极支持社区文体志愿服务活动。物业
服务企业接受业主委托对社区物业进行维护和

管理，要配合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利用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场地、设施和设备，为居民开

展文体活动提供支持。要主动与社区居民组建

的票友会、舞蹈队、合唱团等加强联系，为他

们开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结合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区”、

送欢乐下基层和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等，

为居民诵读经典、联谊联欢、才艺展示等搭建

平台。切实做好社区健身路径维护和保养工

作，积极为社区体育指导员开展工作创造条

件，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经常化。支持社区志愿

服务站 （点）建设，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可利用社区 “一键

通电话”或 “爱心门铃”，依托楼宇通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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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答服务系统，提高志愿服务的及时性和

有效性。

３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协助社区
居委会对困难家庭进行走访，完善社区志愿服

务台账，提高志愿服务的针对性。扎实推进文

明礼仪知识宣传普及，组织员工志愿宣讲队和

文明劝导队，宣传生活礼仪、职业礼仪和社交

礼仪常识，倡导文明新风，劝导不文明行为，

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扎实推进平安社区

建设，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帮助居民成立治

安巡查志愿服务队，协助做好社区治安防范工

作，完善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安保人员向居民

发放安全手册，普及防火防盗、应急避险、疏

散安置等知识，提高居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三、工作要求

依托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是创新社区管理方式、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的有力抓手，是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升企业形象、打造服务品牌的重要载体，是

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志愿服务水平的

有效途径。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按照 《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

订实施方案，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文明办要发

挥好牵头作用，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和联络服务

工作，把这项工作纳入志愿服务活动总体规

划，与正在开展的关爱空巢老人、关爱残疾

人、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形成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强大合力。各级物业主管

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行业精神文明创建的重

要内容，积极探索将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志愿服

务工作与物业服务项目招投标、物业管理创先

评优等工作相结合的措施和办法，把这项工作

做深入、做扎实。社区相关部门要积极与物业

服务企业联系，努力形成党组织统一领导，社

区居委会、驻区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企业协同配合的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物业

服务企业要把推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融入物业

服务企业管理之中，不断提高工作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依托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要坚持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全国文明城

市 （区）和先进城市 （区）要走在前列，发挥

带头作用。今年年底前，各城市要选取２至３
个有一定基础的社区建立示范点，在领导体

制、工作方案、重点项目、服务队伍等方面提

出明确要求。明年，各城市要在认真总结试点

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面上推开，推动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要利用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意义，

宣传优秀物业服务企业在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和

有效做法，不断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在中国文明网开辟专题网页，多角度、多侧面

地展示活动开展情况。各省 （区、市）相关部

门要将活动进展情况及时上报中央文明办、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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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２０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２０１２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普及活动，丰富节日期间城乡群众文化

生活，营造欢乐喜庆、祥和文明的节日氛围，

现就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通知如下：

一、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坚持立足当地、因地制宜、就近就便，精

心设计工作载体和活动形式，大力开展多姿多

彩、特色鲜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挖掘和

弘扬春节、元宵节的文化内涵。充分调动基层

业余文化骨干的积极性，利用文化宫、青少年

宫、体育场、广场、公园等场所，依托乡镇文

化站、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室、文化中心户

等，组织民俗展示、体育健身、歌舞表演、花

会歌会、联欢联谊、社火庙会、灯谜灯会、书

法棋艺、美术摄影等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

生活。适应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

推动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

卫生 “四进社区”、“送文化下基层”等活动，

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城乡基层特别是革命

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部分灾区，广泛开展公

益性文化惠民服务活动，把欢乐送到千家万

户。鼓励支持乡村文艺演出队、文化能人到周

边城市、城郊开展演出活动，推动城乡之间文

化交流。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军民共建、警民

共建活动，发挥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等单

位的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帮助基层社区、农村

文艺骨干编排节目，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联

谊，使人们在参与中抒发情感、愉悦身心。各

地已经建好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要组织人

员做好开放服务工作，为农村未成年人节日活

动提供场所。挖掘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开

展节日旅游活动，活跃节日文化市场，增强节

日魅力。

二、精心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抓住春节、元宵节的有利时机，以道德模

范、生活困难群众为重点对象，开展各种关爱

活动，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展示中华民族崇

德向善、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精神风貌。开

展向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拜年走访、座谈联欢

等活动，组织他们参加当地的节日庆典和文艺

联欢活动，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

德，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组织有关部

门、文明单位开展慰问孤寡老人、残疾人和低

保户活动，推动有关部门惠民措施的尽快落

实，帮助解决生活中实际困难，让他们过一个

舒心、温暖的传统节日。建设更多面向基层困

难群众的爱心超市 （市场、摊点），通过提供

爱心券、上门送货、降低价格等形式，给广大

群众带来更多实惠和便利。

三、着力深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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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众特别是社区居民参与，传递亲情友

情，传播文明社会风尚。深化拓展关爱空巢老

人和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动员志愿者以结对

帮扶的形式，为空巢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生活照

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务，让他们心情舒畅、快乐

过节。以城市农民工为重点，开展关爱农民工

维权活动，组织志愿者特别是法律志愿者为农

民工提供政策咨询、索要欠薪、处理劳动纠纷

等服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开展关爱返

乡农民工活动，组织志愿者帮助农民工办理网

上订票业务，在农民工返乡道路沿线设立休息

站，农民工重点输出地要组织志愿者到车站、

码头等地开展迎接活动，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

帮助。开展关爱留守农民工活动，以送祝福、

送亲情、送文化、送平安、送健康为主要内

容，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让留

守打工地过年的农民工在异地他乡度过一个喜

庆温馨的春节。

四、努力营造浓厚氛围

结合宣传文化单位广泛开展的 “走基层、

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加

强春节、元宵节期间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的宣传报道，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

访谈、公益广告等形式，及时报道各地开展主

题活动的进展情况，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介

绍春节、元宵节相关知识，传播文明和谐、喜

庆节俭的节日理念，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传统

节日、过好传统节日。要精心制作播出中央电

视台 “我们的节日·春节”中华长歌行、文化

视点和 “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等特别

节目，组织各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推出一

批文化类节目和专题节庆晚会，用优秀电视文

艺节目满足群众节日文化需求。组织中国文明

网、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视网等重点

新闻网站开展网上主题活动，组织 “网上拜大

年”和 “网上灯谜征集”活动，征集拜年寄语

和过年体会，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大力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文明办要把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把各项工作做得扎扎实

实、有声有色。要突出思想内涵，坚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贯穿活动始终，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把群众作为主角，

多设计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项目，多搭建群众

便于参与的活动平台，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要加强统筹协调、沟通联络，充分调动

教育、民政、商务、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体育、旅游、文联等部门的积极性，共同推进

这项工作。要注重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

动的组织引导，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１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２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文

明办决定，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国城乡基
层广泛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

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为根本，以培养志愿服务文化为核

心，以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力所能及关爱

生活困难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精心设计、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着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

社会文明程度和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形成男

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

让宽容的人际关系，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

和、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

二、活动内容

１广泛开展城乡文化志愿服务。积极搭建
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依托民族民间文化资

源，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组织志愿者广泛

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深

化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文化志愿

者依托乡镇 （社区）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等

阵地，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

源，为群众提供文化艺术培训、书报刊借阅、

公共文化鉴赏等服务，指导开展文艺演出、才

艺展示、体育健身活动。结合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 “四进社区”

活动，组织专业志愿者以小分队的形式深入城

乡基层，义务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电影

巡映，向群众免费赠送春联和年画、拍摄全家

福，进行医疗巡诊、法律知识普及等服务。结

合 “送欢乐下基层”活动，推动专业文艺院团

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进行演出，并帮助开发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和文化项目。组织群众中

涌现出的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

开展票友会、秧歌队、小乐团、曲艺沙龙等文

化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组织志愿者广泛开展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

信，引导人们远离 “黄、赌、毒”，树立科学

文明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

２深化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
和残疾人志愿服务。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覆盖

面，提高活动的实效性，在元旦春节期间兴起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关爱留守儿童志

愿服务活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和关爱

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潮。组织社区志愿者

采取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为空巢老人、农民

工和残疾人提供家政维修、生活帮扶、清洁卫

生、采办年货等服务，到敬老院、福利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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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院开展慰问、拜年、联欢等活动；组织法

律、教育、医务等专业志愿者，提供法律援

助、精神关怀、心理疏导、健康讲座、送医送

药等服务，使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关爱和人间

真情。组织巾帼志愿者和学生志愿者为留守儿

童提供生活照料、亲情陪护、学业辅导。组建

“春运志愿服务队”，深入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做

好春运安全宣传，帮助农民工订购返乡车票，

在车站、公交枢纽提供出行咨询、候车引导、

行李运送等志愿服务，在农民工返乡道路沿线

设立休息站，方便农民工平安顺利返乡。组织

志愿者积极参加企业、社区开展的面向农民工

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为在打工地过年的农民工

及其子女参加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农

民工重点输出地要组织志愿者到车站、码头等

地开展迎接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３扎实推进改善环境秩序志愿服务。广泛
开展创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志愿服

务活动，营造干净整洁、和谐安宁的城乡社会

环境，展示中国人民讲文明、重礼仪、守秩序

的精神风貌。开展清洁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组

织社区志愿者整治卫生死角，及时清理燃放烟

花爆竹后的残屑和废弃物，保持社区整洁卫

生。开展消防安全志愿服务，组织消防志愿者

宣传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知识和防灾避险、

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处置知识，劝导不

文明燃放行为，帮助居民提高公共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开展社会治安志愿服务，组织

社区治安志愿者配合物业员工，开展安全巡防

工作，排查安全隐患，维护良好社区治安环

境。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在市

区重要路口、社区、学校等地方发放交通法规

宣传单、文明卡，劝导行人、驾驶员遵守交通

法规，协助疏导交通，形成文明行车、文明乘

车、文明走路的交通环境。开展维护公共秩序

志愿服务，针对公共场所人流密集、管理难度

大的特点，在广场、商场、机场、车站、码

头、医院、旅游景点等场所设立志愿服务站，

开展秩序维护、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积极为

过往群众排忧解难。开展便民利民志愿服务，

组织窗口行业志愿者发挥职业技能优势，为群

众提供满意舒心的服务环境，做到诚信经营、

热情周到。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组织社区

体育指导员、运动员和体育院校师生深入城乡

基层，讲解健身知识、推广健身方法、提供健

身指导，普及科学健身理念，引导群众积极参

加健身活动。

三、活动要求

各级文明办要把组织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

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活跃群众

节日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会同相关部门制订

具体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实施。要把志愿服务

活动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结合起

来，与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送温暖献

爱心”活动结合起来，从办得到、群众又迫切

需要的事情入手，多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的服

务，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努力在志愿服务中

体现人文关怀，在举国欢庆中倡导文明新风。

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社会知名人

士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全社会作出示

范。要坚持既尊重人们的服务意愿，鼓励人们

自主参与，又强调公民的社会责任，努力扩大

志愿服务活动的覆盖面，增强志愿服务活动的

影响力。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对 “红红火火过

大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及时进行宣传报道，

努力营造有利于志愿服务的浓厚舆论氛围。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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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第二届

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入

发展，经领导同意，决定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第二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先

进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目的

充分展示中央８号文件下发以来，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交流会
以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各地各部门工作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全社会更加关

心支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营造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二、评选原则

１坚持实事求是。各地推荐先进城市、先
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反对形式主义，先进事迹

必须真实可信，经得起检验。

２坚持优中选优。要以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为导向，以测评成绩为

标准，真正把工作基础扎实、成绩突出、社会

反响好的城市、单位、个人评选出来，确保先

进典型立得住、质量高、示范性强。

３坚持群众路线。要立足实际，面向基
层，面向群众，向基层一线倾斜，充分体现群

众性，努力扩大评选表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４坚持重在实效。要以评选表彰为契机，
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制定改进措

施，使评选表彰的过程成为推动工作的过程。

三、评选方式

１先进城市的评选
（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第三届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成绩达到９５分以上的城市，由中央文明委
确定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２）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分配名
额分别推荐１个地级以上城市或直辖市所辖区，
海南、西藏、青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推荐

县级市。

（３）已获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的不再推荐。

２先进单位的评选
（１）各地和有关部门文明委按分配名额推

荐本地本系统２００８年以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扎实、勇于创新，做出突出成绩的机

关、学校、街道、社区、村镇、企事业单位和

４８



法 规 文 件

群众组织。

（２）省级 （含省级）以上机关、群众组织

及其机关内设机构不参加评选。

（３）已获首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不再推荐。

３先进工作者的评选
（１）各地和有关部门文明委按分配名额推

荐本地本系统２００８年以来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兼职人员。

（２）以推荐学校、街道、社区、村镇、企
事业单位等一线工作的同志为主，现职人员原

则为处级以下干部。

（３）已获首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的不再推荐。

四、评选名额

１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
市４３个。
２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０个。
３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

作者１００名。
名额分配附后。

五、评选条件

１先进城市
以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为评选标准，以２０１１年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结果和各地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成绩为主要依据。参评城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

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成效明

显，“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卓有成效，

为未成年人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丰富，

社会文化环境良好，农村及特殊群体未成年人

教育管理工作扎实有效，全社会关心支持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氛围浓厚。

２先进单位
（１）领导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单位年度工作计

划，统筹安排，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２）勇于创新。认真研究解决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创新手

段和方法，工作有新招、实招，为未成年人办

了一批好事、实事。

（３）队伍健全。有一支责任心强、熟悉工
作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专兼职队伍，能

够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发挥作用。

（４）成效显著。机制完善，措施有力，效
果明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得到广大

群众充分认可，受到未成年人广泛欢迎，走在

本地区、本行业前列。

３先进工作者
（１）事业心、责任感强。认真学习领会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决

策部署，爱岗敬业，守土有责，自觉奉献。

（２）业务能力精湛。立足本职岗位，工作
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出色完成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各项任务，在本系统、本领域有一

定影响和知名度。

（３）积极开拓创新。善于把握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改进创新、锐意进取，在工作中有新的突

破和创造。

（４）工作成绩显著。群众公认，社会肯
定，事迹突出，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中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六、评选步骤

各省 （区、市）文明委根据评选办法和评

选条件，采取自下而上、自愿申报、逐级推

荐、测评审核、社会公示等方式进行。

１１２月上中旬，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各有关部门根据评选范

围、评选条件，对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进行

初选。有关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明办，根据本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测评情况，各推荐１个先进城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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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月下旬，各省 （区、市）文明委审核

确定本地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候

选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后，报中央文明办。

３２０１２年 １月，中央文明办将先进城市
（区）、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报中

央文明委领导审定。

４２０１２年２月，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视讯会议上，对先进城市、先进单位

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

七、有关要求

１精心安排部署。这次评选表彰是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落

实中央８号文件、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深入发展的有效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开展评选表彰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

领导，精心安排部署，把评选表彰活动与当前

正在开展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结合起

来，使评选表彰的过程成为总结经验、巩固成

果的过程，成为改进工作、提高水平的过程，

成为为广大未成年人办实事、办好事的过程。

２确保评选质量。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评选
原则，坚持标准，严格程序，规范操作，把推

荐评选工作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确保评

选出的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叫得

响、立得住，经得起群众和实践的检验。

３广泛进行宣传。各地文明办要组织当地
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各地各

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做好典型推广，扩大社

会影响，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

附件：１推荐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先进

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２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申报表

３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申报表

４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附件１：

推荐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省 （区、市） 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

北京 ６ ３

天津 １ ６ ２

河北 ７ ３

山西 ６ ３

内蒙古 ５ ２

辽宁 １ ６ ３

吉林 １ ６ ３

黑龙江 ６ ３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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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区、市） 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

上海 ７ ３

江苏 ８ ３

浙江 ７ ３

安徽 ６ ３

福建 １ ６ ３

江西 ６ ３

山东 ８ ４

河南 ８ ４

湖北 １ ６ ３

湖南 １ ６ ３

广东 ６ ３

广西 １ ６ ３

海南 １ ４ ２

重庆 ６ ２

四川 ８ ４

贵州 １ ５ ２

云南 １ ４ ２

西藏 １ ３ ２

陕西 １ ６ ２

甘肃 １ ５ ２

青海 １ ３ ２

宁夏 １ ４ ２

新疆 ５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１ １ １

教育系统 ３ ３

外宣 （网管）系统 １ １

公安系统 １

信息产业系统 １ １

文化系统 ２ １

工商系统 １ １

广电系统 ２ １

新闻出版系统 １ １

共青团系统 ２ ２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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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区、市） 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

妇联系统 ２ ２

科协系统 １

关工委系统 １ ２

注：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重庆、

四川、新疆已有城市 （城区）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中成绩达到９５分以上，不再单独推荐。

附件２：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申报表

城市名称 城市级别

联系电话 所在省 （区、市）

获奖情况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省 （区、市）文明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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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所在省 （区、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城市文明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省 （区、市）文明委或中央国家

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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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所在省 （区、市）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城市文明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省 （区、市）文明委

或中央国家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央文明委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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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 （区）

和继续保留的全国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名单的通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文明办：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

本，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活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进

展和显著成绩，城乡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

不断提高，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影响广泛的先进典

型。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硕成

果，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

展，经各省 （区、市）文明委测评推荐，中央

文明委批准，湖北省武汉市等９３个城市 （区）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区）提名资格。同时，在

自查的基础上，经各省 （区、市）文明委组织

复查和中央文明办审核抽查，报中央文明委批

准，继续保留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等６３７个
村镇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北京市东城区民

政局等１３２０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希望上述获提名资格的城市 （区）和继续

保留荣誉称号的村镇、单位珍惜荣誉，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中，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

人的全面发展中，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附件：１《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
（区）名单》

２《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名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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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 （区）名单 （９３个）
北　京：海淀区；
天　津：河西区、滨海新区、东丽区；
河　北：邯郸市、廊坊市、石家庄市、

秦皇岛市、承德市；

山　西：晋城市、太原市、孝义市；
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

辽　宁：营口市、鞍山市、铁岭市、
沈阳市；

吉　林：延吉市、吉林市、松原市；
黑龙江：哈尔滨市、伊春市、安达市；

上　海：徐汇区、奉贤区；
江　苏：镇江市、无锡市、泰州市、

徐州市；

浙　江：绍兴市、温州市、湖州市、
余姚市；

安　徽：合肥市、淮北市、芜湖市、
铜陵市；

福　建：三明市、泉州市、漳州市；
江　西：萍乡市、赣州市、南昌市、

景德镇市；

山　东：济南市、莱芜市、东营市、
日照市；

河　南：新乡市、濮阳市、许昌市、
济源市；

湖　北：武汉市、十堰市、襄阳市、
黄石市、鄂州市；

湖　南：岳阳市、株洲市；
广　东：珠海市、肇庆市、佛山市、

韶关市；

广　西：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
海　南：海口市、三亚市；
重　庆：南岸区、长寿区；
四　川：广安市、遂宁市、西昌市；
贵　州：遵义市、凯里市；
云　南：昆明市、曲靖市、安宁市、

大理市；

西　藏：日喀则市；
陕　西：西安市、宝鸡市、延安市；
甘　肃：金昌市、嘉峪关市、兰州市、

庆阳市；

青　海：西宁市、格尔木市；
宁　夏：石嘴山市；
新　疆：石河子市、阿克苏市。

附件２：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名单

一、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名

单 （６３７个）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丰台区花乡榆

树庄村、门头沟区潭柘寺镇、房山区史家营乡

金鸡台村、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顺义区赵全

营镇北郎中村、大兴区榆垡镇、平谷区大华山

镇挂甲峪村、延庆县八达岭镇；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徐庄子村、东丽区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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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瑕街新五村、津南区咸水沽镇、北辰区宜兴

埠镇、北辰区天穆镇、大港区中塘镇、武清区

梅厂镇、静海县大丰堆镇史家庄村、宁河县芦

台镇、蓟县别山镇；

河北省：平泉县县城、滦县县城、藁城市

岗上镇岗上村、鹿泉市大河镇曲寨村、石家庄

市裕华区槐底街道办事处槐底村、石家庄市桥

东区桃园镇桃园村、滦平县张百湾镇周台子

村、张北县油篓沟乡喜顺沟村、秦皇岛市海港

区东港镇、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石河镇新建村、

迁安市杨各庄镇徐流口村、唐山市丰润区沙流

河镇沙流河村、霸州市霸州镇、高碑店市白沟

镇、蠡县北郭丹镇武家营村、定州市高蓬镇钮

店村、涿州市东仙坡镇挟河村、任丘市议论堡

乡大征村、献县河街镇小屯村、沧州市运河区

小王庄镇小圈村、武强县武强镇南立车村、冀

州市漳淮乡北内漳村、邢台县浆水镇前南峪

村、沙河市白塔镇栾卸村、临西县下堡寺镇东

留善固村、武安市磁山镇、大名县万堤镇万北

村、涉县更乐镇东巷村；

山西省：壶关县县城、怀仁县县城、襄垣

县县城、大同市南郊区云冈镇、怀仁县云中

镇、平定县冠山镇、黎城县黎侯镇、潞城市店

上镇、泽州县巴公镇、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

南关村、汾阳市贾家庄镇贾家庄村、阳泉市郊

区平坦镇桃林沟村、长治市城区常青办事处紫

坊村、长治市郊区西白兔乡霍家沟村、壶关县

常平开发区常平村、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平

顺县中五井乡留村、武乡县丰州镇城关村、泽

州县巴公镇东四义村、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

陵川县杨村乡杨村、洪洞县赵城镇官庄村、翼

城县里砦镇老官庄村、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

龙门村、闻喜县东镇西街村；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县城、阿荣旗

县城、扎鲁特旗县城、达茂旗希拉穆仁镇、土

右旗苏波盖乡美岱桥村、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

河镇、扎赉特旗新林镇、奈曼旗八仙筒镇、敖

汉旗长胜镇、喀喇沁旗王爷府镇、阿巴嘎旗洪

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正镶白旗明安图

镇苏金宝力格嘎查、察右后旗红格尔图镇、伊

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伊金霍洛旗阿拉腾席热

镇、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乌拉特前旗西

小召镇公田村、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辽宁省：辽中县县城、台安县县城、建昌

县县城、沈阳市东陵区浑河站西街道满融村、

沈阳市于洪区陵东街道上岗子村、新民市大民

屯镇方巾牛村、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城市腾鳌

镇、抚顺市东洲区哈达镇上年马洲村、东港市

长山镇、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大梨树村、北

镇市沟帮子镇、大石桥市水源镇、阜新市海州

区韩家店镇西荒村、喀左县中三家镇、大洼县

田家镇、葫芦岛市连山区虹螺岘镇；

吉林省：通化县县城、扶余县县城、抚松

县县城、榆树市五棵树镇、磐石市烟筒山镇、

舒兰市平安镇、公主岭市南崴子镇、抚松县万

良镇、大安市安广镇、长春市宽城区柳影街道

办事处新月村、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双丰村、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办事处幸福村、吉林市

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辽源市龙山区寿山

镇七一村、通化县石湖镇老岭村、扶余县新万

发镇新农村村、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

黑龙江省：通河县城、东宁县城、杜尔伯

特蒙古族自治县城、宁安市渤海镇、林甸县三

合乡、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甘南县音河镇兴

十四村、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扎龙乡查罕诺村、

富锦市长安镇太安村、鸡东县下亮子乡长庆

村、铁力市双丰镇双河村、萝北县东明朝鲜族

乡黎明村、逊克县车陆乡宏伟村、绥棱县上集

镇诺敏河村、漠河县北极镇北极村、黑龙江省

农垦总局宝泉岭分局普阳农场柳东管理区、黑

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分局八五七农场第六管

理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浦东新区金桥

镇、宝山区月浦镇、闵行区七宝镇、嘉定区安

亭镇、金山区枫泾镇、青浦区赵巷镇、奉贤区

南桥镇、崇明县竖新镇前卫村；

江苏省：沛县县城、建湖县县城、沭阳县

县城、高淳县古柏镇武家嘴村、南京市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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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街道锁石村 （原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锁

石村）、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 （原江阴市

华士镇华西村）、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徐州

市贾汪区青山泉镇马庄村、徐州市铜山区铜山

镇 （原铜山县铜山镇）、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

镇五一村、张家港市塘桥镇、常熟市支塘镇蒋

巷村、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昆山市玉山

镇、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 （原通州市石港镇）、

海门市海门镇、如皋市搬经镇、赣榆县青口镇

宋口村、盱眙县马坝镇、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

道仰徐村、扬州市江都区丁伙镇 （原江都市丁

伙镇）、扬州市邗江区沙头镇、丹阳市新桥镇、

扬中市新坝镇、兴化市张郭镇、兴化市戴南

镇、姜堰市娄庄镇；

浙江省：嘉善县县城、绍兴县县城、德清

县县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桐庐县分水

镇、淳安县千岛湖镇、余姚市泗门镇、宁波市

鄞州区邱隘镇、嘉善县姚庄镇、桐乡市乌镇

镇、绍兴县钱清镇、德清县钟管镇、义乌市佛

堂镇、开化县华埠镇、温岭市箬横镇、天台县

平桥镇、嵊泗县嵊山镇、云和县云和镇、杭州

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星民村、奉化市萧王庙街道

滕头村、余姚市泗门镇小路下村、洞头县北岙

镇九厅村、嵊州市崇仁镇张家村、绍兴市越城

区斗门镇上窑村、海宁市许村镇永福村、安吉

县山川乡高家堂村、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磐

安县尖山镇管头村、台州市路桥区路南街道方

林村；

安徽省：铜陵县县城、繁昌县县城、歙县

县城、肥西县三河镇、肥东县石塘镇、合肥市

蜀山区井岗镇、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洪庄村、

濉溪县刘桥镇、蒙城县城关镇、砀山县葛集镇

白腊园村、固镇县城关镇、颍上县八里河镇、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天长市秦栏镇、霍

山县衡山镇、舒城县城关镇、当涂县博望镇、

马鞍山市雨山区佳山乡芦场村、无为县高沟

镇、繁昌县孙村镇、芜湖县湾镇、宣城市宣

州区水东镇、铜陵市郊区大通镇、池州市贵池

区梅村镇霄坑村、太湖县弥陀镇、潜山县源潭

镇、黄山市黄山区耿城镇；

福建省：德化县县城、沙县县城、长泰县

县城、闽侯县甘蔗街道昙石村、厦门市翔安区

新圩镇马塘村、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龙海市

角美镇、龙海市港尾镇、惠安县崇武镇、永春

县一都镇美岭村、石狮市祥芝镇、晋江市安海

镇、永安市大湖镇、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建

瓯市徐墩镇、建阳市黄坑镇、龙岩市新罗区西

城街道西安村、福鼎市秦屿镇；

江西省：吉安县县城、武宁县县城、广丰

县县城、进贤县李渡镇、修水县渣津镇、石城

县小松镇、赣州开发区潭口镇、鄱阳县谢家滩

镇、玉山县仙岩镇、乐平市众埠镇、浮梁县瑶

里镇、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宜春市明月山管

理局温汤镇、高安市八景镇、新余市渝水区姚

圩镇、南昌县塔城乡北洲村、新干县沂江乡东

湖村、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流坊村、都昌县大

沙镇店前村、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五龙村、兴

国县龙口镇文院村、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东

乡县孝岗镇张坊村、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麻山

村、分宜县分宜镇水北村、余江县画桥镇百子

村、贵溪市塘湾镇大桥村；

山东省：桓台县县城、广饶县县城、高唐

县县城、章丘市普集镇、平阴县孝直镇孝直

村、章丘市双山街道旭升村、平度市南村镇、

胶南市隐珠街道办事处北高家庄村、淄博市张

店区沣水镇城东村、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南金

村、垦利县胜坨镇、莱州市土山镇、龙口市东

江镇南山村、招远市玲珑镇欧家夼村、潍坊市

奎文区廿里堡街道南屯村、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办事处三元朱村、昌邑市卜庄镇大陆村、兖州

市新兖镇、兖州市新兖镇小马青村、新泰市新

汶街道办事处孙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王家钦村、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沂水县沂

水镇、临沂市河东区刘家团村、平邑县地方镇

九间棚村、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

河南省：新县县城、桐柏县县城、夏邑县

县城、巩义市竹林镇、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

洛阳市洛龙区关林镇、伊川县城关镇、偃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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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郏县广阔天地乡、林州市姚村镇、浚

县善堂镇、濮阳县文留镇、濮阳县柳屯镇、禹

州市神篨镇、西峡县双龙镇、虞城县利民镇、

固始县黎集镇、项城市李寨镇、济源市克井

镇、开封市金明区西郊乡三间房村、获嘉县照

镜镇楼村、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乡耿庄村、新乡

县七里营镇龙泉村、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北村、

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

村、禹州市磨街乡大涧村、临颍县城关镇南街

村、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干河陈村、舞阳县

北舞渡镇鹿庄村、灵宝市故县镇河西村、陕县

大营镇辛店村、陕县大营镇温堂村、新蔡县砖

店镇周寺村；

湖北省：竹山县县城、兴山县县城、红安

县县城、武汉市蔡甸区篬山街星光村、大冶市

陈贵镇、大冶市灵乡镇、丹江口市习家店镇、

谷城县石花镇、谷城县五山镇、保康县马桥镇

尧治河村、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当阳市半月

旗、洪湖市府场镇、石首市小河口镇、洪湖市

新堤办事处洪林村、汉川市田二河镇、云梦县

伍洛镇、应城市长江埠街道办事处大普村、浠

水县清泉镇十月村、英山县金家铺镇龙潭河

村、通城县麦市镇、通城县隽水镇宝塔村、随

县洪山镇、鹤峰县走马镇、仙桃市毛嘴镇、神

农架林区木鱼镇；

湖南省：长沙县县城、衡阳县县城、石门

县县城、沅陵县沅陵镇、望城县高塘岭镇、长

沙市雨花区黎托乡黎托村、长沙县黄花镇黄龙

新村、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衡山县长江镇、

耒阳市灶市街道办事处灶市村、攸县城关镇、

株洲市石峰区龙头铺镇兴隆山村、湘潭县易俗

河镇、武冈市湾头桥镇同富村、平江县安定镇

江东村、平江县伍市镇、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

英村、临澧县新安镇、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

龚家垴村、桃江县灰山港镇、安化县平口镇新

坪村、资兴市黄草镇、永兴县城关镇、桂阳县

流峰镇、东安县白牙市镇、江华瑶族自治县沱

江镇、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土乡皇都侗族文化

村、双峰县梓门桥镇、泸溪县白沙镇、凤凰县

沱江镇、龙山县里耶镇；

广东省：连平县县城、蕉岭县县城、广州

市番禺区沙湾镇、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汕头

市潮南区陇田镇东华村、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

罗南村、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东村、韶关市

武江区西河镇红星村、梅县雁洋镇、龙门县永

汉镇、东莞市清溪镇、东莞市虎门镇路东村、

中山市南头镇、中山市沙溪镇、鹤山市址山

镇、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阳春市合水镇、吴

川市吴阳镇蛤岭村、徐闻县海安镇广安村、电

白县那霍镇水石村、高要市回龙镇、清远市清

城区石角镇、揭阳市东山区磐东镇阳美村、罗

定市附城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

办事处新屋村、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南晓社区

那兰坡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雷寨坡村、柳

江县里雍镇广实村、梧州市长洲区长洲镇竹湾

村、合浦县廉州镇烟楼村、防城港市防城区那

梭镇平木村、浦北县北通镇福多堂村、北流市

民乐镇罗政村、田东县平马镇上法村、横县县

城、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昭平县县城、灵川

县定江镇、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北海市银

海区侨港镇、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

（原贵城镇）、北流市民乐镇、宜州市德胜镇、

崇左市江州区新和镇；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海口

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三亚市吉阳镇 （原名田独

镇）、万宁市龙滚镇、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地宝村、定安县岭口镇岭尾村；

重庆市：荣昌县县城、万州区周家坝镇、

大渡口区建胜镇、九龙坡区九龙镇、南岸区南

坪镇、北碚区蔡家岗镇、渝北区统景镇、长寿

区长寿湖镇、合川区三汇镇、永川区朱沱镇、

綦江县赶水镇、忠县汝溪镇、巫山县骡坪镇、

沙坪坝区覃家岗镇上桥村、巴南区花溪镇建新

村、南川区水江镇大龙村、云阳县人和镇千峰

村、彭水县汉葭镇镇南村；

四川省：三台县县城、马尔康县县城、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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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成都市温江

区永宁镇、绵竹市汉旺镇、自贡市贡井区成佳

镇、射洪县金华镇、乐至县回澜镇、冕宁县泸

沽镇、九寨沟县漳扎镇、广安市广安区协兴

镇、南江县光雾山镇、宣汉县胡家镇、隆昌县

响石镇、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泸县福集镇、

长宁县长宁镇、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自贡

市贡井区建设镇固胜村、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

潭彝族乡混撒拉村、绵竹市天池乡花石沟村、

苍溪县云峰镇狮岭村、广元市朝天区蒲家乡元

西村、遂宁市安居区安居镇塘河村、名山县茅

河乡龙兴村、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太宝村、彭

山县青龙镇古佛村、资阳市雁江区临江镇文昌

村、简阳市贾家镇大山村、武胜县华封镇永寿

寺村、江油市方水乡白玉村、珙县巡场镇兴太

村、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先锋村、夹江县新

场镇红旗村、南部县寒坡乡四房嘴村、仪陇县

马鞍镇琳琅村、兴文县仙峰苗族乡大元村；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场乡王坝村、贵

阳市白云区沙文镇凉水村、息烽县小寨坝镇、

余庆县县城、遵义县南白镇、遵义县新舟镇、

余庆县构皮滩镇、赤水市大同镇大同村、盘县

淤泥彝族乡双龙村、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石板房村、平坝县天龙

镇天龙村、黄平县旧州镇草芦坪村、丹寨县兴

仁镇中营村、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荔波县

县城、贵定县盘江镇、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

兴义市下五屯街道办事处上纳灰村、安龙县龙

广镇纳桃村、黔西县林泉镇韦寨村、铜仁市川

硐镇、德江县青龙镇向阳村、江口县太平乡寨

抱村；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福保村、

宜良县狗街镇、富源县古敢水族乡洒交凼村、

水富县两碗乡花坛村、鹤庆县云鹤镇、丽江市

古城区西安街道寨后社区寨后上村、德钦县升

平镇阿墩子村、楚雄市鹿城镇、禄丰县金山

镇、云县晓街乡月牙村、个旧市鸡街镇小甸头

村、蒙自市草坝镇湾沟村、弥勒县弥阳镇、丘

北县双龙营镇仙人洞村、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朵

村、景谷县威远镇江东村、勐海县勐遮镇曼杭

混村、泸水县鲁掌镇子克村、芒市风平镇拉老

村、腾冲县腾越镇；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县城、左贡县县城、

波密县县城、尼木县塔荣镇尚日村、乃东县泽

当镇、普兰县普兰镇科加村、聂荣县当木江

乡、丁青县尺犊镇、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朗

色村；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和

平村、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办事处东堡村、

西安市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农兴村、户县

甘亭镇东韩村、户县秦渡镇千王村、宝鸡市金

台区东岭村、凤翔县长青镇、宝鸡市高新区马

营镇燃灯寺村、咸阳市秦都区古渡街道办事处

（原为古渡镇）、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铜川市

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砭村、韩城市新城街道办

事处董村、潼关县太要镇窑上村、安塞县沿河

湾镇、延安市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村、黄龙县

石堡镇八家梁村、志丹县县城、吴起县县城、

南郑县大河坎镇、城固县博望镇胜利树、城固

县董家营乡金星村、洋县八里关乡黑峡村、旬

阳县蜀河镇、汉阴县涧池镇、白河县冷水镇兴

隆村 （原为大双乡兴隆村）、丹凤县月日镇保

仓村 （原为月日乡保仓村）、柞水县县城；

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城、临

泽县县城、华亭县县城、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

镇、榆中县和平镇、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

山丹县清泉镇、临泽县平川镇、天祝藏族自治

县炭山岭镇、庄浪县南湖镇、定西市安定区砏

口镇、康县阳坝镇、东乡族自治县河滩镇、酒

泉市肃州区铧尖乡、瓜州县瓜州乡、高台县合

黎乡、华池县怀安乡、舟曲县峰迭乡、靖远县

东湾镇大坝村、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暖和

湾村；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王家庄村、湟中县

拦隆口镇、乐都县县城、平安县县城、共和县

县城、乌兰县希里沟镇西庄村、同德县尕巴松

多镇完科村、玉树县结古镇卡孜村、尖扎县康

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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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县城、永宁县望

远镇、青铜峡市峡口镇、灵武市郝家桥镇崔渠

口村、盐池县花马池镇佟记圈村、西吉县兴隆

镇单北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县城、库车县

县城、呼图壁县县城、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

乌苏市哈图布呼镇、哈巴河县阿克齐镇、昌吉

市六工镇、玛纳斯县凉州户镇、乌鲁木齐县水

西沟镇、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温宿县托乎拉

乡、巩留县阿克吐别克乡哈雷村、哈密市二堡

镇奥尔达坎儿子村、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

十六连、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园林连、兵团农

四师七十一团、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兵团农

九师一六三团。

二、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单位名

单 （１３２０个）
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

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一区社区、西城区广外

街道车站西街１５号院社区、朝阳区香河园街道
西坝河西里社区、海淀区万寿路街道总参通信

部机关大院社区、东城区民政局、北京市环丽

清扫保洁服务中心、东城区崇文图书馆、北京

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区文化馆、北

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丰台区丰台第一小

学、石景山区财政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

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

理局东城交通支队帅府园大队、东城区人民检

察院、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机关）、北京

市气象局 （机关）、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清华大学、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星海钢琴

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北京城建集团抢

险大队、北京天坛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中

国全聚德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前

门店、北京王府井百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货大楼、北京城乡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北京银行 （本部）、北京铁路局北京

客运段沪直车队 Ｄ３２１／３２２次列车、北京市邮

政公司 （本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维护中心、北京市电力公司 （本

部）、北京天坛医院、北京急救中心、北京报

刊发行局、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

司 （本部）、北京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部）、北京天坛公园、北京颐和园；

天津市：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天津市和

平区人民检察院、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

有限公司、天津市河东区市政局排水管理所、

天津市河北区福音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天津市

公安局河北分局墙子派出所、天津市南开中

学、天津市红桥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行

政许可服务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体育场

小学、天津市滨海新区迎宾街道办事处、天津

市津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天津天士力集团有

限公司、天津市武清区教育局、天津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宝坻分局、天津市静海供电有限公

司、天津市宁河县建设管理委员会、天津市蓟

县地方税务局、天津市女子排球队、天津市眼

科医院、天津一商友谊商厦、天津利顺德大饭

店有限公司、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天

津市北方公证处、天津农村商业银行东丽大毕

庄支行、天津市南开区地方税务局、天津钢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电力公司 （本部）、

天津港 （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散货运输有限

公司、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建

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天津市总工会帮扶中

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天津市引

滦入津工程尔王庄管理处、中法合营王朝葡萄

酿酒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底街道石门社

区、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健康楼社区、保

定市北市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邯郸市丛

台区四季青街道窦庄社区、石家庄供电公司、

石家庄市第二中学、石家庄印钞有限公司、石

家庄市第四十中学、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下花园发电厂、张家口市桥西区民政和民族

宗教事务局、张家口市帝达购物广场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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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承德分公

司、承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承德石油高等专

科学校、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秦皇岛市交通运

输局、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唐山市财政

局、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范各庄矿业分

公司、唐山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廊坊市明

珠商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市财政局、廊

坊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保定供电公司、保定

市第一中学、保定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保

定钞票纸业有限公司、沧州市第二中学、孟村

回族自治县电力局、中国人民银行献县支行、

衡水学院、河北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邢台

市交通运输局、河北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邢

台市第一中学、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供电公司、邯郸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

辆管理所、邯郸市第一中学、河北省省直机关

第一幼儿园、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总队；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社区、山西

潞安集团社区、大唐太原第二热电厂、太原市

第二外国语学校、太原市公共交通控股 （集

团）公司 （本部）、太原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大同市第一中学、山西省电力公司朔州供电分

公司、忻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西省电

力公司忻州供电分公司、吕梁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西省电力公司阳泉供电分公司、山

西省电力公司晋中供电分公司、晋中市邮政

局、平遥中学、中国建设银行阳泉分行、山西

省阳泉第二监狱、长治市人民医院、长治市国

家税务局、壶关县人民检察院、山西省电力公

司长治供电分公司、山西省公路局晋城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晋城分行、山西省电力公司晋城

供电分公司、隰县财政局、翼城县人民医院、

山西省电力公司临汾供电分公司、运城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盐湖分局、绛县国家税务局、稷山

县粮食局、山西省人民医院、山西省公安消防

总队 （机关）、山西省电力公司 （机关）、山西

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马脊梁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凤凰山矿、潞安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石圪节煤业公司、阳泉煤业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一矿、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本

部）、长治清华机械厂；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供电局、内蒙古

送变电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烟草专卖

局、内蒙古大学、包头供电局、包头铝业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包头市九原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包头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国

家电网呼伦贝尔电业局、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

人民法院、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安电业

局、通辽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国家电网满

洲里供电局、满洲里海关驻通辽办事处、赤峰

电业局、赤峰市红山区国家税务局、中国石油

华北油田二连分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锡林

郭勒盟国家税务局 （机关）、乌兰察布中联水

泥集团有限公司、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丰镇发电厂、鄂尔多斯市电业局、鄂尔多斯市

交通运输管理处达拉特旗管理所、中铁十七局

集团第二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

局、巴彦淖尔市五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专用通信局、呼铁局包头火车站、莫

尔道嘎森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辽宁省公安厅 （机关）、辽宁省

气象局 （机关）、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本

部）、辽宁省实验中学、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海

关、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阳市气象局、沈阳市

煤气总公司、沈阳市铁西区国家税务局、沈阳

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沈阳市于洪区地方税务

局、沈阳鼓风机 （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供电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广播

电视台、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本溪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丹东分公司、丹东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丹

东供电公司、东港市地方税务局、东港市交通

局、锦州供电公司、营口市地方税务局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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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鲅鱼圈海关、阜新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华街道办事处、辽阳

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

公司铁岭分公司、朝阳市气象局、盘锦供电公

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渤海船舶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千山风景名胜区；

吉林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长春分公司、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春供电公

司、大唐长春第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

第一外国语中学、长春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长春市邮政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吉

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吉林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吉林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丰满发电厂、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吉林热

电厂、四平红嘴集团总公司、吉林省电力有限

公司四平供电公司、四平市铁东区环境卫生管

理处、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辽源供电公司、辽

源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通化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通化市城乡建设局、白山市合兴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松原

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

田分公司、松原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吉林

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城供电公司、白城市邮政

局、白城市交通运输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公司、吉林烟草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吉卷烟厂、吉林省电力有限

公司延边供电公司、延吉市国家税务局、和龙

市地方税务局、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吉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机关）、吉林省实验中学、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维护中心、长

春净月潭风景名胜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燎原办事处文

化家园社区、大庆市让胡路区乘风街道东湖第

五社区、哈尔滨第二电业局、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哈尔滨电业局、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中国移动通讯集团黑龙江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齐齐哈尔电业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齐齐哈尔市分公司、齐齐哈尔市地方税

务局 （机关）、齐齐哈尔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齐齐哈尔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牡丹江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东宁县公安局、绥芬

河海关、佳木斯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大商

集团佳木斯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大庆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鸡西矿

业集团总医院、双鸭山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伊春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七台河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鹤岗电业局、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黑河市分公司、黑河电业局、绥化

电业局、海伦电业局、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林

业局、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黑龙江省

农垦总局宝泉岭分局普阳农场、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牡丹江分局八五七农场、黑龙江省森工总

局鹤北林业局、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站、黑龙

江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黑龙江有限公司 （本部）、哈尔滨医科大学；

上海市：上海张江 （集团）有限公司、浦

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办事处、浦东新区花木街道

办事处、徐汇区房屋维修应急服务中心、黄浦

区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卢湾区五里桥街道办

事处、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办事处、虹口区曲阳

路街道办事处、普陀区中心医院、杨浦区五角

场街道办事处、闸北区临汾路街道办事处、上

海市延安中学、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上

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锦江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

心、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复旦大学、上

海科技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绿地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草 （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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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劳动保障电话咨询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部）、上海市龙华烈士

陵园、浦东海关、上海外高桥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上海公安博物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上海

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中建三局东方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工人新村社区、无

锡市北塘区北大街街道南尖社区、徐州市云龙

区彭城街道晓光社区、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

道西新桥三村社区、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花园社

区、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京市交通运

输局、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无锡市公安局１１０报警服务台、徐
州卷烟厂、徐州市第一中学、徐州供电公司、

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常州邮政局、江苏梦

兰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昆山市中医医院、华能 （苏州工

业园区）发电有限公司、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南通市公安局、江苏省启东中学、南通

市通州地方税务局、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淮阴卷烟厂、江苏省淮阴中学、盐城市第

一小学、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县地方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江苏省邵伯船闸管理所、

扬州供电公司、镇江供电公司、丹阳市国家税

务局第一分局、镇江市计量所、江苏省泰州中

学、泰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姜堰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宿迁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

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本

部）、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农业大学、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扬州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

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本部）、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电厂、中信银

行杭州分行 （本部）、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铁路局杭

州站、浙江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车辆管理

处、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浙江省公安

消防总队衢州市支队、杭州大厦有限公司、杭

州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

分行营业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公运汽

车客运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宁波南站、宁波市镇

海中学、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

司、浙江省瑞安中学、绍兴电力局、中国工商

银行绍兴分行、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嘉兴

市南湖革命纪念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湖州电力局、浙江省长兴中学、浙江省金

华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省金华市地方税务局江北税务分局、

江山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衢州分

行、台州发电厂、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分公司、临海客运中心、舟山市海峡汽车轮渡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舟山分公司、浙江省电力公司紧水滩水力发

电厂、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庵街道竹荫里

社区、马鞍山市雨山区雨山街道半山花园社

区、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第一人民

医院、合肥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安徽省电

力公司淮北供电公司、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宿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安徽中烟

蚌埠卷烟厂、蚌埠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蚌

埠市财政局、安徽省电力公司阜阳供电公司、

阜阳市邮政局、安徽省电力公司淮南供电公

司、滁州汽车中心站、六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安徽省电力公司六安供电公司、安徽省

电力公司马鞍山供电公司、芜湖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宣城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宣城市中心支行、铜陵

市人民医院、铜陵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池

州市气象局、安徽省电力公司池州供电公司、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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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园林开发分公

司、黄山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歙县财政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八研究所、安徽省气

象局 （机关）、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巢

湖学院、马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黄山

风景名胜区、九华山风景名胜区；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山社

区、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金山社区、三明市

梅列区列东街道圳尾社区、福建新华发行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分公司、福州结核病防

治院、厦门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厦门国际

航空港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漳州市公安局

巡警支队直属大队、万利达集团有服公司 （本

部）、漳州电业局、石狮市公安局、莆田市湄

洲妈祖祖庙景区管理处、福建三钢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本部）、南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龙岩烟草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龙岩市公路局、宁德市汽车运输集团

公司福鼎汽车站、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机

关）、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厦门实验小

学、晋江养正中学、长泰县人民法院、永安市

国家税务局、晋江市地方税务局、中国电信泉

州分公司、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本部）、漳

州市气象局、中国工商银行福州闽都支行、中

国农业银行龙岩分行新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莆田分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市分公司、三明市公安局白沙派出所、中铁

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武夷山风景名

胜区、鼓浪屿风景名胜区；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交通街道百佳城社

区、南昌市东湖区公园街道上营坊社区、萍乡

市安源区后埠街道金典社区、南昌供电公司、

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南昌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中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九江

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萍乡分公

司、萍乡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新余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江西赣西供电公司、鹰潭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鹰潭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赣州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

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赣南师范学院、赣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

公司宜春分公司、宜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

电丰城发电有限公司、江西上饶供电公司、上

饶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华能国际电力有限

公司井冈山电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

公司吉安分公司、吉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抚州供电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抚州市中心支

行、江西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江西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

有限公司 （本部）、江西省电力公司 （本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本部）、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东航江西分公司

（本部）、庐山风景名胜区、井冈山风景名

胜区；

山东省：山东省电力集团公司 （本部）、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东省水利厅

（机关）、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济南供电公司、济

南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济南市市中区教育

局、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青岛

市市立医院、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青岛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青

岛供电公司、淄博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淄

博市水利与渔业局、枣庄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东营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烟台市公路管理局、烟台张裕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烟台供电公

司、烟台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潍坊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潍坊市财政局、潍坊市公路

管理局、潍坊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山东电

力集团公司济宁供电公司、泰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司、山东电力集

团公司威海供电公司、威海市公路管理局、日

照市公路管理局、五莲县国家税务局、山东电

力集团公司莱芜供电公司、临沂市公路管理

局、临沂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天元建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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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德州供电公

司、聊城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东电力集

团公司滨州供电公司、滨州市公路管理局、国

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齐鲁分公司烯烃厂、山钢集团莱芜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棒材厂、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泰

山风景名胜区；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鑫苑社

区、洛阳市涧西区南华新村社区、郑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郑州

煤炭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超化煤矿、开

封市人民检察院、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

省电力公司洛阳供电公司、河南省第四监狱、

洛阳市农村公路管理处、河南省电力公司平顶

山供电公司、平顶山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

司、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滑县人民检察

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

司、鹤壁市审计局、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焦

作市财政局、焦作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河

省电力公司焦作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南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濮阳市财政局、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 （本部）、河南

省电力公司濮阳供电公司、河南省电力公司许

昌供电公司、许昌市审计局、漯河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河南省电力公司漯河供电公司、三门

峡市人民检察院、三门峡环境保护局、南阳市

审计局、西峡县国家税务局、河南神火集团有

限公司 （本部）、商丘市公路管理局、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信阳师范学院、河南省电力公司

周口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驻马店分公司、河南省审计厅 （机关）、河

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河南云台山风景

名胜区、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武汉

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黄石市黄石港区黄

石港街道黄印村社区、宜昌市西陵区云集街道

二马路社区、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 （本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湖北

中烟工业公司武汉卷烟厂、武汉市公安局江汉

区分局民意街派出所、湖北省电力公司黄石供

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黄石

分公司、中航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本

部）、湖北省电力公司宜昌供电公司、宜昌市

夷陵区地方税务局、十堰市太和医院、国电长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荆门热电厂、湖北省电力

公司荆州供电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荆门供电

公司、鄂州市审计局、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部）、湖北省电力公司孝感供电公司、湖北

省电力公司黄冈供电公司、咸宁市实验小学、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仙桃市财政局、潜江市地方税务局、湖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东风汽车公司 （本部）、中

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本部）、中铁十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中国三江航天集

团 （本部）、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湖北省

电力公司 （本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分公司 （本部）、华中农业大学、荆州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机

关）、枣阳市人民检察院、荆门市掇刀区国家

税务局、武汉市青山区地方税务局、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湖北省气

象局 （机关）、湖北省审计厅 （机关）、武汉东

湖风景名胜区；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咸嘉新

村社区、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德政园社

区、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雨花区地方税务

局、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衡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衡阳电业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分公司、株洲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株

洲市公路管理局、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湘潭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湘潭电业局、

邵阳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洞口营业

部、岳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常德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

２０１



法 规 文 件

南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张家界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张家

界分公司、益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郴州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郴州分公司、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永

州监管分局、永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怀

化电业局、怀化市 水小学、娄底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电业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本部）、湖南省交

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 （机关）、湖南省

国家税务局 （机关）、湖南大学、中南大学、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

区、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广州珠江啤酒

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

道办事处、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深圳市

皇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办事处、深

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佛山市汽车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佛山汽车站、广东电网公司

佛山三水供电局、广东电网公司韶关供电局、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凡口铅

锌矿、韶关学院、河源市河源中学、连平县国

家税务局、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惠州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东莞市法律援助处、广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广东电网公司

中山供电局、广东江门新华图书音像发行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湛

江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茂名市人民医院、

茂名市第一中学、肇庆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肇庆市公安局、清远市交通局、南方广播影视

传媒集团潮州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广东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云浮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广东实验中学、韶关海关、广州气象

卫星地面站、广东省邮政电子商务局、交通部

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

公司、高州市人民医院、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

胜区、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

新竹社区、广西电网公司 （机关）、广西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

局 （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工程局 （机

关）、南宁建宁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

航道管理局、柳州钢铁 （集团）公司 （本部）、

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柳州恒达巴士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桂中公路管理局、桂林市自

来水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公司、全

州县地方税务局、中国工商银行桂林分行、梧

州海关、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北海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

州农业学校、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贵港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机关）、贵港市气象局、广西

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电网公司玉林供

电局、博白县公路局、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贺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百色公路管理局、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河池市高级中学、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力发电总

厂、崇左市江州区江南第一小学、南宁铁路局

南宁客运段 Ｔ５／６次列车、南宁铁路局柳州火
车站；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

社区、三亚市河西区儋州村社区、海南琼台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海南日报社、海南美兰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山海天大酒店、海南

省邮政运输局、海南省人民医院、三亚市园林

环卫管理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海口分公司、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万

宁市人民医院、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 （本部）、海口市邮政局、海南省国兴中学、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八七一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分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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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供电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公

司、文昌市邮政局、万宁市国家税务局、海口

市群众艺术馆；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双湖路社区、渝

中区大溪沟街道人和街社区、重庆三峡中心医

院、涪陵区财政局、重庆市求精中学、大渡口

区国家税务局、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南岸区房

屋管理局、合川区国家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璧山县地方税务局、梁

平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武隆县地方税务

局、开县地方税务局、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

公司巫山分公司、巫溪县国家税务局、秀山县

国家税务局、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

局、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市气象局 （机

关）、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重庆市人民

小学、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中交二航局

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高速公路第一支队、重庆钢铁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部）、重庆燃气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部）、中国核工业建峰化工总厂、重

庆市电力公司 （本部）、西南铝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本部）、重庆市长寿供电局、重

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

园社区、成都市公安局 （机关）、成都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一九工

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长征机械厂、攀枝

花钢铁 （集团）公司 （本部）、二滩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德阳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广元电业局、四川沱牌曲

酒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眉山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四川省国家税务

局 （机关）、简阳市人民医院、凉山彝族自治

州气象局、成都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

工商银行成都金牛支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四川省电力公司 （本部）、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阿坝分公司、广安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成都市青羊区地方税务局、巴

中市公安局 （机关）、内江电业局、中国农业

银行四川省分行 （机关）、四川九洲电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双流县国家税务局、绵

阳市武都引水工程管理局、西南油气田公司川

西北气矿、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公司、四川成

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市分行、南充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西北公共事务管理

中心、四川省邮政公司 （机关）、四川省人民

医院、宜宾学院、成都电业局、成都市成华区

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 （机关）、

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兴隆社区、遵义市

汇川区大连路街道航天社区、贵阳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 （本部）、贵阳市实验小学、贵阳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贵

阳市龙洞堡国际机场、遵义供电局、遵义市杂

技团、遵义医院、贵州省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乌江渡发电厂、安顺供电局、水城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中学、都匀供电局、

黔东南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南方电网

调峰调频发电公司天生桥水力发电总厂、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司、铜仁供电

局、印江县司法局、毕节地区国家税务局 （机

关）、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机关）、

贵州省气象局 （机关）、贵州省都匀监狱、贵

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五地质大队、贵
州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 （本

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本

部）、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永兴路社区、个旧

市和平社区、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红云红河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

明卷烟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开远小龙潭发电厂、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财经学校、楚雄师范学院、云南电网公

司曲靖供电局、曲靖市财政局、红塔集团玉溪

卷烟厂、玉溪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德宏公

安边防支队木康公安检查站、盈江海关、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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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苗族自治州水务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财政局、普洱市第一中学、丽江黑白水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

公司丽江分公司、腾冲县气象局、鲁甸县人民

医院、昭通路政管理支队、云南华能漫湾水电

厂、云南电网公司大理供电局、大理白族自治

州民族中学、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大理白

族自治州审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中心支行、红河公路管理总段、丽江古

城、石林风景名胜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雪社区、拉萨

市城关区当巴社区、乃东县昌珠镇昌珠社区、

拉萨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拉萨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山南地区邮政局、聂拉木县工商局樟

木工商所、阿里地区气象局、那曲地区电信分

公司、西藏满拉水电厂、林芝地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与监督

中心、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工程质

量监督总站、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

局 （机关）、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机关）、西藏

自治区博物馆、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

藏自治区教材编译中心、西藏科技报社、拉萨

市堆龙德庆县国家税务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兴隆园

社区、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西北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安市

邮政局、西安市公安局 （机关）、西安市莲湖

区国家税务局、陕西省女子监狱、中铁二十局

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西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咸阳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咸阳市供电局、咸阳市天然气总

公司、渭南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澄城县财

政局、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渭南供

电局、铜川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铜川市公

路局、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延

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坪炼油厂、延安市

养护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安分公

司、汉中供电局、汉中卷烟厂、汉中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安康供电局、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商洛分公司、杨凌示范区高新小学、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机

关）、商洛供电局、西安铁路局西安车站、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本部）、黄帝

陵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嘉峪关市镜铁区峪苑街道昌盛社

区、金昌市金川区龙集里社区、甘肃省交通厅

（机关）、甘肃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甘肃省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本部）、甘肃省交通规划

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理工大学、兰

州城市学院、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电集

团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

司、兰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兰州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兰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嘉峪关市第一中学、中国工商

银行金昌分行、酒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张掖市邮政局、张掖市人民医院、武威供电公

司、甘肃华鹭铝业有限公司、甘肃省税务干部

学校、平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石油长

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定西市气象局、陇

南市邮政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南藏族

自治州分公司、临夏回族自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青海省：青海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西

宁汽车站、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分公

司、西宁粮食储备库、西宁供电公司、西宁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城东分局、中国建设银行青海

省分行 （机关）、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机

关）、湟中县国家税务局、海东公路总段、平

安县地方税务局、互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黄

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龙羊峡发电分公

司、格尔木市国家税务局、中国建设银行黄南

州分行、玉树公路总段、中国人民银行玉树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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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州中心支行、青海省交通厅 （机关）、

青海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青海省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机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电力建设工程公

司、宁夏大学、银川市住房保障局、贺兰县地

方税务局、宁夏电力公司银川供电局、宁夏儿

童福利院、平罗县财政局、神华宁夏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太西洗煤厂、宁夏电力公司石嘴

山供电局、中色 （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吴忠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宁夏电力公司吴忠

供电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吴忠

分公司、青铜峡市国家税务局、同心县水务

局、宁夏电力公司固原供电局、固原市第一中

学、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管

理局固原分局、中卫市沙坡头区国家税务局、

中宁县中医院、中卫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机关）、宁夏回族自治

区气象局 （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

区昆仑路街道南林社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

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段北京车队、红云

红河烟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

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部钻探工程

有限公司测井公司、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

新疆永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新疆公

司石河子分公司、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

阿克苏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电信新疆公

司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公司、奎屯市国家税务

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塔城地区

分公司、新疆公路管理局塔城公路管理局、富

蕴县地方税务局、阿拉山口国家税务局、新疆

电力公司昌吉电业局、昌吉回族自治州国家税

务局 （机关）、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乌鲁木齐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区

委 （机关）、吐鲁番地区交通局、新疆公路管

理局哈密公路管理局、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塔里木运输公

司、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司、中

国电信新疆公司喀什分公司、新疆天山天池风

景名胜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公安局、农

二师华山中学、农四师七十七团、农六师奇台

农场、农七师一二九团、农八师天富集团股份

公司热电厂、农八师石河子国家税务局、农九

师检察分院、建工师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兵团棉麻公司；

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

管理局、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广电总

局中央电视台；

中央国家机关：国家图书馆、科学技术部

（机关）、中国地质博物馆；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天津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交易中心、上海市

房地产交易中心、重庆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

易中心、河北省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山西省

太原市自来水公司、辽宁省葫芦岛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江苏省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安徽

省外经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青岛市

１２３１９服务热线管理中心、河南省郑州市城乡
建设委员会、湖北省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

处、湖南省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

交通运输系统：广东海事局 （机关）、上

海海事局 （机关）、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

助船队、长江海事局、长江航道局、中国船级

社天津分社、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河南省

新乡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北京市东区邮电局东

四邮电支局、江苏省苏州邮政局、上海市邮政

公司市南邮政局、黑龙江省邮政公司 （本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邮政局；

民航系统：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本

部）、河南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民航西藏区局；

铁道系统：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

沈阳铁路局大连站、北京铁路局天津站、太原

铁路局太原站、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客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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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２６３／２６４次车队、郑州铁路局郑州北站、武汉
铁路局武昌站、济南铁路局济南站、上海铁路

局上海站、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广州铁路

（集团）公司广州站、南宁铁路局南宁站、成

都铁路局重庆站、昆明铁路局昆明站、兰州铁

路局银川站、乌鲁木齐铁路局阿拉山口站、青

藏铁路公司西宁客运段北京车队；

水利系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机

关）、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水

利部水文局、辽宁省大伙房水库管理局、江苏

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院、山东省济南市水利局、湖南省水利厅

（机关）、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卫生系统：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佳木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卫生局、云南省玉溪

市人民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浙江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广东省

中医院、福建省漳州市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资委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研究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勘探开发公司、国家

电网公司 （本部）、国家电网公司新源控股有

限公司北京十三陵蓄能电厂、国家电网公司山

东电力集团公司超高压输变电分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河北省电力公司沧州供电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襄樊供电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国家电

网公司安徽省电力公司滁州供电公司、中国国

电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本

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钢

研科技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北方机车车辆

工业集团公司齐齐哈尔铁路车辆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永

济电机厂、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南

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宝

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铁五

局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

铁四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

总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建

筑总公司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福建省电信公司福州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广东省电信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安徽省电信公司合肥市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八区电话局分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

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本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忻州市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泉州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四川有限公司绵

阳分公司、中国铁通济南分公司；

海关系统：天津保税区海关、长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海关、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新生

圩海关、镇海海关、莆田海关、罗湖海关、中

山海关驻中山港办事处、孟连海关；

税务系统：天津市塘沽区国家税务局第一

税务所、山西省忻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国家税务局、吉林省四

平市国家税务局中央路分局、吉林省白山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局

第一税务所、江苏省南京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浙江省杭州市地方税务局西湖税务分局、

江西省信丰县地方税务局、山东省德州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河南省郑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国家税务局、四川

省乐山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贵州省遵义市

红花岗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哈密市地方税务局；

工商系统：北京市工商局顺义分局、天津

市工商局东丽分局、河北省唐山市工商局、辽

宁省沈阳市工商局 （机关）、黑龙江省工商局

（机关）、上海市工商局青浦分局、江苏省扬州

工商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工商局、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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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工商局、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工商

局、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工商局、湖南省长沙

市工商局雨花分局、广东省江门市工商局新会

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工商局江南分

局、青海省西宁市工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工商局；

气象系统：江苏省气象局 （机关）、河南

省气象局 （机关）、福建省厦门市气象局 （机

关）、上海中心气象台、湖北省武汉中心气象

台、河北省气象台 （机关）、贵州省农村综合

经济信息中心、山西省阳泉市气象局、广西壮

族自治区玉林市气象局、湖南省怀化市气象

局、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气象局、

安徽省萧县气象局、江西省井冈山市气象局、

福建省九仙山气象站；

银监会系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廊坊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芜

湖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明

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

管分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

局、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太谷县支

行、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 （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安庆市中心支行 （机关）、中国

人民银行长宁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东

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营业部、中国

银行浙江省舟山普陀山支行、中国银行江西省

南昌北湖支行、中国银行山西省太原北城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漳州市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广东省顺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

张家港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寿光市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广东广州登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新疆

乌鲁木齐河南路支行、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营

业部、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杨浦支行；

保监会系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省绵竹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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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等８部门

关于印发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

监护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文市发 ［２０１１］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 （局）、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通信管理局、公安厅 （局）、

卫生厅 （局）、共青团委、妇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北京市、天津市、上

海市、重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为加强网络游戏综合治理，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在文化部指导下，２０１０年２月由部
分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试点启动了 “网络游戏未

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以下简称 “家长监护

工程”）。各经营单位建立 “家长监护工程”服

务页面，公布专线咨询电话，开通在线受理渠

道和其他受理方式，为家长提供管理未成年人

游戏行为的具体措施。该工程实施以来，在有

效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受到社会欢迎。

为进一步扩大 “家长监护工程”覆盖面，

巩固和深化企业与社会、家长与未成年人的互

动机制，文化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经研究决定，自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起在
网络游戏行业全面实施 “家长监护工程”。现

将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增进协作，落实 “家长监护工

程”监管责任

各部门要各负其责，增进协作，落实 “家

长监护工程”监管责任，加大网络游戏未成年

人保护力度。

文化行政部门要履行网络游戏主管部门职

责，加强对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监督管理，督

促其按要求做好实施工作，协调有关部门解决

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核查。

文明办要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扩大工

程的社会影响，营造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的良好社会氛围。

教育、卫生、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互相

配合，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特别是学生、家长的

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引导未成年人科学使用互

联网，帮助家长通过 “家长监护工程”提高网

络干预能力，从预防入手控制未成年人不当使

用网络。

通信管理部门要配合文化等部门，对有关

部门认定为执行 “家长监护工程”不力的网

站，根据有关部门要求依法进行处理。

公安机关要配合做好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身

份关系的验证工作，确保既解决实际问题，又

不损害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

共青团组织要发挥青年志愿者的帮扶作

用，加强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健康上网的指

导，结对帮扶有网络沉迷倾向的未成年人。

二、强化监督，提高 “家长监护工

程”实施成效

为提高实施成效，文化行政部门将开展网

络游戏经营单位 “家长监护工程”培训考核；

对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 “家长监护工程”实

施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对

９０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家长监护工程”进行监督，继续发挥好１２３１８
文化市场举报电话的作用，认真办理家长及用

户举报，做到有报必查并及时反馈查处结果。

对实施 “监护工程”不力并造成恶劣影响的网

络游戏经营单位，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依法处

理。特此通知。

附件：１《“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
程”实施方案》

２《未成年人健康参与网络游戏提
示》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１：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实施方案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是一

项在政府部门、人民团体指导下，社会和家长

参与，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具体实施的社会行

动，旨在加强家长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的

监护，引导未成年人健康、绿色地参与网络游

戏，构建和谐家庭关系。该工程自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日起全面实施。

一、“家长监护工程”的主要内容

（一）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建立专门的服务

页面，公布专线咨询电话，开通专门受理渠

道，介绍受理方式。

（二）家长需要了解、引导、控制孩子游

戏活动的，由家长向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提供合

法的监护人资质证明、游戏名称账号以及限制

措施等信息。限制措施包括：限制每天或每周

玩游戏的时间长度，限制玩游戏的时间段，或

者完全禁止。

（三）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按照家长要求对

未成年人的账号采取限制措施，并持续跟踪观

察，及时反馈该账号的活动，为家长提供必要

协助，制止或限制未成年人的不当游戏行为。

二、实施 “家长监护工程”的具体要求

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要做到 “四有”，即

有专人负责、有专线电话、有专区设置、有季

度报告。

（一）专人负责

１要指定专门的负责人，并将指定负责人

及联络方式向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２培训专门服务人员对 “家长监护工程”

提供专业咨询解答和服务支持；帮助家长了解

被监护人游戏行为，提供家长与被监护人进行

沟通的建议；

３服务人员要持续跟踪每个申请，及时与
家长沟通情况，反馈该账号的活动，了解未成

年人参与游戏的状况，为家长提供必要协助。

（二）专线电话

１开通单独的专线服务电话 （区别于普通

服务热线），提供咨询解答和受理服务；

２在原有的客服电话中提供转接到专线服
务电话的链接；

３要提供多种服务渠道，确保家长可选择
最便利的方式提出服务申请 （传真、网络申

请、电子邮件、信函邮寄、上门申请等）。

（三）专区设置

１在网站设置 “家长监护工程”专区，在

主要运营产品网站的显著位置设置进入该工程

页面的链接方式；

２专区要有对工程情况、申请条件、处理
流程、可采取的监护结果等事项的说明；

３要在专区显著位置设置监护服务申请入
口、受理方式 （家长监护专线）；

４专区要预设好问题和答案，或展示虚拟
案例操作流程及结果，供家长阅览和参考；

５专区要设置服务申请进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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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专区要登载 《未成年人健康参与网络游

戏提示》（附件２），引导未成年人健康地玩游
戏、玩健康的游戏。

（四）季度报告

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要在每季度末向所在

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提交 “家长监护工程”情

况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咨询数量、申请数量、

受理与完成情况、重点案例分析、疑难问题说

明，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

或建议。

三、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文化部在中国文化市场网设置 “家长监护

工程”专栏，公布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名录、各

经营单位 “家长监护工程”服务网站主页、热

线电话等信息，供家长和社会查询和监督。

附件２：

文化部网络游戏内容审查专家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委员会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未成年人

健康参与网络游戏提示》

随着网络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未成年人接

触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为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参与游戏，在政府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

的前提下，家长也应当加强监护引导。为此，

我们为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提供以下意见：

一、主动控制游戏时间。游戏只是学习、

生活的调剂，要积极参与线下的各类活动，并

让父母了解自己在网络游戏中的行为和体验。

二、不参与可能耗费较多时间的游戏设

置。不玩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不玩有 ＰＫ类
设置的游戏。在校学生每周玩游戏不超过２小

时，每月在游戏中的花费不超过１０元。
三、不要将游戏当做精神寄托。尤其在现

实生活中遇到压力和挫折时，应多与家人朋友

交流倾诉，不要只依靠游戏来缓解压力。

四、养成积极健康的游戏心态。克服攀

比、炫耀、仇恨和报复等心理，避免形成欺凌

弱小、抢劫他人等不良网络行为习惯。

五、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家庭、

朋友身份信息，家庭、学校、单位地址，电话

号码等，防范网络陷阱和网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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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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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红十字关爱生命

志愿服务行动的通知
（中红字 ［２０１１］２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

十字会、文明办，铁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为深入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意见》，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等９部委联合召开的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

服务活动视讯会议精神，践行中国红十字会宗

旨，切实有效地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加

强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品牌建设，推动红十字志

愿服务健康持续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服务对象

空巢老人、残疾人、农民工

二、活动内容

组织动员社区、学校、冠名红十字医疗机

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其他各方面的红十字志

愿者，整合资源，结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

重点开展以下五项工作：

１健康促进。针对空巢老人、残疾人、农
民工等的需求，组织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红

十字志愿者为他们提供健康检查，生活照料、

出行协助、信息服务和心理抚慰等服务，帮助

他们在生活中排忧解难。

２自护教育。组织红十字志愿者深入城乡
基层，为空巢老人、残疾人、农民工及其子女

讲授防灾避险、疏散安置和健康卫生等知识，

并开展相应的应急救护演练活动，提高他们的

安全意识、自护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帮助他

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３人道援助。汇聚社会爱心，争取社会各
界支持，针对空巢老人、残疾人、农民工及其

子女的需求，组织进行物资和资金捐助，积极

设立社区博爱超市、红十字服务站、爱心互助

金和开展爱心义卖活动等社区送温暖服务

项目。

４社会融入。利用现有的红十字志愿服务
基地、社区服务站，在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

带领下，组织低龄空巢老人和有行动能力的残

疾人，开展健康检查、卫生宣传、互帮互助等

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建立老人、残

疾人生活互助小组，扩大其生活和社交网络，

促进其社会融入。

５共同教育。利用学校红十字会平台，组
织当地红十字青少年与农民工子女开展结对帮

扶活动，进行学业辅导和兴趣辅导，共同学习

红十字运动和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组织当地

红十字青少年与农民工子女共同开展宣传预防

艾滋病、宣传远离烟草和毒品等红十字志愿服

务活动，联合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共同

参观城市，感受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

三、工作要求

１提高认识，强化领导。红十字关爱生命
志愿服务行动是红十字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重要载体，是新格局下提升红十字志愿服务

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各级红十字会要高度重视

此项活动，积极与当地文明办进行沟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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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项活动纳入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

工作的整体规划中。要积极发挥各级志愿服务

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按照中央文明办和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制定整体计

划，整合各类资源，建立志愿服务项目库，并

在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项目等方面

上做好指导和监督等工作。

２形成合力，实现长效。各级文明办和红
十字会要积极争取党政和社会各界支持。要依

托当地学校、社区、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和企

事业单位组建专门的志愿服务队，利用现有的

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社区服务站，吸收和联

合其他社会志愿者组织共同开展此项志愿服务

活动。要建立服务的接力机制，对服务对象形

成长期有效帮扶。按照项目化运作方式，把志

愿者来源、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

工作目标具体化，确保工作务实推进。

３强化落实，有效激励。各级文明办和红
十字会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按照群众急需、自力所能的原则开展此项

活动，并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对在此次活动

中表现突出的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激励。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将启动红十字关爱生命志愿服务行

动的项目发展计划，对此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特色鲜明的志愿服务项目，通过资金支持、业

务指导和培训等方式进行重点扶持和培育。在

此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志愿服务组织还将在红

十字模范单位评选中得到相应的加分。

４深入宣传，树立品牌。各级文明办和红
十字会要注重社会关注点、感知度，深入挖掘

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内涵，做好品牌宣传策

划。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以电

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为载体，进行深层次

的宣传，扩大此项活动的影响力。要将此项活

动的开展与扩大红十字会的吸引力、凝聚力、

影响力有机结合，努力营造浓厚的志愿服务氛

围，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的深入开展。要及时

将各地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典型报中央文明

办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５红十字关爱生命志愿服务行动实施办公
室设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

特此通知。

联系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部

周小杭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０２５８９０－５０２３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０２５６８０
邮 箱：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ｈａｎｇ＠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７日）

环境保护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６部门

关于印发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环发 ［２０１１］４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

厅 （局）、宣传部、文明办、教育厅 （教委）、

团委、妇联：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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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家 “十二五”环境

保护工作部署，环境保护部、中央宣传部、中

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

六部门联合编制了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
区各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协调配合，

认真贯彻落实，把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增

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推动建立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

系，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

社会环境。

附件：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附件：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

民环境意识，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

生态文明水平，依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环境保护的要求和 “十二五”时期环境保护工

作部署，特制定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一、“十一五”环境宣传教育情况和面临

的任务

“十一五”期间，环境宣传教育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

传为主、服务大众的方针，以 《关于做好 “十

一五”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

做好新形势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为指

引，有力地服务和配合了环保中心工作，全社

会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实

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圆满完成污染减排

任务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根据 “十二五”时期

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加快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提高生态文明

水平。环境宣传教育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深入

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教育的新思路和新举

措，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环保方针和政策，开

展以弘扬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环境宣传教育活

动，推进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引导公

众积极参与支持环境保护，为 “十二五”时期

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文化

氛围。

二、“十二五”环境宣传教育行动总体目

标和基本原则

“十二五”时期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要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着力宣传环境保护对于更加注重民生、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

着力宣传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先进典

型，着力宣传推进污染减排、探索环保新道路

的新举措和新成效，着力创新宣传形式和工作

机制，积极统筹媒体和公众参与的力量，建立

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为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

平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总体目标

扎实开展环境宣传活动，普及环境保护知

识，增强全民环境意识，提高全民环境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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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加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增强环境新闻

报道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加强上下联

动和部门互动，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

的全民环境教育培训机制，建立环境宣传教育

统一战线，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

体系；建立和完善环境宣传教育体制机制，进

一步提高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二）基本原则

———服务中心，突出重点。充分利用媒体

资源，把握话语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

仗，为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凝聚力量，营造

氛围。

———创新形式，打造品牌。针对不同对

象，开展各具特色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丰富

环境宣传教育内容，打造环境宣传教育品牌。

———规范引导，有序参与。加强制度建

设，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公众以及环保

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环境保护。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要

将环境宣传教育纳入职责范围，各司其职，密

切协作，形成运转顺畅、充满活力、富有成效

的工作格局。

三、“十二五”环境宣传教育行动任务

（一）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全

民环境宣传活动

１做强做大环保主题宣传、环保成就宣传
和环保典型宣传。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以 “世界环境

日”、“世界地球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等

纪念日为契机，开展范围广、影响大的环境宣传

活动。不断改进宣传内容及形式手段，丰富宣传

题材、风格和载体，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

实际、不断增强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效。

２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政策、法制宣传。
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广

泛、深入、扎实地开展环境法制宣传教育，提

高公众预防环境风险意识，鼓励公众依法参与

环境公共事务，维护环境权益；提高企业守法

意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３加大农村环境宣传教育力度。利用广
播、电视、电影、图书、文艺表演、经典诵读

和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 “环保知识

下乡”活动，深化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传播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农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二）加强舆论引导，扩大环境新闻传播

影响力

１加强环境新闻发布工作。建立健全新闻
发言人制度。充分利用各级党委、政府和 “两

会”新闻发布会等新闻发布平台，及时发布环

境信息，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要在第一时间

向社会发布；对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要

主动设置议题，及时组织发布。

２关注舆情，引导舆论。建立环境舆情收
集机制，及时收集、分析国内外环境舆情，为

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根据重大舆情动向，

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

３规范新闻采访工作。完善新闻采访制
度，明确程序，统一口径，归口管理。积极受

理媒体采访申请，做好记者接待工作。

４提高新闻传播能力。加强与报刊、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深度合作，重视发挥网络、

手机等新媒体的作用，不断提高传播能力，扩

大环境信息的覆盖面。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积

极拓宽外宣渠道，真实、客观报道我国的环保

工作，维护我国负责任环保大国的形象。

（三）开展全民环境教育行动

１把生态环境道德观和价值观教育纳入精
神文明建设内容进行部署。各级环保部门与各

级文明办要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探索有效途

径，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的思想内涵，扎实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全民树立正确

的生态环境道德观和价值观，提高生态文明

水平。

２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环境教
育和行业职业教育，推动将环境教育纳入国民

素质教育的进程。强化基础阶段环境教育，在

相关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鼓励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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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各种形式的环境教育课堂。推进高等学校

开展环境教育，将环境教育作为高校学生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组织开展 “绿

色大学”创建活动。大力开展环保行业职业教

育与培训，成立环保教育与培训工作专家组

织，对环保行业职业教育进行研究、指导、服

务和质量监控，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建立政、

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机制。

３加强面向社会的培训。各级环保部门要会
同有关部门将环境教育培训列入日程，制定年度

计划，面向全社会开展培训，尤其要加大对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学校教师和企业负责人的培训力

度，增强他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四）引导规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１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拓宽
渠道，鼓励广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积极引

导、规范公众有序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环境保

护、环境维权等活动，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和

社会公共环境权益。

２定期发布环境状况白皮书。通过定期发
布环境状况白皮书等形式，推动环境信息公

开，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

３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以
《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

意见》为指导，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改善环保

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注重培育和支持青

少年生态环保社团。深入研究有效的渠道和方

式，建立引导、管理和服务机制，鼓励、引导

环保民间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环境保护。

４拓宽环境宣传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渠
道。加强与国际组织、环境教育机构、科研院

校的联系，举办国家环境教育方面的国际研讨

与交流。

５开展社会表彰和国际环境奖项的推选。
积极推进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环境好新闻、母亲河奖等奖项的开展，表彰先

进，树立典型，激励全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事业。

（五）发展环境文化产业，打造环境文化

精品

１鼓励环境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鼓励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环境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增

强环境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渗透力。

２积极扶持环境文化产业发展。以文化体
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出版、报刊改制，整

合环境新闻资源，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实力

的环境文化企业。支持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

３面向社会推出一批优秀环保宣传品。会
同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化、语言文字等

部门，推出一批反映环保成就、倡导生态文

明，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电影、电

视、戏剧、公益广告等环境宣传品，并设立优

秀环境文化作品奖项。

（六）建设环境宣传教育系列工程

１建设环境宣传教育理论研究工程。积极
探索新时期环境宣传教育规律，构建具有鲜明

环境保护特色的宣传教育理论体系。加强环境

保护理论研究，丰富生态文明和探索环保新道

路内容，为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２建设全民环境教育示范工程。推进全民
环境教育试点，在不同区域的城市、学校、社

区等开展一批 “环境友好”试点项目。以树立

生态文明风尚、践行环保理念为主题，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村镇创建，深化千名环境友好使者

行动、“低碳家庭·时尚生活”主题活动以及

保护母亲河行动，全面总结环境教育工作经

验，创新思路，转变模式，探索 “环境友好型

学校”、环境教育基地等实施规范和指导标准，

逐步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

建设中小学生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充

分利用社会资源，遴选一批适合面向中小学生

开放的植物园、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科

研院校的实验室、民间环保社团等机构，建立

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定期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就近就便接待中小学生参观实践。

３建设环境电视传播工程。与新华社等主
流媒体开展深度合作，积极组织各方力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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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合环境宣教优势资源，以国际视野、中国

观察、即时传播、客观表达的理念，探索打造

环境电视新闻平台，有效提高我国环保声音的

传播力，向国内外宣传我国环境保护形势、工

作、成就和举措。

４建设环境文化工程。支持环境图书出版
工作，编辑出版反映中国环保前沿思想和较高

学术水准的 “中国环境文库”；扶持面向社会

公众的 “全民环境教育系列读物”。

５建设环境宣教信息化工程。加大财政资
金支持力度，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的环保宣

教信息化体系。积极配备先进、高效、实用的

数字化环境宣教基础设施，开发网络环保宣教

学习课程，建立开放灵活的环境宣教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

四、“十二五”环境宣传教育行动保障措施

（一）推进依法开展环境宣传教育

１完善环境宣教法律法规。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制定和完善有关

环境新闻和信息发布、环境宣传、环境教育等

规章制度。加强环境宣教行政法规建设。各地

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促进本地区环境宣教发展

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按照建
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依法履行环境宣教职责，

提升环境宣教能力。依法维护公众参与环境宣

教的权益，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环

境宣教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建立有利于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体

制机制

１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把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纳入工作

全局研究部署、检查落实。在方向上牢牢把

握，在工作上及时指导，在政策上大力支持，

在投入上切实加强。

２健全环境宣传教育机构。尽快在各地区
建立完整的环境宣教行政网络，分设行政编制

的政府环境宣教机构和社会公益性环境宣教事

业单位。

３加强全国地市级环境宣传教育机构能力
建设。在 “十一五”全国省级环境宣传教育机

构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对基层宣教工作

投入，加强地市级环境宣教能力建设，为基层

宣教工作创造条件。

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环保部门宣教
人才、骨干的队伍建设，定期开展宣教干部业

务培训交流。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和学生社团

环境宣教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和帮助力度，加

强对企业环境宣教人才的培养。

５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
机制。各级环保、宣传、教育、文明办等部门

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要各负其

责、统一规划、指导、协调、规范环境宣传教

育工作，尽快形成政府主导、各方配合、运转

顺畅、充满活力、富有成效的工作格局。

（三）建立规范的全民环境意识评估体系

１建立环境意识评估体系。深入调查研
究，建立包括认识意识指标、关注意识指标、

行为意识指标、道德意识指标等在内的环境意

识评估体系。

２定期开展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发布全民
环境意识报告。以 《中国公众环保指数》的形

式定期发布全民环境意识报告，全面系统地反

映环境宣教的效果、公众环境意识水平以及公

众对环保工作的满意度，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决策提供参考。

（四）建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绩效评估

体系

１建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绩效评估指标体
系。通过深入调研和科学规划，建立环境宣传

教育工作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确定评估内

容、评估方法和工作步骤，全面评估环境宣传

教育工作。

２分层次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绩效评估。
定期表彰、奖励先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绩

效评估，将评估情况列入干部考核内容。

３定期对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和 《纲

要》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建立通报和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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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强宣教信息报送，推进宣传教育信息

公开。

（五）资金保障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资

金投入力度，把环境宣传教育经费纳入年度财

政预算予以保障。各级环保宣传教育部门要积

极扩宽资金投入渠道，努力争取各级财政、发

改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各类专项资金的投

入；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扩大社会资源进入

环保宣教的途径，多渠道增加社会融资。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组织开展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工作的通知
（文社文函 ［２０１１］５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 （局）、文明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文明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和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

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０９］２９号），进一
步发扬志愿服务精神，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部、中央文明办决定

共同组织开展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

者边疆行 （以下简称 “边疆行”）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坚持党的民族工作方针，围绕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

满足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发挥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

用，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各民族间文化交

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工作内容和形式

“边疆行”工作作为 “春雨工程”的内容

之一，把文化、志愿、边疆、少数民族４个元
素统一起来，为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搭建文化

交流互动平台。内地省 （市）组织招募文化志

愿者，通过 “大舞台”、“大讲堂”、“大展台”

３种形式，为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辽宁
省、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

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１２个边疆民族省 （区）提供文化志愿

服务。

“大舞台”以文艺演出为主，深入边疆民

族地区城乡基层演出；邀请边疆民族地区文艺

工作者赴内地演出。

“大讲堂”以讲座、培训为主，面向边疆

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开展专题知识讲座和文艺辅

导、技能培训、活动指导；邀请边疆民族地区

文化工作者赴内地学习考察。

“大展台”以文化展览展示为主，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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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和内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建

设成果展览，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

三、文化志愿者的招募程序和服务内容

文化志愿者是指具有文化艺术才能，热心

文化事业，自愿奉献时间和精力，为文化事业

繁荣、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

的人士。

（一）招募程序

１内地文化厅 （局）成立文化志愿者组织

机构，制定招募条件，面向社会发布招募

公告。

２申请人自愿向文化志愿者组织机构提出
申请，填写 《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参考

样式见附件）。

３文化志愿者组织机构对申请人进行审
核，审核合格后接收为文化志愿者，并将文化

志愿者相关材料报文化部备案。

（二）服务内容

志愿服务期间，按照组织机构安排，参加

“大舞台”、“大讲堂”、“大展台”等活动，通

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先

进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丰富边疆民族地区各

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四、实施步骤

“边疆行”工作由文化部和中央文明办主

办、各省 （区、市）文化厅 （局）、文明办承

办，每年组织一次，具体步骤如下：

（一）边疆民族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文

化需求项目。

（二）内地省 （市）根据边疆民族地区文

化需求项目提出志愿服务意向。

（三）主办单位综合各地情况，确定参与

的承办单位，牵头召开对接工作会议。

（四）承办单位制订实施方案，组织开展

有关筹备工作。

（五）举办启动仪式，承办单位赴实地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六）主办单位总结各地工作经验，对先

进典型进行表彰和宣传。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边疆行”工

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是落实科学发

展要求、加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积极举措。各省 （区、市）文化厅

（局）、文明办要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列入年

度工作计划，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省级文化厅

（局）负责制定工作计划，具体组织实施；省

级文明办要在宣传工作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

导。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二）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要立足民族

团结主题，认真研究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需

求，结合援疆援藏、对口支援的机制，坚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 “资源

下移、重心下移、服务下移”原则，结合各类

民族节日、节庆活动，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精

心设计志愿服务项目，促进内地与边疆民族地

区文化资源双向交流，着力提高边疆民族地区

文化艺术水平、文艺队伍综合素质、文化活动

质量以及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三）注重宣传，扩大影响。文化部、中

央文明办协调中央媒体做好活动的总体报道，

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弘扬各族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民族

团结好的时代主旋律，努力营造各民族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相关文

化厅 （局）要制订宣传工作方案，安排专人负

责，建立联络和信息交流机制。

（四）加强研究，建章立制。各地文化厅

（局）、文明办要利用开展 “边疆行”工作的契

机，总结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经验，加强文化志

愿者招募、培训、管理、激励等相关政策研究

工作，逐步建立文化志愿服务组织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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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文化志愿服务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文化志

愿服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水平。

特此通知。

附件：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参考样

式）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附件：

文化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参考样式）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职　业 职　称

工作单位及地址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照　片

联
系
方
式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文艺专长

申请人承诺

　　我志愿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我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践行志愿精神，促进文化
交流，为丰富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贡献力量。

申请人签名：

组织机构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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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　中央文明办等１８部门

关于庆祝２０１１年 “六一”

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妇字 ［２０１１］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妇联，文明办，总工

会，团委，科协，教育厅 （教委），通信管理

局，公安厅 （局），民政厅 （局），司法厅

（局），文化厅 （局），卫生厅 （局），工商行

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广播电影电视

局，新闻出版局，残联，关工委：

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部署，切实组织好

２０１１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项庆祝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围绕主题，深入开展儿童思想道

德教育活动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主题，抓住节日契机，从儿童
特点出发，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

动，在广大儿童中深入开展党的历史、党的知

识、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宣传教育，引导和帮助儿童增长历史知识，培

养学习党史的兴趣，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坚定心向党、跟党走的政治信

念。要按照近期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下发的 《关

于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的通知》、《关于

开展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活动的通知》等要

求，精心组织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优秀童

谣诵读活动、“红领巾心向党”主题队日等活

动，广泛传唱和诵读歌颂党、歌颂伟大祖国、

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歌曲和童谣。要

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具有互动性、参与性的实

践活动，继续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

动，教育引导儿童在实践活动中提升道德素

质，培养文明习惯，树立高尚情操。

二、多措并举，努力优化儿童成长的

社会文化环境

节日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推出

一批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强的儿

童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广播

影视作品。要围绕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优秀图

书等精品出版物，组织开展读书活动。通过开

展经典诵读、文艺演出、科学普及等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让儿童在参与中开阔视野、增长

见识、愉悦身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社会文化环境净化工程的部署，集中对图书、

报刊、网吧、互联网、音像制品、广播影视、

手机短信等文化传播市场进行一次督查，严厉

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继续加大对互联网、

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有害信息的整治

力度，大力净化荧屏声频，加强校园周边环境

治理，积极发挥 “五老”人员、志愿者的作

用，加强社会监督，努力为儿童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突出重点，切实关爱特殊困境儿

童群体

各地、各部门要在节日期间，重点关注农

村留守流动儿童、孤残儿童、流浪儿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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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灾区儿童、单亲贫困家庭儿童等处于特

殊困境中的儿童群体，针对他们在成长发展中

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关爱救助，推出为特殊困境儿童办实事的关爱

服务项目，送去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

要着力将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常态化、项目化、

制度化，结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定出台

政策措施，加大落实力度，探索长效关爱服务

机制。要广泛动员企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对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形成全社会关心儿童

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四、保障权益，为儿童欢度节日创造

有利条件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节日期间，聚焦宣

传国家有关保护儿童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

宣传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促进儿童事业

发展的目标任务，大力倡导儿童优先理念，进

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和工作督查力度，重点做好

对来历不明儿童的集中摸排，严厉打击侵害儿

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儿童各项权

益。要通过多种渠道，面向儿童和家长开展形

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防护

意识和能力。要做好对儿童食品、药品、玩

具、用具和游乐设施的检查，确保节日期间的

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各类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对未成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为儿童欢度节日

创造有利条件。

“六一”期间，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电视台将联合举办

庆 “六一”电视晚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精心部署，使今年的 “六一”庆祝活动更

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组织有序，富有成

效，使广大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

节日。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印发 《全国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残联 ［２０１１］９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文明办、

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残联，黑龙

江农垦总局文明办、残联：

２０１０年中央文明办、中国残联等８部门联
合出台的 《关于加强志愿助残工作的意见》

（残联发 ［２０１０］１５号）和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中国残联联合召开的全国志愿助残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志愿助残阳光行动。２０１１年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视讯会议

要求，积极推进志愿助残服务，把 “关爱残疾

人志愿服务活动”做深入做扎实。为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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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和会议精神，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

神，广泛普及志愿助残理念，全面启动 “关爱

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推动志愿助残阳

光行动持续深入开展，为广大残疾人提供优质

实效的志愿服务，中央文明办、中国残联共同

制订了 《全国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实

施方案》。

现将 《实施方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

行，并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意见，于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５日之前分别上报中央文明办和中国残联。如
有其他意见和建议，请及时联系中国残联。

附件：全国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

附件：

全国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０８］７
号）、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的意见》（文明委 ［２００８］６号）、中央文明
办等８部门 《关于加强志愿助残工作的意见》

（残联发 ［２０１０］１５号）和全国志愿助残工作
会议、“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视讯会

议精神，切实推动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

动”扎实开展、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入，特制订

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服

务体系建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遵

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大力弘扬人道

主义精神，努力践行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的志愿精神，坚持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化运行

相结合、自愿参与和鼓励倡导相结合、服务残疾

人和实现个人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全面启动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残疾人解决

实际困难，促进残疾人 “平等、参与、共享”，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二、任务目标

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使扶残助残社会

氛围更加浓厚，志愿助残理念深入人心；开展

深入持久的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推

进志愿助残阳光行动，志愿助残实践更加丰

富，覆盖面不断扩大，更好地为残疾人提供及

时便利的志愿服务；志愿助残工作机制更加科

学完善，志愿助残活动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

力；助残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明显

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较好

地实现志愿服务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的有效

衔接，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使广大残疾人生活更美好，发展更全面，真切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社会的温暖，自强自

立，回报社会。

三、主要措施

加强关爱残疾人工作的社会宣传。大力弘

扬人道主义精神，普及 “平等、参与、共享”

的残疾人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残疾人和对

待、处理残疾人问题，充分尊重残疾人的公民

权利和人格尊严，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把志

愿助残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

自觉行动。积极协调和动员广播、电视、报

刊、网络等公共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宣传 “关

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助残阳光

行动，普及志愿助残服务知识，营造志愿助残

的浓厚氛围。文明办和残联所属文化宣传资

源，要加大对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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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力度，精心培育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

动”品牌。抓住残疾人工作重大事项、重大活

动等时间节点，加强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

动”宣传工作，切实增强宣传效应。开展 “关

爱残疾人志愿服务”进社区、进村镇、进工

厂、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

对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的认知度。及

时宣传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中的先进

人物和先进事迹，增强社会吸引力和感召力。

广泛开展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要从

残疾人的愿望和需求出发，以生活救助、潜能

开发、缺陷补偿等为重点，广泛开展家政服

务、康复医疗、残疾预防、教育、就业、扶贫

开发、文化体育、法律维权、无障碍环境等方

面的志愿服务，帮助残疾人解决具体问题和实

际困难。每年元旦、春节等重要节庆日和全国

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等重要纪念日，要集中

组织开展志愿助残活动，为残疾人送温暖，献

爱心。认真组织开展每年７月６日 “关爱残疾

人志愿服务———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主题日活

动，明确活动主题，细化活动内容，注重活动

实效。积极做好大型活动的志愿助残工作，为

残疾人参与大型活动提供便利和服务。做好重

大突发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中的志愿助残工

作，及时为危难中的残疾人提供帮助和关爱。

坚持长期开展的志愿助残有效做法，协调和动

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 “党政领导干部志

愿助残”、 “社区志愿助残”、 “青年志愿助

残”、“巾帼和家庭志愿助残”、“红领巾手拉手

志愿助残”、“解放军和武警志愿助残”、“文化

志愿助残”、“科技志愿助残”、 “法律志愿助

残”等志愿助残阳光行动。鼓励和支持助残志

愿者与残疾人结成长期固定的 “一帮一”、“多

帮一”帮扶关系，为残疾人提供多方面和个性

化的志愿服务。重视和关心残疾人心理健康，

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鼓励残疾人积极面

对人生，乐观进取。把 “自强”与 “助残”相

结合，让更多的残疾人在得到志愿服务的同时

积极加入到助残志愿者行列。

构建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工作网络。建立

健全各级志愿助残服务组织，切实实现志愿助

残服务网络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着力抓

好基层志愿助残服务网络建设，在县 （市、

区）、乡 （镇、街道）残联和村 （社区）残协，

设立志愿助残联络站 （点），做好日常服务与

管理。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上服务平

台，方便志愿者与残疾人进行信息交流与服务

对接。同时，要加强与社会助残组织的沟通协

调，为其开展志愿助残服务提供指导和支持。

建设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人才队伍。着眼

于建设一支覆盖面较广、素质较高、规模较

大、基本适应志愿助残工作需要的志愿助残人

才队伍，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参与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扩大群众基础。

逐步建立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人才

库，有效掌握和科学配置志愿助残人才资源。

充分利用各种志愿者注册平台，对助残志愿者

进行注册管理，建立一支以注册志愿者为主的

骨干队伍，并注重从知名度较高、社会影响力

较大的人士中培养一批志愿助残阳光使者。鼓

励和支持助残志愿者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单位，

组建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专项服务

队，为残疾人提供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建设一

批志愿助残培训基地，组织专家编写培训教

材，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培训，提高助残志愿

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能力。探索建立志愿

助残工作考评和激励机制，调动助残志愿者的

工作积极性，保护助残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培

育有利于助残志愿者开展工作的良好环境，为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坚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四、工作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

持，把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志愿助

残阳光行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给予

高度重视，摆上议事日程。注重发挥志愿服务

协调小组作用，将志愿助残纳入志愿服务工作

整体规划，加强协调与指导，提高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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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文明办和残联要充分认识开展 “关爱残疾

人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意义，增强抓好工作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

掌握志愿助残情况，科学制定规划和措施，不

断提高组织指导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

的工作水平；要明确职责要求，确保 “关爱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各项工作有人抓、有

人管。

加大经费支持。建立健全政府投入和社会

投入相结合的志愿助残经费保障机制，拓宽经

费筹措渠道，加大工作经费投入，为 “关爱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积极争取专门经费预算或设立专项资金，保障

日常活动组织和人员培训等工作。对试点地区

和规模较大的志愿助残活动，要适当给予经费

支持。统筹考虑基层志愿服务站 （点）建设，

解决好办公场地、办公设备和办公经费。

健全工作机制。将 “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

活动”纳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活动之中，与推进各项残疾人业务工作相结

合，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健全

助残志愿者招募注册、服务对接、评价激励、

权益维护等机制，促进志愿助残服务的专业

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积极探索志愿助残服务

的反馈、监督和评价模式，加强考核体系、评

估体系建设。完善注册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

互助服务、服务转换等制度。对作出突出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命名一批 “全国关爱

残疾人志愿服务示范基地”和 “全国关爱残疾

人志愿服务阳光使者”。

注重城乡统筹。在认真做好城市志愿助残

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农村志愿助残工作力

度，探索开展有农村特色的关爱残疾人志愿服

务活动。加强农村志愿服务基地、服务站和联

络站建设，广泛开展 “帮、包、带、扶”活

动，动员农村基层组织、干部、群众和志愿者

帮扶农村贫困残疾人。依托残疾人扶贫服务

社、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村互

助社、各种行业协会组织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

系，为残疾人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生活服务，

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走向富裕。

务求取得实效。要按照以人为本、服务为

先的要求，立足基层、着眼实际，多搭建群众

便于参与的平台，多采取群众乐于参与的方

式，引导群众在自主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自

我提高。要从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精心设

计项目，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多提供人性

化、个性化的服务，让残疾人得到实实在在的

关爱。要主动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和形势的新变

化，把关爱残疾人与促进残疾人自身发展结合

起来，把解决当前迫切问题与完善制度建设结

合起来，积极创新活动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手

段，不断增强工作的创造性，扩大工作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推动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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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文化部　教育部

关于向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等１２个
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乡镇

文化站选派志愿者开展西部文化

建设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１］１３号）

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团委，文化厅，教育厅：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和

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中

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高校毕业生

志愿服务农村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在总结去年

向内蒙古、四川部分乡镇文化站选派百名志愿

者开展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试点工作基

础上，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文化部、教

育部决定，２０１１年共同组织开展西部文化建设
志愿服务活动，向内蒙古、广西、四川、重

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分乡镇文化

站选派５００名志愿者服务１年。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参照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在２０１０年开展西部文化
建设志愿服务活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公

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

式，在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普通高等学校中选拔

５００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到５００个乡镇文化站
开展文化建设志愿服务。志愿者招募选拔及培

训派遣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８月，服务至２０１２年７
月。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鼓励其扎根基层或者

自主择业。

二、志愿者选拔条件及服务内容

志愿者选拔条件：２０１１年普通高等学校应
届毕业生；品学兼优，有奉献精神，热爱基层

宣传文化事业；具有一定宣传文化特长和较强

的组织协调能力；具有志愿服务经历或担任过

学生干部或参与组织过校内外大型宣传文化活

动的优先考虑。

志愿服务内容：服务期间担任乡镇文化站

副站长，协助站长负责文化站日常管理与活动

组织等工作；按照当地党委、政府工作部署，

参与开展政策宣传教育、基层文化活动等工

作；按照当地团组织安排，参与团的基层组织

建设和基层工作等。

三、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１根据２０１１年西部计划部际联席会精神，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服务期满、考核合

格的，参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关规定

享受服务期为１年的有关鼓励政策。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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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１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青联发 ［２０１１］
１２号）、《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
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０９］
４２号）等文件。

２相关工作所需经费从中央级文化事业建
设费中列支，由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办及内蒙

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项目办负责按照相关预算规定划拨使

用。志愿者服务期间，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

７６０元并按所在服务地享受艰苦边远地区科员
津贴，按月发放；交通补贴按志愿者家庭所在

地和服务地之间的实际里程核算发放，每年发

放两次；由县级项目办和服务单位提供免费住

宿；志愿者服务期间党团关系按照有关规定转

至服务地。以上工作及入选志愿者体检和集中

培训派遣等由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部计划项目办负责

落实。全国项目办负责编制预算和及时拨付经

费，并为志愿者统一购买大学生志愿服务综合

保障险，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志愿者制发

志愿服务证等。以上经费使用要严格按照预算

规定执行，严格财务制度，做到专款专用、及

时核发，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四、时间安排

２０１１年６月上旬，下发活动通知。
２０１１年６月中旬，研究确定西部文化建设

志愿服务活动西部乡镇文化站点具体名单。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７月，发布招募西部文化建
设志愿者信息，完成志愿者招募选拔及培训

派遣。

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志愿者开展西
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

五、工作要求

１高度重视，形成合力。开展西部文化建

设志愿服务活动，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

指示精神、 《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

传文化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深化拓展志愿

服务工作、引导大学毕业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的重要举措。相关省级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明办、团委和文化、教育部门要按照通知要

求，高度重视，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及时处理和解决遇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

支持西部计划省级项目办抓好落实。省级文明

办要在宣传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省级文化

部门负责提供培训场地、专家和服务期间的业

务指导；省级教育部门要在招募选拔等方面予

以支持；省级团委要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加强

对西部计划项目办的工作督导，确保任务落到

实处。

２精心组织，严格管理。该项目由西部计
划相关省级项目办负责志愿者的招募选拔、培

训派遣和管理服务、考核评估等日常工作。相

关省级项目办要参照西部计划有关文件规定，

按照 “公开公正、择优选拔”的原则做好选拔

及体检工作；按照 “谁用人，谁受益，谁负

责”和 “培养与使用并重”等原则做好日常管

理工作；要指导县级项目办将志愿者的安全健

康作为日常管理的重点，明确责任，规范程

序，会同用人单位，共同做好志愿者免费住宿

等生活保障方面的工作。

３开拓创新，务求实效。各有关单位要认真
总结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的有益经验，结

合当前农村宣传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特点、新

要求，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

和业务培训，创新工作与活动载体，积极组织各

类宣传文化活动，大力宣传优秀典型，不断总结

经验，探索长效工作机制，推动西部文化建设志

愿服务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附件：２０１１年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
名额分配表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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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１年西部文化建设志愿服务活动名额分配表

地　　区 乡镇文化站 （个） 志愿者 （名）

内蒙古 ５０ ５０

广　西 ５０ ５０

重　庆 ５０ ５０

四　川 ５０ ５０

贵　州 ５０ ５０

云　南 ５０ ５０

西　藏 ２０ ２０

陕　西 ５０ ５０

甘　肃 ５０ ５０

青　海 ２０ ２０

宁　夏 ２０ ２０

新　疆 ２０ ２０

兵　团 ２０ ２０

合　计 ５００ ５００

原则上每个县、旗确定１０个乡镇文化站，１名志愿者到１个乡镇文化站开展文化建设志愿服务。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５部门

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团委，学联：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向青年学生发出

的 “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号召，

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作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重要途径的优势，引导广大青年学生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契机，在实践
中学党史、知党情，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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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努力为 “十二

五”开好局、起好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决定，今年暑期继续组

织开展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永远跟党走　青春献祖国

二、总体思路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重要契机，以 “十二五”

规划启动实施为动力，以前期基层需求大调研

为基础，紧紧围绕党史宣讲、政策宣讲、国情

考察、教育帮扶、科技支农、文化惠民、医疗

卫生服务等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群众生产

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努力扩大活动覆盖面、提

升活动实效性，推动大中专学生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 “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三、重点团队

今年４—５月，各地区、各学校团组织集中
开展了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前期基层需求

大调研工作，为这项活动按需设项、据项组团

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层层组团的基础上，２０１１
年将组建全国级重点实践团队６００支。
１百支大中专学生实践服务团。围绕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组织学生开展寻访老党员 （老

红军）、探寻革命遗迹等历史回顾、记录类活

动，参观革命历史纪念馆、走访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结合学习党史的研

究课题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活动，在寻访、考察

过程中为老党员 （老红军）提供各种志愿服

务，引导学生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理想信念。

２百支大中专学生 “十二五”规划宣讲服

务团。组织学生深入基层广阔天地，考察了解

国情民情，充分认识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向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宣

传 “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目标任务和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划和举措，发挥统一

思想、鼓舞精神、凝聚力量的积极作用。动员

学生发挥知识技能优势，为基层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产业布局调整、城镇建设规划、社会管

理改进等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务，为各地 “十二

五”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作一些力所能及的

贡献。

３百支大中专学生教育帮扶服务团。组织
学生深入基础教育薄弱、教育资源匮乏、留守

农民工子女相对集中的乡 （镇）村学校等开展

支教服务活动。为当地中小学生特别是农民工

留守子女提供课程教授、学业辅导、亲情陪

伴、文体活动、爱心捐赠等志愿服务；开展与

当地教师的交流分享活动，促进基层师资水平

的提高；探索高校与落后地区学校结对帮扶的

长效机制。实施 “关爱女孩”专项行动，开展

农村留守女童生存状况调查和相关志愿服务。

４百支大中专学生文化宣传服务团。组织
大中专学生暑期文艺演出队，精心编排基层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基层生活实际的文艺节

目到农村巡回演出，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

活。围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组织学生在基层开
展 “党史我来讲”、“家乡美 走进农村基层党

组织”摄像采访报道、“爱国歌曲大家唱”等

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图书捐赠活动，巩固

乡村图书站 （室）建设，通过开展读书活动和

文明新风宣传，传播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

５百支大中专学生科技支农服务团。重点
发挥农业类和科技类院校大中专学生志愿者的

学科专业优势，组织学生根据前期基层需求调

研结果选择服务地，通过举办农业知识培训

班、远程信息服务、现场技术指导等方式，传

播推广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解决农民在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探索利用互联

网平台举办农产品营销比赛等活动，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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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产品销售的具体困难。

６百支大中专学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团。
重点发挥医学院校和综合型大学医学专业大学

生志愿者的作用，在农村基层广泛开展流行性

疾病防治宣传、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活动，

为农民进行健康普查和常见病治疗，结合基层

实际需求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捐送部分药品和

医疗器械。组织学生在基层宣传新医改方案，

帮助农民全面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政

策和具体内容。

上述６００支重点团队由主办单位分配指导
名额到各地 （见附件１），各地、各学校按照有
关要求组织实施。在 ６００支重点团队框架内，
根据基层需求大调研的结果，主办单位将遴选

部分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的实际

服务需求，在全国高校中有针对性地招募组建

１００支左右重点实践服务团队，并给予定向经
费支持。

有关重点专项活动的详细部署安排将另行

通知并通过中国青年网 “三下乡”专栏发布。

四、工作要求

今年是全国大中专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开展１５周年，各地各学校要以此为契
机，做好有关策划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不断

推动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和创新。

１完善运作机制。各地各学校要建立完善
社会实践基层需求调研制度，通过各种渠道认

真做好基层需求的了解收集工作；要在调研基

础上依据学生所学专业、兴趣爱好等，有针对

性地组建、派出重点服务团队，实现精准对

接；要在活动组织实施中完善过程管理和规范

机制，开展必要的思想作风和服务技能培训，

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带队指导；要进一步加强

“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建立与基地间

的稳定、长期服务、合作关系，变 “三下乡”

为 “常下乡”。团中央将在中青网上设立 “三

下乡”专栏，用于项目对接和信息发布。

２注重媒体宣传。各地各学校要充分利用

大众传媒和校园媒体特别是微博、播客、手机

报等新媒体，在活动的策划、动员、实施、总

结等各个阶段进行宣传推广，取得最大的育人

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团中央将联合新浪微博

推出 “微说三下乡”行动，设立 “青春三下

乡”微博群和微博公共主页，动员广大参与

“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学生以团队为基本单位

加入微博群，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

及时将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进行

展示、分享，并开展 “最让我受益的实践团

队”网上征集评选。

３及时总结提高。各地各学校要根据新的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条件，根据青年学生新的

思想行为特点和成长发展需求，主动从社会实

践活动的内容设计、组织方式、运作机制等方

面进行探索创新，并及时做好普遍性、规律性

的总结提炼。团中央等主办单位将通过编发专

项工作简报等方式对各地各学校的探索创新进

行推广；适时发布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中专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综述及成果汇编》，召

开全国大中专学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

展１５周年工作交流研讨会，对新形势下社会实
践活动的深化创新等进行理论总结。

为了解、汇总有关情况，请各学校在活动

结束后填写电子版 《２０１１年 “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２），于２０１１年
９月１５日前报送到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各省级
团委学校部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前将本地情况
汇总报团中央学校部。

联系人：林旭升　任博远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１２１８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１２３３６
电子邮箱：ｄａｘｕｅｃｈｕ＿ｓｘｘ＠ｓｉｎａｃｏｍ
中青网 “三下乡”专栏：ｈｔｔｐ：／／ｅｄｕ

ｙｏｕｔｈｃｎ／ｓｘｘ
“青春三下乡”微博群号：６１４７２０
“青 春 三 下 乡 ” 微 博 公 共 主 页：

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ａｎｘｉａｘｉａｎｇ
附件：１２０１１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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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点

服务团队指导名额分配表

２２０１１年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情况统计表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

附件１：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服务团队指导名额分配表

实践服务团
“十二五”

规划宣讲服务团

教育帮扶

服务团

科技支农

服务团

文化宣传

服务团

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团
总　计

北　京 ６ ６ ４ ４ ４ ４ ２８

天　津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１７

河　北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２０

山　西 ３ ３ ３ ４ ３ ４ ２０

内蒙古 ２ ２ ２ ３ ２ ４ １５

辽　宁 ３ ３ ３ ４ ４ ３ ２０

吉　林 ２ ３ ３ ４ ４ ３ １９

黑龙江 ２ ３ ３ ４ ４ ４ ２０

上　海 ４ ５ ２ ４ ８ ３ ２６

江　苏 ４ ４ ４ ４ ７ ５ ２８

浙　江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１７

安　徽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１８

福　建 ３ ３ ３ ２ ３ ３ １７

江　西 ５ ４ ３ ３ ３ ３ ２１

山　东 ６ ５ ４ ４ ４ ５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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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践服务团
“十二五”

规划宣讲服务团

教育帮扶

服务团

科技支农

服务团

文化宣传

服务团

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团
总　计

河　南 ２ ３ ４ ５ ４ ４ ２２

湖　北 ３ ４ ４ ４ ４ ４ ２３

湖　南 ４ ３ ３ ３ ３ ４ ２０

广　东 ３ ５ ２ ２ ３ ４ １９

广　西 ３ ２ ５ ２ ２ ３ １７

海　南 ２ ２ １ ２ ２ １ １０

四　川 ４ ４ ５ ４ ３ ４ ２４

重　庆 ３ ３ ４ ３ ３ ３ １９

贵　州 ５ ３ ４ ３ ２ ２ １９

云　南 ２ ３ ５ ３ ２ ２ １７

西　藏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９

陕　西 ５ ４ ６ ４ ４ ４ ２７

甘　肃 ３ ２ ３ ３ ２ ３ １６

青　海 ２ ２ ３ ２ １ １ １１

宁　夏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２

新　疆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１５

兵　团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２３１



法 规 文 件

附件２：

２０１１年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情况统计表

学校名称

团委负责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重点团队

校　级
团队数量

参与人数

院系级

团队数量

参与人数

活动内容

实践服务团 团队数量

“十二五”规划宣讲 团队数量

教育帮扶 团队数量

文化宣传 团队数量

科技支农 团队数量

医疗卫生 团队数量

法律援助 团队数量

环保宣传 团队数量

其

他

团队数量

团队数量

团队数量

团队数量

活动特点和

工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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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关于印发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１１］４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文明办、教育局：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工作，根据 《彩票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４号）和 《彩票公益

金管理办法》（财综 ［２００７］８３号）的有关规

定，财政部、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联合制定了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

附件：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工作，根据

《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４号）和 《彩

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 ［２００７］８３号）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

是指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由财政部、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中央文明

办）和教育部安排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开展的乡村学校少年宫修缮装备、运转补助和

人员培训等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乡村学校少年宫，是

指依托乡镇中心学校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

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

志愿者进行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

展普及性校外活动的公益性活动场所。

第四条　用于项目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以下简称项目资金），安排使用应当坚持公开

透明、规范管理和专款专用原则。

第五条　由项目资金资助修缮的场所、设
施设备和公益性活动，应当在显著位置标识

“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

育彩票”字样。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与标准
第六条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如下：
（一）修缮装备：利用乡镇中心学校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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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教室进行修缮并配置设备器材，将其整

修成适合组织开展普及性校外活动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

（二）运转补助：补助已开展活动的乡村

学校少年宫日常运转经费，并培训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管理人员。

第七条　项目资金标准如下：
（一）修缮装备的标准为平均每所２０万元，

其中，修缮不高于６万元，装备不低于１４万元；
（二）运转补助的标准为平均每所每年 ５

万元。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资金使用
第八条　项目申报审批程序如下：
（一）中央文明办会同财政部和教育部制

定项目整体规划并每年向各地下达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数量指标；

（二）省级文明办会同同级财政和教育部

门制定申报办法及申报书范本，组织本地区进

行申报和评审立项工作；

（三）省级文明办会同同级财政和教育部

门审核立项后，上报中央文明办、财政部和教

育部备案；

（四）中央文明办会同财政部和教育部抽

查复核项目立项。

第九条　项目资金预算由财政部根据本办
法第七条规定的项目资金标准和各地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数量指标，按年度下达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 （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

第十条　运转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
会同同级文明办和教育部门根据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工作实绩和管理水平提出 “以奖代补”分

配意见后分配。

第十一条　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财力情
况，可以安排资金与中央财政安排的项目资金

统筹使用。

第十二条　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对项目资金
实行专项管理，并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

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三条　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时，填列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 ２２９类 “其他支出”

６０款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０４项 “用于

教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支出属于政府采购范
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项目资金支付管理，按照财政
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项目经批准立项后，原则上不
得调整。执行过程中由于特殊原因需要调整

的，应当按照原申报审批程序报批。

第十七条　省级文明办应当会同同级财政部
门和教育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项目实施办

法，报中央文明办、财政部和教育部备案。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文明办和教育

部门应当加强对项目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第十九条　省级财政部门、文明办和教育
部门，应当于每年３月底前，将上一年度项目
资金分配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报送财政部、中

央文明办和教育部。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文明办和教育
部门，应当于每年６月底前，向社会公告上一
年度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和项目执行情况。

第二十一条　省级文明办应当设立投诉电
话，接受投诉并及时处理。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截
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的，依照 《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２７号）
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中央文明

办和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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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

“四新”建设打造文明和谐藏江南

林芝，藏语意为 “太阳的莲花宝座”，位

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喜

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带，尼洋

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林芝地区于１９８６年２
月１日恢复成立，面积１１７万平方公里，边境
线长１００６５公里，辖７个县５４个乡 （镇）４８９
个行政村，人口 １８６万。居住着藏、汉、门
巴、珞巴、独龙、纳西、傈僳、怒等１０多个民
族和人，是一个典型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

族聚居区。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是

党的十六大以来，林芝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快车道，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在广大农牧区的文明村镇创建工

作中，我们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牢

牢抓住西藏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

紧紧依靠党的惠民富民政策，以奠定精神文明

创建的物质基础、巩固农牧民群众的思想基础

为重点，以建安居新房、做时代新人、树文明

新风、展家乡新貌这 “四新”为抓手，全面推

进林芝地区农牧区环境面貌和农牧民精神风貌

的改善，促进了农牧民文明素质和农牧区文明

程度的提升。

一、建安居新房：大力实施以安居工

程为突破口的新农村建设，为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

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突破口。林芝地区的安居工程建设

在全区最具特色、最有亮点、最早完成。截

至２００９年年底，林芝地区２４１２６户农牧民住
上了安居新房，受益人口１２３７万人。从拉萨
到林芝的沿途，随处可见一幢幢蓝顶的、红顶

的、黄顶的藏式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与蓝

天、白云、流水相映成趣，充满着浓郁的民族

特色和时代气息。我们紧紧抓住实施安居工程

的有利时机，把安居工程建设作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充分考虑了农牧民群众的

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始终坚持把安居工程建

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一手抓新房建设，一手抓文明创建。首先，工

程未动土，宣传先有声。我们通过形式多样、

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农牧民群众深刻

认识到自己是实施安居工程的决策主体、投资

主体和受益主体，安居工程不仅仅是为了建新

房、更不是为了树形象，而是党和政府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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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生活条件、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的具体举

措，是中央特殊关怀、内地无私援助的具体体

现，从而充分激发农牧民群众实施安居工程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引导农民群

众正确处理好 “四个关系”：主导和主体的关

系，既加强政府引导，又发挥农牧民群众的主

体作用；抓点与带面的关系，既全面推进，又

重点突破；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既注重农牧民

安居建设，更注重基本建设、文明建设；当前

与长远的关系，既立足当前、抓好落实，又着

眼长远、打牢根基。在工程建设中，我们坚持

将农牧民安居工程与小城镇建设、小康示范村

建设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与当地的生活风俗

和居住习惯结合起来，与地域特色、民族特色、

时代特色结合起来，与保护耕地、保护环境资源

和适度集中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狠抓安居工

程及配套设施建设。通过实施安居工程，基本上

实现了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让各族群众 “住上安

全适用的房，喝上干净卫生的水，走上宽敞平坦

的路，用上方便充足的电，治好折磨人的病，听

到党中央的声音”的目标，为文明村镇创建工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做时代新人：广泛开展以反对分

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教

育，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奠定坚实思想

基础

在林芝，如果说安居工程是一项实实在在

的 “民生工程”，精神文明创建就是一项真真

切切的 “民心工程”；如果说安居工程着眼的

是西藏的主要矛盾，精神文明创建着眼的就是

西藏的特殊矛盾。当前，西藏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利用宗教影响力和

各种谎言拉拢群众、蛊惑群众、煽动群众是达

赖集团惯用的伎俩。农牧民群众说，穿新鞋不

能走老路、新房子不能住旧人儿，指的是物质

生活提高了，精神上也应该有新气象。因此，

在林芝的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我们始终

把农牧民群众的思想状况作为各项文明创建工

作的第一考核指标，把政治合格、思想过硬作

为林芝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目标。在各项创建

活动中，紧紧抓住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两个重

点，紧紧围绕发展和稳定两大主题，以民主改

革５０周年、 “３·２８”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等重大庆祝活动和时间节
点为重要契机，以 “讲成就、揭老底、批谎

言”为重点内容，广泛开展 “谋跨越、奔小

康”、“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新

西藏、新发展、新成就、新生活”和 “团结稳

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等主题教育活动，让

农牧民群众充分认识达赖集团政治上的反动

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真正

明白自己生活惠在何处、惠从何来，真正懂得

是谁在造福西藏人民、是谁在祸害西藏人民，

真正懂得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

才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从而

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

稳定，在思想上筑牢反分裂斗争的长城，争做

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时代新人。

三、树文明新风：积极推动以改陋习、

破陈规为重点的民风建设，传播科学、文

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西藏脱胎于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改革实

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跨

越，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陈规陋习严重制约

着生产力的解放，迟滞了社会文明的步伐。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建文明村镇过程中，

消除封建农奴制思想残余，破除迷信愚昧、陈

规陋习和宗教消极影响的任务非常艰巨。为

此，我们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２０个字的目标要
求，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产生活方

式，推动文明村镇建设。在思想观念上，着力

消除 “等靠要”和 “守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现

象；在生活起居上，从改厕、改水、改厨、人

畜分离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起，彻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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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乱、差”现象，教育引导农牧民群众把

告别愚昧、走向文明变成自觉行动；在生产建

设中，着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引导农牧民

群众实施科学种养。特别是针对林芝地区生态

环境非常脆弱的实际，教育引导群众坚持 “生

态立村”，改变以往乱砍滥伐、过度放牧、过

度烧柴等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树

立生态环保意识，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致富之路。如今，林芝地区农牧民群众的思想

观念有了重大转变，脱贫致富奔小康愿望更加

迫切，自力更生的意识更加强烈，勤劳发家的

干劲更加充足，学习科技、发展生产的多了，

无所事事的少了，外出务工、买卖赚钱的多

了，足不出户的少了。

在文明村镇创建中，我们充分发挥藏民族

“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特长，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大力传播、积极培育社会

文明新风。截至２０１０年，地区所属７县均建成
了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１３个乡镇建成综合文
化站，１２０个村委会建成能够开展文化活动的
室内场所，７５个村设有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
文化服务点，２６个村被评为 “地区级新农村新

文化示范村”。此外，全地区４８９个行政村都有
自己的业余文艺表演队，其中经过定期和不定

期培训过的农村民俗表演队就达１８７个，极大地
丰富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

了农牧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化了以文明

村镇创建为重点的各项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了

以文 “化”人的重要作用。

四、展家乡新貌：不断深化以创特色、

创品牌为着力点的文明村镇创建，促进农

牧区经济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在文明村镇创建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从

农牧区实际出发，以三个 “双促进”为重要举

措和工作目标，努力提升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的

水平。一是以党建促创建，以创建促固基础。

为抓好文明村镇建设，我们先是开展 “三个培

养”活动，把优秀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把

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进而把他们培养成村

后备干部。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让

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指导文明村镇建设的能力。二

是以投入促创建，以创建促发展。一方面，政

府实施政策倾斜，地、县财政和援藏资金重点

向乡村经济实体、种养大户倾斜，金融部门加

大对经济实体、特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另

一方面，农牧民在参与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中逐

步树立和强化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识，

自觉更新观念、转变思想，纷纷寻找发展经济

的路子。近年来，林芝地区涌现出了改革开放

以来多个让全区农牧民群众无比羡慕的 “第一

村”。２０１０年，林芝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１４２％，位居全区第一。三是以特色促创建，
以创建促品牌。林芝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

风格多样、文化特色浓郁，我们发动群众依托

各自优势，在文明村镇创建过程中打造 “一县

一特色”、“一村一亮点”。截至２０１０年，初步
建成以特色种养殖为主的特色产业乡镇１６个、
专业村 ４８个，创建了一批 “生态文明村”、

“文明示范村”、 “小康文明村”，受益农牧民

８５万余人，占农牧区总人口的６７％。
我们通过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使

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思想观念

和精神风貌有了重大转变，党的感召力、祖国

的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广大农牧民群

众中明显增强，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在雪域高原

结出了甘美丰硕的果实。下一步，我们将努力

学习兄弟省 （市）的成功经验，鼓足干劲、开

拓创新，努力把我地区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提高到新水平。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委委员、

宣传部长　游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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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村民中心　建设精神文明

村民中心是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统一部

署建设的，重点是为村民提供全方位、便捷高

效的生产生活服务。唐山市的村民中心建设在

河北不是最早的，但发展最快，到 ２００８年年
底，基本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村民中心既为

全市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也

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

此，我们积极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建以致用，

努力用好、用足这个新的平台，大力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

一、及早介入、预设功能，使村民中

心具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的基本

条件

村民中心作为服务广大村民的综合平台，

本身就应该具有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功

能。文明办作为指导推动村民中心建设的主要

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开始就明确

提出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村民中心建设的

一项基本职能，并且具体提出了教育培训服

务、科技信息服务、生产合作服务、产品流通

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卫生保健服务、法律民

调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 “八项服务”标准。

这些服务功能涵盖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

方面。同时，要求每一个村民中心都必须建设

好 “八室一场”。“八室”即：“三农”信息室、

法律服务室、文体活动室、科技培训室、信访

服务室、健康服务室、社会保障服务室、村民

议事室；“一场”即：开放性的文化广场。

为确保村民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功能的实

现，我们把 “八室一场”等要求列为各级财政

对村民中心进行资金奖补的前置条件，并加强

了日常检查督导，使 “八室一场”得到较好落

实。全市５０００多个村民中心全部建起了 “八

室”，其中有３６５８个 （占７３１％）建有开放性
的文化广场，总面积２２８万平方米，平均每个
广场在６２０平方米以上。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较
快的村还建起了规模较大的图书室、多功能文

体室、健身房、电脑室、灯光球场等。这些硬

件设施的建设，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基

本阵地和条件。

二、精心组织、开展活动，使村民中

心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贵在有各类活动的常

态运转和支撑。工作中，我们重视利用村民中

心这个平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农民喜闻乐

见的活动，加速农村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

以及新生活方式的传播。村民中心成了村庄里

最具 “人气”的地方，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中起到了 “四个中心”的作用。

１宣传舆论中心。多数村民中心利用广
播、橱窗、召开议事会等方式，部分村还利用

互联网，建立局域网、开设论坛这一新的宣传

途径，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宣传各

地的发展形势，宣传村里的好人好事，成为党

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

２０个村，几年来在各种重大节日和重大活动排
演节目１０多个，为村民演出１００多场次。他们
编排的 《五个大嫂夸支部》等节目，以载歌载

舞、问答说唱的形式赞扬了党的富民政策和优

秀基层干部。广大村民在信息室浏览天下、在

议事室讨论村务、在大广场谈天说地，成了村

里的 “信息集散地”。

２道德教育中心。村民中心一般都设有
“道德评议窗”、村民光荣榜、星级文明农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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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牌，以此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个

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教育。特别是通

过开展文明农户、 “诚信农户”和 “好婆婆、

好媳妇”评选，对村里发生的事情组织道德评

议，树立了鲜明的道德导向。同时，开放的村

民中心作为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的平台，村民有事没事就来这里，找村

干部说说自己的想法，村民的道德水平和民主

参与能力，在 “说事室”、“信访接待室”的各

项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很多矛盾纠纷

通过这个平台得以化解。在滦南的问卷调查显

示，当家庭发生矛盾纠纷时，６６７％的人首先
想到的是去 “说事室”文明地解决问题，避免

了很多冲突的发生。

３科技培训中心。全市依托村民中心建成
村级图书室３７３８个，农家书屋２２５０所，远程
教育站点５７６６个。我们利用这些电教设备和综
合活动室，组织了 “百万农民大培训”活动。

共举办农村科技培训班３６００期次，基层巡回讲
座７８００场次，制作发放光盘２０万张、培训资
料１２０万份，每年参训农民２０万以上，提高了
农民科技素质和致富能力。唐海县五农场林港

村利用村民中心有组织地开展劳务培训，向曹

妃甸港区和冀东油田工地输送劳动力８０多人，
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 ３６％，兼业人员发展到
１１０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５０％，人均增收
４５００元。

４文体娱乐中心。全市各村民中心的文化
广场多数都联结修建了休闲公园、灯光球场和

体育健身路径，经常组织开展健康愉快、生动

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了农民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玉田县唐自头镇小燕山

口村投资２０万元完善村民中心建设，修建了
１０００平方米高标准的大型文体活动广场———燕
山广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为庆祝党的生日，
农民文艺演出队在燕山广场成功举办了 “歌颂

祖国”大合唱，观看人数达千人。今年春节，

丰润区大张刘村还利用村民中心的多功能大

厅，举办了村民自己编排的 “春晚”。村里把

这个时长四个半小时的 “春晚”刻制成光盘发

放到每户，村民自豪地说：我也上了 “春晚”。

三、齐抓共管、协调联动，使村民中

心成为广大群众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广阔舞台

建设乡风文明，农民群众是主体。要把村

民中心真正打造成农民群众人人参与、个个伸

手的精神文明建设平台，单靠村党支部、村委

会是不够的，必须广泛组织发动广大农民群

众。为此，我们注意抓了两支队伍的建设，组

织他们依托村民中心开展活动。一方面是挖掘

并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农村大量的有一技之

长的文体爱好者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领军人

物。我们利用村民中心把他们吸引过来、组织

起来，使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仅在村民中心兼职工作的文艺骨干，全市就有

３６万余名，相对固定的文艺团队就有 ３１１８
支。另一方面是建立并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

目前，我市农村建有红白事理事会３９３６个，道
德评议会４１５０个，民调会４９８０个。这些群众
组织在村民中心开展活动，对提高农民群众的

思想道德素质，对除陋习、树新风、促和谐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我们每年都由市、县两级党委宣传

部牵头，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到农村村民中心

开展各种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市县两级的农林

牧、科教文卫等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

工作人员组成宣讲团、服务队，以村民中心为

阵地，组织开展文体娱乐、宣传舆论、道德教

育、科技培训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２０１０年，丰润区有关职能部
门协调组织了农民秧歌大赛，每个村民中心都

有一至两个队参赛，持续半年时间，反响

很好。

总结利用村民中心促进乡风文明、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体会到：第

一，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善

于利用新的载体与平台。村民中心是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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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公共空间。我们通过利

用这一平台开展文明创建，打开了村民中心的

“围墙”，构建了村民平等学习、交流、参与的

公共空间，搭起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平台

新通道，拓展了工作空间、扩大了社会影响。

第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赢得农民支持，必

须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农民既是农村精

神文明的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只有从农民最

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着手多

办好事实事，才能使农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并得以持久释放，造就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唤起农民数百万、同心

干”的生动局面。第三，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运

用村民中心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把村民中心全面建成农村的宣传舆论中

心、道德教育中心、科技培训中心、文体娱乐

中心，目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

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河北省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李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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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示范村建设为引领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活动

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是国家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６４４％。２００９年 ６月以来，按照黑龙江省委、
省政府作出的实施文明村建设示范工程的战略

部署，我们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

目标，以乡风文明建设为重点，抓阵地、抓载

体、抓管理、抓共建、抓引领，大力弘扬新风

尚、打造新文化、服务新农村、培育新农民，

积极推进文明示范村建设，整体提升全市农村

文明程度和新农村建设水平。

一、抓文化阵地，完善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坚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关注民

生的长远大计来抓，以提高认识为先导，强化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树立新观

念、解决新问题、拓展新领域，努力打造具有

齐齐哈尔特色的文化惠民新模式。一是推进基

层文化阵地建设。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以乡镇

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为基础，加快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步伐，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二是推进文化队伍建设。着眼

于搞活阵地，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推荐、招聘

考试、部门把关等方式，为各村配备了文化辅

导员、文化协管员和思想文化教育志愿者，并

对文化辅导员和文化协管员的工作实行目标管

理，为文化阵地建设注入了活力。三是强化保

障措施。提供组织保障，建设服务组织，对重

点工作任务定目标、定责任、定时限，做到责

任明确，措施到位；提供资金保障，采取 “向

上请一点、政府投一点、企业帮一点、社会捐

一点”等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提供制度保

障，建立联席会议、重大文化事项督办等制

度。三方面的保障，为文化阵地正常开展活动

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抓载体建设，搭建多元化参与

平台

我们坚持把创建活动作为乡风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本着小、实、近、趣的原则，

抓好三项创评活动，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群众

在参与中受教育、提境界、扬正气。一是利

用冬闲时间强化培训，针对不同的村推出不

同的活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二是突出地

域特色，弘扬传统文化，彰显传统美德。三

是持续开展 “四进农户” （富裕、知识、新

风、娱乐进农户）活动，提高农民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组织开展了

“身边的好人”、 “文艺小明星”、 “致富带头

人”、“美德在农家”、“讲乡风文明、比科技

致富、建美好家园”、 “感动鹤城季评十件好

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还先后开展了

一系列主题创建活动。在除陋习树新风 “六

破六立”活动中，破除六种陋习，树立六项

新风；在 “文明迎春、美化家园”活动中大

力开展环境整治和文明环境建设；在 “乡约

文明三项十佳”评选活动中评出了十佳农民、

十佳农户、十佳村，展示了新农民、新文化、

新面貌；在 “新村规、新民约”创建展示活

动中，发挥了农民首创和自治精神；在 “共

沐和谐阳光，城乡家庭手牵手”活动中，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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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城乡家庭的互动渠道。

三、抓科学管理，营造良好的村风

民风

我们坚持把科学管理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

内在动力，本着农民主体、激发自觉的原则，

推进民主管理和规范管理，努力形成农民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良好氛围。一是

加强民主管理。根据村民意愿，制定了 《集体

资产管理制度》、 《生态文明村自制公约》和

《村民守则》等相关制度，定期召开村总支会、

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

民大会，村支部建立了民主决策制度和党务、

政务、财务 “三公开”制度，建立党员联系户

和党员服务区制度，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贯彻

民主程序不走样。二是完善村规民约。各村组

织村民集体讨论修订原有的 《村规民约》，全

市各村制定了 《新村规民约》１１００多例，以书
法、诗词、摄影等形式制作成展示图板悬挂在

各村委会和文化广场，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文

明村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强化民间监督。成立

了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文艺体育协

会、老年协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大力弘扬简朴

重情、养老敬老、求知重教、健康娱乐、整洁

文明、诚实守信的新风，遏制婚丧铺张、孝道

淡漠、愚昧迷信、聚众赌博、村户脏乱、见利

忘义的陋习，共创乡风文明。科学管理激发了

农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积

极参与村务管理，依法保护合法权益在文明示

范村蔚然成风。

四、抓城乡共建，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我们坚持把以城带乡、城乡共建作为乡风

文明建设的外部力量，本着互利互惠、自愿自

主、常态长效的原则，开展三项共建，努力建

立健全长效共建共赢的机制。一是开展户对户

共建。城市家庭到农村观光娱乐、投资办企，

参与种植、养殖，实施捐赠、助学、扶危济困

等，为农民到城里打工、卖菜、上学、购物、

就医、游览和学习经商技能等提供信息和帮

助；农村家庭可为城市家庭提供绿色食品 （可

有偿）和试验田、农家乐等休闲娱乐场所，让

城里儿童、学生体验农村生活，学习农业知

识，帮助城里待业人员到农村寻找创业就业机

会等，实现城乡家庭互动、互助、互学、互

乐。二是开展村企共建。企业加大对驻地村庄

的资金、产业扶持力度，帮建文化设施、改造

环境面貌、开展科技培训，村庄以土地、劳动

力等资源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开展 “千

里齐北文明线”区域联建。交通部门、文明办

和齐北公路沿线村镇共同推进区域环境文明、

秩序文明、行为文明、执法文明、服务文明、

窗口文明。文明示范村按照区域创建的总体规

划，推进村屯环境文明和秩序文明建设。共建

以来，农民乱穿公路、损坏交通设施的现象明

显减少了，交通职工依法行政的意识也增强

了，村屯和行业共建密切了双方感情，共建活

动已成为文明示范村发展的强大动力。

五、抓辐射引领，做到扎实有序推进

我们坚持把总结规律、探索模式作为乡风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着因地制宜、务求实

效、整体推进的原则，抓好三个环节，努力推

动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点线面全面提升的创

建格局。一是总结推广。我们总结了整洁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 “六三三”模式，“整洁十区”

建设模式；总结了丰林村撤村并屯建农村社区

的 “丰林模式”；总结了兴十四村 “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的村企共建模式和城市带动、
企业带动、重要交通干线带动的城乡共创模式

等，这些做法和经验，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和

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样板。二是规划引导。按照

文明示范村 “六化”指标体系和省级文明示范

村建设模式，根据各行政村的区位优势、主导

产业、人口规模、文化结构等特点，２０１０年已
完成全市乡镇总体规划９５个，村庄建设规划
７３５个，确定了１５７个市县级文明示范村。三
是整体推进。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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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和文明示范村建设 “走比看”检查，

现场打分，公开排序。１５７个市县级文明示范
村实现集群式发展，齐北、齐甘、齐嫩、齐

泰、齐昂和齐扎沿线６条文明村镇示范带基本
成型，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竞相发

展、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

文明示范村建设有力提升了乡风文明建设

水平，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弘扬新风尚上实

现新突破，在保障农民基本权益、打造新文化

上实现新突破，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服务新

农村上实现新突破，使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

务能力、农民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高。丰林村

村民自编民谣 “祖孙三代土坯房，如今一夜住

楼房；过去生火抱柴火，如今沼气来代替；过

去种地弯勾犁，如今种地大农具；过去环境脏

乱差，如今乡村城镇化；过去经常遭人贬，如

今生活有尊严”，成为重点示范村变化的生动

写照。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李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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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工程助推 “以会促创”战略

实现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实施 “以会

促创、典型示范”战略的统一部署，呼伦贝尔

市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先后承办了两次全区精神文
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和一次全区第三次新农村新

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并从２００４
年开始加大本市 “以会促创”战略推进力度，

制定了 “一会促两地”工作机制，每年选择两

个旗市区举办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

办会对全市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激发了各地申办会议、深化农村牧区精神

文明建设的热情，推动了 “草原文明带”、“文

明生态村”和 “城牧共建”、 “七网连牧户”

等一大批文明村镇创建工作项目的实施，激活

了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创建内在动力，使全市基

层农村、牧区两个文明建设跃上了新水平。在

具体工作中，我市主要通过实施 “八新”工程

建设，有力地保障了 “以会促创”战略的顺利

实施。

一、形成新机制，为 “以会促创”战

略提供组织保障

围绕办会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主要领导

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各方合力抓的领导

决策机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 “以会促创”

战略摆在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认真研究

规律和特点，确保 “以会促创”战略有抓手、

可操作、见成效。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督责任

机制，完善信息反馈、督促检查、跟踪反馈和

考核奖惩等制度，确保完成 “以会促创”战略

的目标任务，把实施 “以会促创”的过程变为

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加快发展

的过程。为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市积

极建立项目资金、招商引资、财政补贴的多元

化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对迎会重点工程的投入

力度，确保迎会各项重点工程资金足额到位、

按期完工，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每年对资

金使用的合理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

确保资金使用效果。全市第一轮 “以会促创”

推进战略，累计投入２７３亿元，完成 “迎会”

重点工程 ４２５项，完善了文化、交通、教育、
旅游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全面实施了 “绿

化、美化、亮化”工程，集中清理了 “五乱”，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二、夯实新基础，为 “以会促创”战

略提供物质保障

我市是集农区、牧区、林区、垦区和城镇

工矿区于一体的特殊地区，农牧林垦区在全市

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市现有耕地面

积２５４０万亩，占全区的２３４％；２０１０年粮食
产量达到１００１亿斤，占全区的２３２％；天然
草牧场１２６亿亩，占全区的９７％；２０１０年牲
畜存栏头数 １６１０万头只，占全区的 １４９％；
全市林地面积２０３亿亩，占全区的７５％；全
市农牧业人口９１万，加上林区、垦区从事第一
产业的人口，将近１６０万，占到全市总人口的
５９％；２０１０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１８２亿
元，列全区各盟市首位，是自治区重要的农牧

业生产基地。特殊的市情，决定了我们抓好农

村牧区工作是实现全市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

求。近年来，市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辩证有效地处理保护生态、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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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三者关系，逐步走出了一条 “有退有

进、美丽与发展双赢”的路子，赢得了全市美

丽发展、富民强市的大好形势。２０１０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９３２亿元，是２００５年３１９亿
元的２９倍；财政总收入完成１３０８亿元，是
２００５年３５７亿元的３７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完成１４８５７元，是２００５年８２２８元的１８
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完成６２９５元，高出全区
平均水平，是２００５年３２０２元的１９倍。我市提
前一年实现 “十一五”规划的奋斗目标。

三、培育新主体，为 “以会促创”战

略提供保证

广大农牧民是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

体力量，我们把提高农牧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

实施 “以会促创”战略的根本任务，贯穿于工

作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一是大力开展思想

道德教育活动。在广大农村牧区切实推进 《公

民道德实施纲要》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

育，通过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的方

式，大力倡导 “学好人、做好事”，选树了乔

玉芳、刘廷江等农村牧区道德模范典型。二是

深入开展形势政策宣讲。充分利用农村牧区黑

板报、宣传栏、村务公开栏等阵地，开展形势

教育活动，使广大农牧民了解掌握国家的大政

方针。三是积极开展富有成效的主题教育活

动。在农村牧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组织编印了以科学发展 “三字歌”、 《简明读

本》等图文并茂、形象直观、通俗易懂的学习

辅导资料１７种，让大家看得懂、用得上。开通
蒙语调频广播，翻译蒙文学习资料，有效解决

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文字语言不通的问题。

四、倡导新风尚，改变农牧民的精神

风貌

通过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我市农村牧区基本形成了科学文明、健康向上

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一是广泛普及与农牧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通过多

种宣传教育途径，用现代科学对封建迷信、伪

科学进行揭露和批判。二是大力转变农牧民的

生活方式。深入开展了以 “讲文明、树新风”

为主题的 “美丽呼伦贝尔人人爱、有你参与更

精彩”系列创建活动，从农牧民群众日常生活

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入手，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革除陈规陋习。三是加强农村牧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农村牧区的黄赌

毒、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行为，农村牧区公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攀升，我市荣获了 “全国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
荣誉称号。

五、开辟新阵地，为 “以会促创”战

略创造文化条件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农村牧区文化建

设，为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抓

手。一是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了

苏木乡镇、村嘎查文化室、图书室、活动室等

文化阵地建设。目前，全市共有基层文化站

１４９个，各类文化广场５４个，文化公园、生态
公园２２个。全市现有博物馆 ３２个，达到了
“世界博物馆城”标准。二是大力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节庆活动。组织开展达斡尔族鲁日格

勒节、鄂温克族瑟宾节、鄂伦春族篝火节、俄

罗斯族巴斯克节等民俗活动，满足了农牧民群

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以民族文化建设引领农村牧区文化事业发

展。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原生态民族风情和

原生态自然风光有机结合的独特优势，倾力打

造了五张文化名片，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群众

参与其中，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演员

绝大多数来自牧区，大型实景演出 《天骄·成

吉思汗》吸收了大批牧民群众演员，有效地传

承了悠久厚重的草原文化。

六、开展新创建，为 “以会促创”战

略增添活力

一是大力开展以文明苏木乡镇、文明村嘎

９４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查、文明农牧户为内容的 “联创”活动。阿荣

旗荣获全国文明旗县城称号，鄂温克旗伊敏河

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莫力达瓦旗尼尔基

镇、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扎兰屯市

蘑菇气镇、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东光村荣获全

国文明创建先进村镇称号。广泛开展企地、军

警民共建活动，并组织文明单位与２３个文明生
态试点村嘎查开展结对活动，提高了创建水

平。二是深入开展群众性创评活动。海拉尔区

深入开展了 “十佳”文明竞赛评选活动，开创

了文明荣誉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推荐和评选的

新模式。陈旗在农牧户中广泛开展 “新敖登牧

民”、“阿拉奔敖登”牧户评选表彰活动，实现

创建活动全面覆盖的良好效果。

七、建设新环境，解决农牧区生活环

境问题

一是深入开展环境整治大会战。从最直接

影响村容村貌、最容易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入

手，从根本上扭转 “五乱”现象。二是实施植

绿和沙地治理工程。进一步加大草原保护和建

设力度，平均每年完成草原围栏建设４８０万亩、
禁牧５００万亩、休牧４０００万亩。去年以自筹资
金为主投入１５７亿元治理沙化草原１１０万亩，
今年将再治理沙化草原１００万亩。三是实施城
乡清洁工程。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点治

理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背街小巷、公共场

所等部位的环境卫生，努力建设 “村美户洁”

的城乡环境，全市有６个乡镇荣获全国环境优
美乡镇称号，数量位居全区第一。四是积极探

索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模式。近年来，海拉尔区

创建了现代农业园区，新左旗推广了 “七个

一”生态家庭牧场，新右旗建立了 “扶贫蒙古

大营”，使农牧民生产条件、生活质量实现了

质的提高。

八、创建新载体，努力实现 “以会促

创”战略的新目标

我市区分农村与牧区不同生产生活特点，

在农村实施了 “十个一”示范村建设，在牧区

实施了 “七网连牧户”工程。两个新载体帮助

农牧民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受

到广大农牧民的赞誉，有力推进了农村牧区精

神文明建设。

“十个一”示范村建设：一是建一个好班

子。选派 “大学生村官”驻村工作，实现了全

市１４８０个大学生村官全覆盖。创新开展民营企
业家担任村经济主任工作，荣获 “全区村企结

对共建工程突出贡献奖”。二是培养一支科技

文化骨干队伍。全市现有业余文艺队伍 １３２０
支，其中阿荣旗新发乡东光村的朝鲜民族歌舞

团获 “全区十佳民间剧团”称号。组建各种行

业协会、科技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合组

织４１０家。复兴粉丝粉条协会被中国科协命名
为全国百强农技协会。三是树立一批十星级文

明典型户。在４２０００个文明户的带动下，全市
形成了人人争当文明村民、户户争做文明户的

良好风气，唱好正气歌。四是上一个致富新项

目。将 “三农”项目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项目

同步规划、同步争取、同步推进，结合各村实

际确立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全市现已形

成无公害水稻、白瓜子种植和柞蚕养殖等８０余
种特色种养殖产业，并发展了以农户为主体的

民俗旅游业。五是修一条示范村路。大力实施

“村村通”公路工程，基本实现了每个村部所

在中心屯都有一条示范村路，其中３０个村修建
了水泥路。六是建一个标准文化室。村文化室

要求设有图书阅览室、教育培训室、文体娱乐

室、影视播放室。目前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５２
个，在９０个村文化室建立万村书库和草原书屋
图书室，在 ６６个村建立了 “绿色网吧”，在

３０５个村建立远程教育网络站点，在２９１个行
政村建立农村科技信息培训网络和党员电教家

庭播放点。七是建一处文化休闲广场。在各村

建设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休闲广

场或文化大院，为广大群众提供开展文化活动

的场所。八是建一处文化长廊。利用村部、标

准院墙以宣传栏、宣传画、图版等多种形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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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村文化长廊，目前全市农村共建文化长廊

１７４处。九是建一批改水改厕示范点。全市农
村共建成集中式 （自来水）工程１９６处，受益
人数１０３万人，农村建无害化卫生厕所１０００７
个，受益人数近１６万人，改善了农村饮水用厕
条件和居住环境，提高了农民卫生健康水平。

十是资助一批困难学生。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连续
１０年举办助学募捐义演，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募集
善款４６３４万元，受益学生１１１６８人。

“七网连牧户”工程：一是科普网络连牧

户。通过开展科技宣传活动，及时把科技知

识、生态保护知识、市场信息送到牧民家里。

二是保健网络连牧户。完善牧民合作医疗保障

制度，保障资金运转顺利，实现应保尽保。三

是宣教网络连牧户。开展道德评议会、公德巡

查等活动，对牧民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

宣传教育。四是保障网络连牧户。通过 “扶贫

蒙古大营”、“牧民住房公积金”、增建 “游牧

民定居楼”等措施，保障贫困牧民的基本生

活。五是信息网络连牧户。整合信息资源，大

力发展各类适牧、惠牧、助牧信息产品，多形

式、多渠道为牧民提供有效的综合信息服务。

六是治安网络连牧户。以军警民联防为框架，

以群防群治为主体，建立 “蒙古包为哨所，牧

民为哨兵”北部边疆牧区特色的军警民联防联

控防范机制。七是文化网络连牧户。加大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图书、文艺、广播下乡活

动，丰富牧民的文化生活。 “七网连牧户”活

动覆盖１２个镇、９个苏木、１个乡，１７７个嘎
查，截至目前，我市共有４个蒙汉两种文字的
网站，６个 “牧民网吧”，４支由各级各类专家

组成的服务队，近６万牧民从中受惠。
我市精心组织实施 “以会促创”战略，大

力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展示了成果。在全市

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中，通过对各办会旗

市区的现场参观考察和大会交流等形式，全面

展示并总结推广了各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和经验。二是促进了发

展。各办会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将市场需求与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支柱产业，优化了经

济发展结构，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三是凝聚

了人心。会前，通过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动员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迎会工作中；会

中，各媒体联动，营造浓厚的会议氛围；会

后，通过对比，感受身边发生的变化，从而形

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统一了认识，凝聚了人

心。四是提升了品位。实施 “以会促创”战略

以来，全市通过 “建新市、迎盛会、抓落实、

做贡献”系列竞赛评比活动，“诚信呼伦贝尔”

和 “做文明健康呼伦贝尔人”等活动，推出了

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大批先进典型，通过发

挥示范作用，提升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水平

和质量。五是塑造了形象。各办会地以迎会为

契机，站在优化城乡发展环境、打造最适宜人

居环境的高度，全面加强城镇改造和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了城乡社会管理水平，展现了良好

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树立了我市的良好

形象。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路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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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一村一品”　发展特色文化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又称赣南，是江西

的南大门。近几年来，赣州市依托丰厚历史文

化资源，按照 “宜文则文、宜古则古、宜绿则

绿、宜红则红”的原则，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大力发展农村 “一村一品”文化，推进特

色文化新村建设，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转

变农民思想理念，树立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营

造和谐进步、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一、实践：特色文化焕发魅力

１盘点资源，确定特色文化主题。结合地
域特点、民俗风情、人文历史、资源优势、经

济发展等要素，每个村根据各自的地域文化资

源和特点提炼文化主题，确定各自的特色文化

品牌，如客家文化村、生态文化村、风水文化

村、产业文化村、旅游文化村，以及 “唢呐公

婆”、“兴国山歌”、 “客家围屋”等特色文化

新村。

２完善场所，构建特色文化乐园。按照有
特色文化活动中心、有特色文化演出场所、有特

色文化活动器材的标准，建立完善特色文化活

动场所和设施。很多地方把古祠堂、宗厅和旧礼

堂改造成特色文化活动中心或文化活动室，变

成 “农家书屋”、“文化超市”、“农村博物馆”

等，把祠堂变 “讲堂”、神台变 “讲台”。对革

命旧居旧址、历史古迹进行修缮，以雕塑、诗

文、漫画、情景剧景墙、公益广告等注入历史文

化元素，建立一大批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德育教育基地”。

３开展活动，丰富特色文化载体。经常性
组织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

活动和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农民自编自演

既弘扬传统美德又反映现代农村新貌的文艺节

目。利用节庆日和农闲时期，组织开展农民业余

文艺团 （队）展演、特色文化村展、农村民乐

展演、新农民美术书画摄影展以及农民手工艺

精品、民间绝活展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

县、乡三级因势利导，组织举办农民艺术节、农

村文博会、农歌会等文化活动，其中赣南脐橙文

化节、橙乡天使评选等成为赣州的重要文化品

牌。近几年来，全市农村共组织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８２００余场 （次），其中大型文化活动４６００余
场 （次），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４建立体系，完善特色文化活动机制。制
定 《赣州市特色文化新村建设管理办法》，连续

两年命名表彰特色文化先进６００个。建立特色文
化建设项目申报制，以村落 （社区）、行政村或

乡镇为单位，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申报特色文

化建设项目，对经过论证可行的项目，市、县两

级在经费、编制、设施等方面给予帮扶。建立特

色文化管理机制，由村 “两委”干部、文化中

心户、民间艺人、农村文化带头人等组成特色文

化管理组织，负责特色文化活动的策划管理、组

织实施和培训辅导等工作，扶持和组建特色专

业剧团、业余剧团以及其他民间文艺队伍。建立

农村文化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组建农村特色文

化人才网络和农村文化能人协会，实施 “特色

文化能人带动工程”和特色文化人才 “星火工

程”，近几年来，全市农村举办１２００余期文化骨
干培训班，培训农民１２万余人。

二、成效：特色文化提升农村乡风文明

１特色文化建设弘扬了优良传统。赣州市
农民在编演、传承、品味特色文化中接受了革命

传统教育，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利用革命老区特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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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编排了 《红井水》、 《扩红》等２０多个剧
目，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在农民群众中产生积极

反响。在特色文化的熏陶下，村民发展生产、建

设美丽新家园热情高涨，再现了苏区时期无畏

艰难困苦、向往美好新生活的火热场景。

２特色文化建设助推了农村道德新风。特色
文化建设有效融入到农村道德宣传评议、志愿服

务、“文明信用农户”创评、 “文明和谐家庭”、

“五好”创评、村庄整治等活动中，推动农村文

化与文明创建的 “对接联姻”，提升了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实效性。全市

评出 “文明信用农户”４６多万户，“文明和谐家
庭”３８万户，１６万农民成为志愿者，诚信友爱、
互帮互助、邻里和睦、和谐创业蔚然成风。

３特色文化建设繁荣了农村文化。以农村
特色文化为题材，创作出一大批既弘扬传统美

德又反映时代新风的文艺作品，涌现出采茶小

戏、山歌对唱等特色文化剧目１０００多种，孕育
了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品力

作。现代采茶戏 《快乐标兵》荣获中宣部 “五

个一”工程奖。特色文化新村与学校开展客家

文化联姻教育，全市编撰２００余种地方特色教
材，实施 “客家文化”进校园工程，开展读一

本特色书籍、上一堂特色教育课、看一台特色

节目、唱一首特色歌谣、游一次革命圣地的

“五个一”特色文化育新人活动。

４特色文化建设培育了新型农民。各类特
色文化活动的开展，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的同时，引导和激发了广大农民学文化、学知

识、学技能，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交往方式

和价值观念得到转变，呈现出 “三多三少”的

良好局面：读书用书的多了，游手好闲的少

了；勤劳致富的多了，聚众赌博的少了；相信

科学的多了，封建迷信的少了。近几年来，赣

州８０多万农民获得了初级以上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全市８０％的农民发展了一项以上农业主导
产业。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农村赌博案件发生
率分别比上年下降了１０１％、１４１％，治安案

件分别比上年下降３２％、４６％。
此外，特色文化建设紧贴农业产业，培育

发展产业文化，增强农民的产业意识，引导农

民学习应用产业知识，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截

至目前，赣州农村形成各类特色文化产业６０多
项，从事特色文化产业的农民达２０多万人。

三、启示：特色文化是农民的精神需求

从 “一村一品”的特色文化新村建设中，

我们有这么几点体会。

１农村文化建设重在抓住特色。农村特色
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就地取材、妙手加工，让

农民吃上健康可口、富有特色的精神 “营养

餐”，从而塑造新农民，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素

质。我们通过把客家文化等元素贯穿到农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实

践行动中，通过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文化，在

农民群众中倡导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

念，弘扬了 “科技致富、产业兴家、创新创

业”的新时代创业精神，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２农村文化建设重在发挥农民的主体作
用。特色文化建设要把主动权交给农民，使它

真正扎根于农家，迸发强劲的力量。我们通过

开展原汁原味、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特色文化

新村建设活动，唤醒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

体意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

民文化权益得到尊重和满足。

３农村文化建设重在建立好的机制。特色
文化建设贵在坚持，同时需要形成一套完善的

工作机制来实现 “功到自然成”的效果。我们

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形成了 “政府主导，农

民主体，社会参与，干部服务”工作机制，评

选表彰、项目申报、农民自主自愿自建等文化

发展机制，特色文化新村多元投入、部门帮建

机制，持之以恒、稳步推进，使特色文化新村

遍地开花，形成了规模和声势。

（江西省赣州市文明办主任　张祖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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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历史文化优势　搞旺中华传统节日

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

古都之一，是著名的 “书画之乡”、“戏曲之乡”、

“木版年画之乡”、“盘鼓艺术之乡”和 “菊花之

乡”。很多中国传统节日的风俗习俗，都是在北宋

时期的开封辉煌鼎盛并光大传承。近年来，开封

市围绕重要传统节日，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举办 “中国

（开封）清明文化节”、 “大宋年文化旅游节”、

“中国七夕文化论坛”，实施一批重点文化旅游项

目，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向心力、凝

聚力和软实力，为开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文化动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

一、突出民俗资源优势，打造节庆文

化活动品牌

开展节日民俗活动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

重要途径。我们充分发掘开封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深入研究不同群体的节日需求，努力打造

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节庆文化品牌。清

明文化节期间，清明民俗文化展演大放异彩，新

编排的实景剧 《开封府清明颁薪火》、《大宋·

东京梦华》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清明上河图》

虹桥场景、“清明赠柳”民俗生动再现、清明文

化大巡游，以及民俗绝活表演、清明书画绝技表

演、清明真人秀表演等，成为展示开封清明民俗

文化的经典妙笔。２０１１年 “大宋文化旅游节”

期间，以春节庙会文化为主要依托，举办了传统

祭祖大典、新年祈福仪式、宋都年俗体验、传统

戏剧展演、实景武侠剧演艺、大宋酒文化展、书

画印碑刻展、民间工艺品展、真人雕塑展等１０
大系列活动。举办民俗文化节，开展宋文化民俗

表演与大巡游、民俗花灯展、元宵节焰火晚会等

系列活动，弘扬了春节民俗文化。

二、突出节日活动的互动性，提高群

众参与度

群众广泛参与是举办好节日文化活动关

键。群众参与的广泛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开

展祭祖敬贤、缅怀先烈活动。２０１０年清明文化
节期间，２万多名干部群众前往兰考焦裕禄纪
念园拜谒焦陵、祭扫陵墓、寄托哀思，５万多
人前往市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各相关主题

景点公园分别开展祭轩辕黄帝、祭禹王、祭杨

继业、祭包拯、祭岳飞等活动。二是举办群众

广场文化活动。清明文化节期间，在全市各大

广场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演出活动达８０
多场，参与群众达３万多人次。三是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节日互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连续举行
两次清明文化大巡游，每次演员达 ５００多人，
数万名群众观看。开展清明文化赛诗会、清明

征联活动、清明踏青、清明诗歌朗诵会、清明

赠柳等系列活动，激发市民群众和外地游客的

参与热情。在清明征联活动中，３天之内国内
外应下联者就达近千人；民间自发组织的 “倾

城计划志愿者”踊跃参与大巡游活动，身着宋

装展演了风格独特的文艺节目；中国清明节节

徽、吉祥物设计作品征集活动，吸引了全国各

地１００多位专业人士参与作品设计。坚持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调动

各旅游单位、各文化单位参与节日活动的积极

性、主动性。清明上河园、龙亭公园、中国翰

园碑林、开封府、天波杨府、铁塔公园、汴京

公园等景区景点，结合自身优势，精心策划节

日项目，打造活动亮点，推出品牌项目，为中

外游客奉献了富有特色的清明文化、宋文化民

俗观赏、体验和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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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未成年人参与，强化熏陶引导

传统节日中蕴含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是

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抓好

未成年人参与就抓住了节日文化传承的未来。

我市每次举办传统节会活动，都会着力广泛动

员、积极吸引广大未成年人参与活动，进行优

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对

传统节日的认知和理解，让广大青少年更好地

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

日。同时，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设计活动载

体和活动项目，如青少年祭革命先烈、少儿武

术表演、青少年踏青春游、百万学生写清明作

文大赛、 “孝心”文化节、青少年经典宋词朗

诵会、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展、青少年春联

猜谜擂台赛等都是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做的项

目，让未成年人在参与节日活动中，体验传统

文化和节日民俗的生动魅力，切实感受到传统

节日是 “我们的节日”、青少年自己的节日。

四、突出拓展创新，保持活动的生机

和活力

为节日注入时代元素，使节日活动内涵不

断拓展、形式不断创新，是保持传统节日魅力的

有效途径。为全面、准确挖掘和表达清明节文化

的特征和内涵，使清明节的文化符号更加形象

化、生动化，我们自２０１０年４月以来，面向国
内外广泛开展了征集中国清明节节徽、吉祥物，

中国 （开封）清明文化节节徽设计作品活动，

这也是中国首次为传统民族节日征集节徽和吉

祥物。２０１１年１月，中国文联组织专家评审组
对应征作品进行了严格评审，根据作品的思想

性、艺术性、民族性，评选出了获奖作品。２０１１
年３月，举办中国清明节节徽、吉祥物，中国
（开封）清明文化节节徽征稿活动颁奖和揭幕仪

式，进一步扩大清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节日的

认同感。为挖掘传承宋代服饰文化，２０１０年５
月，启动了时尚宋韵·中国 （开封）宋服创意

设计大赛活动，大赛突出 “宋韵·时尚·实用”

主题，要求作品融合大宋文化与现代文化，兼具

宋韵典雅美、现代时尚美，满足现代人的服饰需

求和祈福心理，活动共收到海内外服装设计人

员和广大爱好者的作品２００多套，１０月举行了
大赛决赛展演会并现场评出了各类奖项。为搞

好清明文化节大巡游活动，２０１１年２月发出清
明文化节大巡游 “网络集结令”，诚挚邀请国内

外的网民、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口号新颖、别具

一格。凡报名参加成为清明文化节大巡游志愿

者，节会期间身着宋装参加大巡游活动，并可

在２０１１年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三个节
日，免费游览开封所有景区景点。

五、突出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在 “清明文化节”、 “大宋年文化旅游节”

及其他重大节会活动都精心举办新闻发布会，

邀请中央主流媒体、全国性网络媒体、省级媒

体、周边城市媒体记者对节日文化活动进行全

方位的现场采访报道。同时，组织节日文化报告

会、名家电视访谈、名家网上访谈等，加大对节

日文化的宣传阐释，让群众了解节日的起源、基

本内涵、民俗活动及文化发展传承情况。清明文

化节新闻发布会每年在北京举办，２０１０年清明
文化节期间，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报道了

活动盛况。“我们的节日·清明———中华长歌

行”（开封篇）特别节目也于开幕式当晚播出，

展示了开封盛世清明的景象，成为去年清明节

的一个报道亮点，中国文明网也开设专题对重

点活动进行了展示。新华社、光明日报等１００多
家中央、省、市级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了连续报

道，刊播新闻报道４００多篇，提升了开封的知名
度和对外影响力。２０１０年七夕节前夕，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开封市政府共同主办了 “我们

的节日———中国七夕文化论坛”，发表 《中国

七夕文化论坛 （开封）宣言》，呼吁研究七夕

文化，传播七夕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

积极营造尊重、热爱、支持、参与 “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的浓厚氛围。

（河南省开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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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指数测评为抓手

不断提高创建文明城市水平

２００８年广州市与 “全国文明城市”失之交

臂。此后，全市上下振奋精神，落选不落志，

虚心向兄弟城市求教，认真查找总结自身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高起点谋划新一轮创建工作。

２００９年伊始，全市紧紧围绕中央文明办的工作
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要求，针对全市人口

多、建成区面积广、市民意识较强的特点，创

新工作方法，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整套有效激

励、整体推进的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大大

提升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常态化水平。

一、搭好平台，以测评激发创建积

极性

在测评体系设计之初，市委领导就明确提

出：测评不仅要反映全市公共文明水平的实际

状况，更要通过测评找准创建问题并能持续改

进，促进创建工作常态开展、提升水平。为

此，我们着眼于强化激励、调动积极性，以全

国部分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基本模式，结

合自身实际特点，综合运用实地考察、问卷调

查、材料审核、基层评价等多种测评手段，精

心搭好城市文明指数测评平台，坚持每月对所

辖１０个区、２个县级市以及重点市直部门 （驻

穗单位）实施测评，极大调动了各方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的积极性。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

环节：

１让市民成为实施测评的主体。市民是创
建文明城市的主体。我们将 “市民测、市民

评”作为测评的基本形式，发挥市民在文明创

建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市民成为创建工作的评

判者，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在实

地考察环节，我们充分利用广州市志愿者队伍

相对成熟、数量较多的资源优势，组织志愿者

参与城市文明指数测评，每月抽选在校大学生

和市民文明督导员组成测评小组，独立完成实

地考察各考察点的扣分和拍照取证；在问卷调

查环节，尽量扩大入户调查的覆盖面，组织专

业调查队和市直机关干部每月走访５０００户居民
进行问卷调查，尽可能多地了解市民诉求，从

而实现城市文明 “市民测”、“市民评”的

要求。

２坚持重在整改薄弱环节。从２００９年第
一次测评开始，我们就坚持以测评通报的形式

将所有测评数据向受测单位公开，公布每个失

分点和失分原因，并通过每月点评帮助各区、

县级市以及各单位发现自身工作的薄弱环节。

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市在坚持以往做法的同时，更
进一步规定在每月测评之前必须公布当月的测

评权重明细，实现测评数据 “全透明”，进一

步促使各单位将精力全部集中在整改薄弱环节

之上。

３着力推动形成条块联动的创建格局。为
了强化条块联动的作用，从２０１０年２月开始，
我们以市直单位专项测评的方式，将区、县测

评指标涉及的１３个市直责任单位纳入测评范
畴，即部分指标在考核区县的同时也考核相关

的市直单位。２０１１年１月，进一步调整完善相
关指标，将纳入测评的市直部门增至１６个。在
专项测评中，还通过增设 “基层评价”环节，

将区县对市直部门支持辖区开展创建工作的成

效纳入测评，促进市直部门和驻穗单位更加重

视基层评议中提出的意见，并迅速整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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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互动效果。如在区、县测评中，区、县

常因废旧、破损公用电话亭问题而被扣分，却

又难以协调相关单位整改。开展专项测评后，

相关单位积极响应区、县评议意见，加强了公

用电话亭日常维护管理，受到区县的好评。

４充分发挥媒体作用。我们将测评与媒体
宣传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把每月测评结果、测

评单位排名、工作取得的进展与暴露的问题等

情况在 《广州日报》等新闻媒体的重要版面予

以公布，并在 《广州文明导报》及时报道相关

工作整改和推进情况，通过媒体推动各单位不

断整改，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展示各单位创建工

作成果，调动创建工作积极性。

二、把好导向，以测评推动创建水平

提升

测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面提高全市创建

工作水平，实现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形象

的整体提升。为此，我们结合全市工作大局，

针对每次测评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通过适时调

整测评指标及测评指标权重，强化测评导向作

用，推动全市创建工作不断取得实效。

１强化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测评导向。我
们将筹办广州亚运会与城市文明指数测评相结

合，把开展 “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促和

谐”全民行动、“争做好市民、当好东道主”、

“做文明有礼的广州人”等主题活动作为测评

的重要内容，督促、引导各单位在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方面取得实效，不断强化、凸显、

升华 “敢为人先、奋发向上、团结友爱、自强

不息”的新时期广州人精神。在亚运前期，我

们连续３个月增加规范市民出行等软环境指标
权重，引导全市将工作重心向提升城市软环境

方面倾斜，实现了测评与全市重点工作的有效

衔接。据统计，２０１０年市、区、街三级共举办
各类市民文明教育主题活动达３３００多场，参与
市民累计达６５０万人次。现在，市民在公共场
所的不文明行为呈现减少趋势，自觉遵守乘车

秩序、为老弱病残孕和抱婴者让座、耐心回答

陌生人询问等文明行为越来越普遍，并成为自

觉的习惯。

２强化提升市民满意率的测评导向。我们
以问卷调查为载体，组织市直机关干部在入户

调查的同时开展走访宣传，使问卷调查成为现

场听取民声，收集市民意见的良性互动的平

台。两年来，我市累计组织市直机关干部利用

节假日走访市民家庭 ６５万户，汇总意见
１９６１８条，督促解决市民具体诉求２２２８条。以
此为导向，各区、县级市特别是街道、社区竞

相开展走访活动，并主动从解决市民身边 “小

事”入手，实施街巷 “惠民小工程”，积极为

居民安装和更换破损飘雨棚、晾衣架，免费更

新、置换新型邮箱、信报箱，及时修补、疏通

下水道、排水设施等，将创建惠民真正落到了

实处，提高了市民对创建工作的认可度和满

意度。

３强化提升城市公共环境管理水平的测评
导向。公共环境体现城市的精神和文明形象。

广州市城区面积较广，１２个区、县级市拥有
１４００多个社区，也使得管理维护更容易出现疏
漏。测评中，我们通过增加社区、次干道等容

易被忽视的测评点的数量，采取固定点和抽查

点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城市管理既注重 “门

面”又抓好 “里子”。２０１０年６—８月，以测评
为导向，全市累计有计划清洗淤泥污染路面

２５万平方米，更新果皮箱 ２００８５个、垃圾桶
２３０１０个，整治 “六乱”近１０万宗，规范各类
市场、超市及店档１５１６４７家次。全市的公共环
境特别是公共卫生环境有了明显改观。

三、用好结果，以测评增强创建工作

后劲

创建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为不断保持

全市创建工作的推力，增强创建工作的后劲，

我市从用好测评结果入手，围绕测评建立了点

评、督办、奖惩、问责 “四位一体”的激励

体系。

１实行点评制度。围绕测评，我市每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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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召开市创建工作协调小组会议，通报点评

当月测评情况和上月测评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通过点评，让各被测评单位 “赢得清醒，

也输得明白”，对自身创建工作的优势与不足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提高了从全局高度看

待创建工作的意识。

２实行督办制度。针对每月测评中经常扣
分的动态项目，有针对性地加强日常巡查，增

强创建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水平。仅２０１０年，
市创建办就在巡查中发现并及时督促解决问题

２１００多个。建立重点督查项目管理制度，先后
将测评中暴露的 “三线” （电力、通讯、有线

电视）乱拉挂、主干道车辆乱停放、交通护栏

缺失、施工工地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列入重

点项目，提交市创建工作协调小组会议研究，

举全市之力统筹解决，取得明显整改效果。

３实行问责制度。与市纪委联合制定 《广

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实施办法》，

由纪委负责对测评发现问题整改不力的单位进

行问责。如，从化市车辆乱停放问题经连续两

个月测评仍未见改善，经市协调小组会议讨论

决定，启动问责程序，由市监察局下发监察建

议书，有效促进了从化市车辆乱停放问题得到

较好解决。

４实行奖惩制度。以市文明委名义印发
《广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奖罚办法》，由

市财政局负责对奖惩资金的划拨管理，每月根

据测评排名情况对测评成绩排前三名的区、县

级市给予奖励，对成绩排最后一名的区、县级

市进行处罚。通过奖惩， “不甘人后，比学赶

超”的创建氛围越来越浓厚。

开展城市文明指数测评，极大地推动了我

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我市测

评平均成绩从测评之初的７５００分提升到２０１０
年８月的９３８５分，升幅达２５％。２０１０年，全
市测评成绩始终稳定在９０分以上。在连续两年
的全国部分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广州市

分别取得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第５和第４的
成绩。我们将坚持这一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实

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更好地发挥抓手作

用，不断促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上新的水平、

实现新的跨越。

（广东省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冯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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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文化人中引领时代主流

在群众参与中树立道德风尚

近年以来，常州市按照以文化人的工作理

念，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

则，建设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主要形式的 “道德讲

堂”。一年多来，全市已开办各类 “道德讲堂”

５００余所，举办各种形式讲座 １００００余场，评
议推选各级各类好人３６００余人，受众超百万人
次，覆盖社区居民、农民、公务员、学生、企

业家、企业职工、新市民等各类人群。 “道德

讲堂”逐渐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提升公民文明素质的新平台，成为深化文

明城市建设，提升市民幸福指数的新切口，成

为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新支点。

一、“道德讲堂”的基本模式

按照流程仪式化、形式多样化、对象分众

化的要求，我们在推进 “道德讲堂”建设的过

程中，以 “五个一”为基本流程，积极推行

“六个我”的讲堂形式，大力推进七种类型的

讲堂建设。

１设计仪式化和规范化并重的 “五个一”

流程，增强讲堂感染力。设计了 “唱一首歌

曲，看一部短片，诵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

作一番点评”的基本模式，强化了讲堂的仪式

感。其中，“唱一首歌曲”是指每一次开讲之

前，组织学唱一首道德讲堂主题歌曲； “看一

部短片”是指围绕主题，组织群众观看一部道

德建设先进人物事迹的短片； “诵一段经典”

是指组织群众诵读一段中华传统经典语录和征

集的公民道德 “三字经”；“讲一个故事”是指

讲述一个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体现民族传统美

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典型事例；

“作一番点评”是指由群众评议身边好人故事，

讲述心中感受，品悟道德力量，升华自身

境界。

２形成群众性和灵活性兼具的 “六个我”

形式，扩大讲堂参与面。以 “我听、我看、我

讲、我议、我选、我行”为主要模式。其中，

“我听”指的是听取先进事迹宣讲；“我看”指

的是观看短片、情景剧表演等； “我讲”指的

是群众自我宣讲道德故事； “我选”指的是由

群众推荐选树先进人物。在全市开展 “道德模

范人物”评选活动，评选出３０位常州市道德
模范人物，举行隆重的表彰仪式； “我议”指

的是讨论现象、评议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道

德要求； “我行”指的是引导群众在认知、接

受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后，群起效仿，转化为

自觉行为。目前，我们在全市开展 “道德积

分”活动，树立 “好人好报”价值导向，引导

“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另外，我

们还鼓励基层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大胆创新，开

设了以广播电台为载体的 “空中道德讲堂”、

以网络为平台的 “网络道德讲堂”和 “ＱＱ道
德讲堂”、以手机为渠道的 “新市民手机报道

德讲堂”等。

３建设多层次多样化结合的 “七大类”讲

堂，增强讲堂针对性。七种类型分别为：机关

道德讲堂、企业道德讲堂、行业道德讲堂、社

区道德讲堂、村镇道德讲堂、学校道德讲堂、

新市民道德讲堂；主要对象分别为：机关公务

员、企业职工和企业家、窗口行业服务人员、

社区居民、农民、在校学生、新市民；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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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确立了市级机关工委、市经信委、市委组

织部、市民政局、市委农工办、市教育局、市

人社局做各类型讲堂的牵头责任部门。 “道德

讲堂”建设做到分类施教、责任明确。

二、推进 “道德讲堂”建设的主要

做法

从党政引导入手，规范建设模式，抓好示

范带动，健全各类制度，精心谋划 “道德讲

堂”建设的工作节奏，不重速度看质量，不重

硬件看内涵，不重规模看实效，同时积极鼓励

基层在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

提高，使 “道德讲堂”迅速在全市范围内有序

有力有效推开。

１理念先行，整体推进。召开 “办好道德

讲堂，建好文明城市”推进大会，市委书记范

燕青要求通过 “道德讲堂”这个 “小切口”，

做好文明城市这篇大文章，以公民道德素质的

大提升，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水平的大提升，实

现城市竞争力的大提升。市委十届十次全体

（扩大）会议强调：办好 “道德讲堂”要政府

引导、社会参与，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群

众欢迎；不在于要求多高，而在于群众自觉。

要通过身边人说身边事，让 “道德讲堂”成为

群众净化心灵、理顺情绪、改变生活的 “民德

堂”。

２示范带动，有序推进。要求各个辖市、
区，七个牵头部门首先建设好 “道德讲堂”示

范点。市文明委出台 《常州市 “道德讲堂”示

范点建设标准 （试行）》，以领导有力、队伍健

全、主题明确、氛围浓厚、活动丰富和成效突

出等 “六个必须”的要求为主要内容，制定百

分考评细则，量化示范点建设标准。目前，全

市建成示范点７２个，有力带动了面上工作。
３把握重点，创新推进。围绕 “谁来讲”、

“在哪儿讲”、“怎么讲”等关键问题，明确在

宣讲队伍建设上，组建三个层面的社会化宣讲

队伍，分别是：宣讲人员、先进模范、身边群

众；在讲堂布局上，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市

民学校、小巷论坛、职工学堂、新市民夜校等

阵地，另一方面综合利用网络、手机报、电

视、电台等各种现代化手段，形成 “室内室

外”、虚实结合的立体化阵地网络。

４立足长效，科学推进。市委、市政府把
“道德讲堂”纳入整体战略，列入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在制度规范

上，列入党政领导班子年终绩效考核、“团结、

廉洁、开拓”好班子考核、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考核等体系。在氛围营造上，在市各主要媒

体设立专题专栏，构建多角度、全覆盖宣传格

局。在典型选树上，深入开展道德模范人物评

选等活动，树立群众可信、可亲、可敬、可学

的身边典型。 “身边好人”刘祖明、陆立才、

严清华、徐琴秀，全国百佳志愿者朱坚等新的

先进典型不断涌现。

三、“道德讲堂”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效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道德讲堂”在全市

形成了 “点上突破、连点成片，整体联动、百

花齐放”的可喜局面，其实际成效也随着时间

的推移日渐显现。

１“道德讲堂”创新了群众参与平台，营
造了浓厚的道德氛围，引领了价值导向。通过

“群众选群众、群众评群众、群众学群众”的

办法，“道德讲堂”成功激发了群众参与公民

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唱道德歌曲、

诵道德诗篇、讲道德故事、发道德短信、上道

德课堂、行道德善举”的道德文化建设模式，

让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接受道德文化的熏陶和感

染， “讲道德，做好人”逐渐成为主流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通过一个

个细小的环节慢慢根植于人们心中。

２“道德讲堂”拓宽了群众交流渠道，理
顺了群众情绪，净化了社会风气。“道德讲堂”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一个个耳熟能

详的身边好人，传播一件件可亲可信的凡人善

举，增强了事迹的感染力说服力，更易引起群

众的情感共鸣，引发群众的行为效仿。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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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区西林村过去因拆迁问题，上访事件屡有发

生，村民怨气较重。自从 “道德讲堂”开办以

来，在身边道德人物事迹的感染下，这些现象

得到了明显改观。该村党总支书记姜建元说：

“现在上访的基本没了，相亲相爱、和美幸福

的家庭多了；彼此守望、和睦互助的邻里多

了；倡导新风、促进和谐的人多了。”

３“道德讲堂”带动群众践行道德，提升
了市民文明素质，优化了城市形象。通过 “道

德讲堂”讲述道德故事，放大了榜样力量，引

导群众践行道德规范，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达

到 “积小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２０１０年
８月以来，市长带领６万余名机关干部、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志愿

劝导文明交通。１０月，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闭幕式现场，即便是大雨倾盆，四万余名观众

文明有序，充分展示了常州市民的良好风貌。

四、建设 “道德讲堂”的启示与思考

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和探索，我们有以下

几点体会：

１道德教育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才能拥有
生命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三贴近”原则是宣传思想工作长盛不衰的法

宝。“道德讲堂”建设正是这一法宝在新时期

新形势下灵活运用，并收获实效的现实案例。

建设 “道德讲堂”紧紧扣住了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全市

干部群众创优争先这个最大的实际，让群众选

群众、群众评群众、群众学群众，春风化雨般

提升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

关系，形成风清气正、崇德尚善的良好社会氛

围，不断提升文明城市建设实效，打牢构建和

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２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知行合一，才能发挥
引导力。“道德讲堂”就是通过宣传一个个来

自群众的先进人物，传播一件件细微处见精

神、平凡处显伟大的优秀事迹，把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形象化、具体化，使其更加

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引导他们从现在做

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积小善为大

善，积小德为大德”，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

践行者。

３道德教育必须坚持久久为功，才能增强
带动力。“道德讲堂”充分考虑人们道德状况

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按照不同类型人群的不同

情况，设置了７种不同类型的 “讲堂”；根据

主要针对对象，为每一种类型的 “讲堂”设置

了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在内容安排上，围绕

“四德”，分别以 “善、诚、孝、强”四个字为

核心；在 “讲堂”形式上不拘一格、灵活丰

富，充分体现了分类指导、分层施教、循序渐

进的原则。

４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群众为主，才能激发
创造力。“道德讲堂”就是首先确立群众的主

体地位，按照 “群众参与、群众推动、群众受

益”的工作思路，激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让群众承担起发起者、推动者、参与者和

受益者的角色，创设一个群众易于参与、乐于

参与的新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投身

到道德实践中来，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正确判断

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规范自身行为、提

升文明素质。

（江苏省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张火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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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富而好礼　富而好学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温州人民大力发扬自
强不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 “温州人

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温州模式”。随着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富裕，如何让富裕起来的

温州人 “富而思进、富而好礼、富而好学”，

进一步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城市文化品位？近

年来，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围绕 “富而思进”，在民营企业

开展 “负责任地做产品”主题活动

企业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相辅相成、辩证

统一，加强民营企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做大做强

的内在要求和有效保障。温州的民营企业数量

占全市的９９５％，工业产值占９５４％，税收占
８５７％，外贸出口占９５％，民营企业就业人数
占９４４％。民营企业是温州市公民道德建设不
容忽视而又十分紧迫的重要领域。为此，我们

紧紧围绕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在

民营企业中组织开展了 “负责任地做产品”活

动，引导民营企业在加快企业自身发展的过程

中，把经商与做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修炼好

“内功”，促进企业树形象、创品牌，不断做大

做强。

１搭好 “大讲台”，激发企业道德意识。

在全国 “９·２０”公民道德宣传日的基础上，
将每年的 ８月 ８日确定为温州市 “诚信日”，

组织开展一系列诚信宣教活动。定期举办 “信

用温州 财富天下”、“温州民企企业文化建设”

等论坛，引导企业重信守诺，提升企业从业人

员的诚信意识。２００９年，成功创办了全国首个
常设性民营企业思想道德教育大讲坛，围绕增

强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员工思想

道德素质，聘请国内名师和资深专家定期举办

讲座，受到民营企业家普遍欢迎。对此，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

云山专门作出重要批示，给予充分肯定。

２搭好 “竞赛台”，营造企业讲道德氛围。

以非公企业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将企业

信贷信用、促进行业自律、倡导诚信经营、打

造服务品牌等纳入非公企业文明单位创建测评

体系并进行量化考核，把产品质量、信贷信

用、企业家和员工道德自律等，列为 “一票否

决”条件，两年一次对企业进行考核排名。注

重动态管理，对创建滑坡的视情节轻重要求限

期整改或撤销荣誉，打破文明单位终身制。与

此同时，将非公企业文明单位创建与全市 “活

力和谐”企业评选相挂钩，获得 “活力和谐企

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并享受企
业技改、资金信贷、能源利用、规划用地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通过这些举措，在企业内部和

企业之间形成讲诚信、比诚信、创文明的浓厚

氛围。目前，全市民营企业文明单位 ４２２个，
其中市级以上文明单位９２个，占文明单位总数
的１６８％。广大非公企业通过积极开展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大大提升了企业形象和产品质

量。去年，全国文明单位正泰集团、省级文明

单位康奈集团分别获得了首届浙江政府质量奖

（全省仅５个企业获奖）。
３搭好 “控制台”，促进企业道德自律。

坚持教育和管理并重，加大对行业道德建设的

考核和管理力度。信用是企业道德自律的基

石，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市投入８０余
万元，建立企业信用信息交换系统，已有工

商、税务等１９家单位参加信息交换共享。该平
台汇集全市 １０万多家企业、２００万条信用信
息，向商业银行开放数据查询权限，促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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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信息的运用。在全省率先建立数据上报质

量监测制度，通过违规告知提高企业信贷信息

质量，并将６万户企业贷款的信用信息纳入央
行企业征信系统。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开展诚

信体系建设试点，建立行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数

据库，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征信系统进行数

据交换共享，推进相关行业对全员企业开展信

用评价，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行业诚信水平。

此外，加强信用惩戒和褒扬机制建设，开展创

建信用企业先进单位评选，截至目前评选表彰

获奖企业 ２２７个；通过法规约束、专业监管、
市场惩戒、媒体传播等形式，对严重失信企业

坚决给予公开曝光、银行授信限制等处罚，增

加企业失信成本，提高企业诚信生产、诚信经

营的自觉性。

４搭好 “大舞台”，提升新温州人道德素

养。３００多万新温州人是温州企业生产和经营
的主力军，新温州人的道德素质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和决定了企业的道德素质。为此，一方面

依托职工学校、市民学校、新市民教育课堂和

举办 “农民才艺大比武”等活动平台，从职业

技能、诚信意识、文明行为等方面加强对新温

州人的教育培训，提升新温州人文明素质。另

一方面，从关爱新温州人出发，坚持开展 “情

暖温州、共创和谐、共享文明”系列活动，每

年评选表彰 “百佳新温州人”，举办 “新温州

人文化艺术节”和新温州人创业论坛，增强新

温州人融入温州、创业创新的热情和归属感。

温州还被评为全国农民工最喜爱的城市。

通过开展 “负责任地做产品”主题活动，有

力推动了温州民营企业创品牌、讲诚信、重质量。

温州被中国品牌研究院评为中国十大品牌之都，

被中国诚信建设组委会列为 “中国５０家投资环境
诚信安全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贷资产质量评

定，温州信贷质量居全国第一位。

二、围绕 “富而好礼”，在全社会开

展 “做富而好礼温州人”主题活动

温州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有着创业成

事、事功善德的文化传统。通过艰苦创业，率

先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有着更加强烈的被认

可、被尊重的精神追求，这既使温州公民道德

建设面临考验，也给温州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

利契机。近年来，温州公民道德建设重点做好

顺势而为、借力发力、借船出海的文章，围绕

开展 “做富而好礼温州人”主题活动，积极引

导市民向好、向上、向善。

１重引领，倡导弘扬 “善行天下”。大力

开展 “爱心温州”建设，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

为引领，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先后组织开展

“弘扬孝敬文化　推进道德建设”等各种类型
的主题活动，引导富裕起来的温州人弘扬知恩

图报、扶危济困等优良传统，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回馈社会。近年来，全市通过慈善机构累

计捐款１１２８亿，慈善救助群众１３９３万人次。
注重发挥市文明委组织协调和文明委成员单位

的职能作用，统筹 ２００多万在外温州人、１９０
多家温州商会等资源，把慈善事业从家乡拓展

惠及全国各地。去年温州社会各界捐款１３００多
万元实施 “明眸工程”，使贵州毕节、云南昭

通、青海玉树、四川广元等地的６００多名白内
障和角膜盲患者复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对该工程表示赞赏，

亲自为 “明眸工程”题字。组织开展了 “世界

温州人微笑联盟”活动，累计捐款３００多万元
帮助温州本地及外省市５２８多名唇腭裂患儿实
施手术６３４例，使他们重新绽放微笑。２００８年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州社会各界迅速行动，累

计向灾区捐款３３个亿。通过这些活动，温州
人实现了从 “商行天下”到 “善行天下”的

转变。

２树典型，倡导弘扬 “见贤思齐”。开展

“道德模范”、“十大爱心人物”、“感动温州十

大人物”等评选，评树李学生等道德典型１５０
多人。组织道德模范网上行、道德模范基层巡

讲，把道德模范搬上银幕，加大对先进典型的

宣传力度。突出倡导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出

台了 《温州市见义勇为保障与奖励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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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医疗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买

单，对见义勇为者的各种保障不但贯穿其一

生，还惠及其家属。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使全

市上下见义勇为蔚然成风，温州这座城市的正

义感越来越盛。

３强实践，倡导弘扬 “志愿服务”。围绕

志愿服务精神，在全社会各个领域蓬勃开展各

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诸如温州市志

愿者艺术团、志愿讲师团、“绿眼睛”环保团、

“五老护苗”志愿者服务队、城管执法志愿者

及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的 “温馨团体”等等有

特色的志愿服务组织２５００多支，注册志愿者
２５万，志愿者服务站３３５个，志愿者服务基地
５１０个。开通 “温州志愿者”网站，为志愿者

服务组织提供了一个多级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可以在网上进行项目发布、人员调配管理、服

务评价与激励等功能操作，实现项目、资金、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 “四位一体”的对接。

专门成立温州志愿服务基金会，用于志愿者基

本保障和特殊救助、志愿项目孵化等。去年，

根据中央文明办的部署，我们正式启动了关爱

空巢老人文明志愿服务行动，成立关爱空巢老

人文明志愿服务总队和８支专业队伍，为全市
１４５万名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顾、家政服务、
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

老的良好风尚。

４除陋习，促进文明礼仪行为养成。围绕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细节，坚持在主题

实践和评议陋习中促进文明礼仪的养成。连续

５年开展 “文明出行”宣教活动，并于２００７年
在全国率先推出斑马线文明礼让手势，引起了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高度关注。突出

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 除陋习”活动。组建了

一支由５８人组成的文明创建社会监督员队伍和
千人市民监督团，开通了９６１５０文明创建监督
热线，广泛发动媒体对不文明行为和陋习进行

曝光，特别是发动网民开展 “市委书记、市长

该哪里看看”和 “寻找城市乱点”等活动。仅

去年，受理群众热线电话９５７２件，来信、来访

５８６件 （人）次，累计参与的市民、网民达

１２０多万人次，解决落实事项７６５９件，使群众
在监督和整改中提升 “讲文明、树新风”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

三、围绕 “富而好学”，着力打造

“书香温州”

面对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城市和

国际间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温州和温州人

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是温州精神文明建设必

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市围绕打造

“书香温州”，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创建，在全

社会大兴学习之风。

１诵经典，提升创业修养。把中华古诗文
经典诵读工程作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载体。

温州在温籍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倡导影响下，开

展经典诵读活动具有良好的传统。早在２００１年
在温州部分地区就成立了由党委政府部门指导

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组织，将经典诵读工程

纳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规划和市民文明素质提

升工程。仅所属乐清市目前就有２００多所中小
学和幼儿园的３０多万名少年儿童参与诗歌诵读
工程，辐射到家长、社会各界人士约１００万人。
与此同时，将经典诵读纳入学校校本课程体

系，在中小学开设经典诵读课，编写传统经典

乡土教材，去年所属瑞安市就将地方名人故事

融入国学经典 《弟子规》，编写了 《弟子规·

瑞安地方读本》，在全市１０万小学生中进行广
泛诵读。温州市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曾入

选中国文明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

例，并在香港举行的首届 “全球中华文化经典

诵读大会”中获得三项大奖，其中 《中庸》获

得最高奖项 “孔子奖”。

２强阵地，提升创业理念。以学习阵地建
设为依托，通过全民读书活动、专业论坛、理

论宣讲等活动载体，引导市民群众深入学习国

情形势、国家政策法规，及时更新知识结构，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目前，在企业建成市

级以上 “职工书屋”８０家，在基层实现每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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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立一个 “求知超市”、每个村建立一个

“农家书屋”；开设文明市民学校、“百姓大讲

坛”、市民文明大讲堂、“籀园讲坛”、“大榕树

讲坛”、 “温州学人大讲堂”等十多个互动平

台，开通了 “温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网”、“温州

市党员教育网”，去年通过这些阵地组织开展

“新春新书市”、 “书香四月———全民学习月”

活动、“百场演出 千场电影 万册图书”下乡、

“网络互动读世博”、温州读书节、万场巡讲等

学习教育活动 ６０余项，举办各类培训活动
３５００多场 （次）、宣讲１３５００场 （次），受教育

１８５万多人次。
３重激励，提升创业本领。按照 “全省领

先，全国一流”的要求，将 “学习服务发展、

学习提升素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升

创业本领纳入学习型社会创建考核体系，引导

市民牢固树立 “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本

领”的理念。为此，分别开展了学习型机关、

企业、家庭、社区、村镇等创建活动，组织

“百名创新型公务员”、 “百名知识型温商”、

“百名文明之星”、“百名创业致富之星”、“百

名学习之星”等评选，促进市民在广泛参与学

习中提升自身素质。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刚刚获
得第十届 “中华技能大奖”的温州市建筑工程

公司员工贺刚就是其中突出代表，通过学习从

一名普通钢筋工成为建筑行业技术精英，先后

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技术状元”等荣誉称号。

总之，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思想道德要求融入温州区

域文化，在教育学习中强素质，在实践体验中

促养成，在完善机制中显长效，传承和弘扬温

州文明，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实践创新，切实做

到虚事实做、虚功实效，努力使富而思进、富

而好礼、富而好学的文明风尚成为温州城市金

名片，成为每位温州人的自觉追求。

（浙江省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方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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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阅读节　倡导新风尚

苏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古以

来就崇文重教，人文荟萃。苏州人素有爱买

书、爱读书、爱藏书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

苏州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为了促进苏州更好更快发展，苏州市委、

市政府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塑造城市精

神、促进城市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把办好

“苏州阅读节”作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实事工程，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从２００６年
开始，苏州阅读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５届，
形式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群众参与面和

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坚持政府主导，加强全民阅读活

动的组织领导

苏州阅读节工作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从２００６年起， “苏州阅读节”每年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全市重点工作。市里成立

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组成的苏州阅读节组委会，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完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在推进

全民阅读中的主导作用，成立了由市文明办和

市文广新局有关人员组成的阅读节组委会办公

室，承担阅读节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所辖１２
个市 （县）、区全部成立了阅读节活动协调机

构，各重点行业和部门设立了阅读节活动指导

委员会，形成了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

网络。二是加强宣传策划。从举办首届 “苏州

阅读节”之始，我们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了 “苏

州阅读节”标识。“苏州阅读节”标识被广泛用

于阅读节宣传海报、宣传片以及各类活动的全

过程。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确定 “苏州阅读节”

的一以贯之的主题：“阅读让苏州更美丽”。每

届阅读节，组委会围绕 “阅读让苏州更美丽”

主题专门制订宣传工作方案，通过广播电视、公

益广告、宣传海报等形式组织有效的宣传发动，

营造阅读氛围。苏州阅读节已经成为苏州老百

姓家喻户晓的文化活动品牌。三是强化激励引

导。全市设立了每年近百万元的阅读节专项引

导资金，用于阅读节的组织工作及活动项目的

奖励与引导，每年带动社会各方面开展阅读节

活动的资金投入达千万元。每年组委会通过社

会广泛征集、单位主动申报等方法，制订阅读节

活动方案，集聚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创意和智慧，

博采众长。为扩大阅读节活动的社会参与面和

影响力，我们坚持集中展示和日常开展活动相

结合，使阅读节的各类活动持续８个月，专门设
立了阅读节 “优秀组织奖”和 “优秀活动奖”，

调动各单位组织、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每年组织

开展 “十佳”书香社区、书香校园、十佳藏书

家、优秀地方文化读物等系列评选活动，在全社

会营造浓浓的书香氛围。

二、突出群众参与，广泛开展形式多

样的主题阅读活动

着眼时代性、群众性、广泛性，注重不断

创新，精心设计和开展系列主题阅读活动，形成

一批具有苏州特色、深受群众喜爱的活动项目。

一是集中开设市民大讲堂。每年阅读节期间，市

和各市 （县）、区在各级各类图书馆举办数百场

“市民大讲堂”，每周组织全市时事、人文、历

史、科技、健康等方面专家免费为市民开设公益

讲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预告

讲座内容，吸引市民参与。邀请于丹、王立群等

一大批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举办专题报告会，

激发市民的求知热情。每月面向机关干部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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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式讲座”，结合工作实际，共同探讨苏州

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连

续五届在全市中小学校中广泛开展 “中华诵”

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我们的节日”主题诵读、

“书写经典”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吸引了近百万

未成年人参与。连续多年在苏州和台北分别举

行 “两岸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推

动了两岸经典诵读文化的交流。通过召开经典

诵读现场会，评选认定诵读基地等形式，推动形

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诵读特色学校，

国家语委以 《培育基地，引领诵读》为题向全

国推广苏州经验。在部队、医院、机关等各行各

业广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推动经典诵读从校

园向社会覆盖和延伸，在全市形成诵读经典的

热潮。三是积极推进图书漂流活动。在全市学

校、图书馆、社区建立近千个图书漂流点，开展

图书漂流活动，由各界读者推荐好书，并附感

言、感想、心得和体会，在众多读者中的 “接

力漂流”，为市民搭建了一个交流思想、传播友

情的平台。目前，图书漂流点正在向休闲广场、

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拓展，市民参与热情越来

越高。四是广泛开展 “晒书会”活动。每届苏

州阅读节都要选择一些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街

区开展市民 “晒书会”活动，充分挖掘和利用

民间藏书资源，利用苏州历史上广受读书人喜

爱的形式，为市民藏书展示、图书交换及书友交

流搭建了平台，吸引众多社会团体和市民群众

参与，现在，各种不同规模的 “晒书会”，经常

在社区、学校、企业、公共图书馆举办，每年的

“晒书会”已经成为书友们展示交流书籍的盛

会。经过多年努力，苏州阅读节活动从首届５０
项发展到第五届的１２２０项，活动项目不断增加，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不断创新。５年
来，共举办各项活动２８００余项，共有１３００多万
人次参与其中。

三、强化 “四个结合”，营造全民阅

读的浓厚社会氛围

我们坚持把 “苏州阅读节”活动与各部门

开展的有关工作相结合，整合各方面力量，丰

富阅读节内涵，形成推进全民阅读的合力。一

是将办好 “苏州阅读节”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相结合。依托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党员阅

读、交流、研讨活动，号召全市党员干部争做

学习型干部。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加

强阅读学习，有效促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和干部

素质的提高。市公安系统每年都举办 “公安阅

读节”，组织开展警营文化大讲堂、“阅读，让

警营更和谐”主题演讲比赛，市检察院系统推

出 “读精品书、做精品人、办精品案”主题阅

读活动，市检验检疫系统开展 “书香国检，好

书课堂”活动等。二是将办好 “苏州阅读节”

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结合。发挥各级图

书馆在引领和服务阅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市

图书馆在全市社区、乡镇新建 ２１个图书馆分
馆，实现资源共享，形成 “名家大讲堂”、“雏

鹰管理员”、“故事姐姐讲故事”、“家长沙龙”

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阅读活动品牌。打造 “未成

年人流动图书大篷车”，５年来共借出图书２５
万余册次，服务未成年人读者近３９万人次。三
是将办好 “苏州阅读节”与社区建设相结合。

以评选书香社区为抓手，大力推进社区阅读活

动，全市所有的社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图书

室、阅览室，引导更多的社区居民关注、关心

和参与阅读。积极鼓励办好社区市民学校、社

区党校、家长学校、社区老年大学、未成年人

活动中心等，为开展全民阅读提供良好的物质

条件。四是将办好 “苏州阅读节”与建设 “职

工读书站”、“农家书屋”等工作相结合。在全

市广泛开展 “职工读书站”建设活动。近年

来，全市各地 “职工读书站”建设投入资金达

千余万元，惠及职工 １２０多万人。积极推进
“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读书站”建设。以农家

书屋建设为载体，引导农民积极参与阅读，全

市在２００９年就实现了农家书屋在１１０７个行政
村全覆盖的目标。

“苏州阅读节”已经成为了 “群众的节日、

阅读的盛会”。２００９年苏州市委市政府被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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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 “全民阅读活动先

进单位”称号。２０１０年，中央电视台以 “书香

城市”为专题对苏州进行了重点宣传。目前，

以 “苏州阅读节”为引领的全民阅读活动正在

愈来愈广泛地开展。我们将继续认真按照中央

文明办领导的批示精神，努力办好 “苏州阅读

节”，大兴全民阅读之风，不断推动市民文明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

（江苏省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缪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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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艰苦创业精神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克拉玛依市地处准新疆噶尔盆地西北缘，

距离祖国首都北京４０００公里。这里风沙大，降
水少，年降水量１０５７毫米，蒸发量３５４２２毫
米，平均大风日数７１３天，是典型的干旱沙漠
化气候。２００２年，克拉玛依市首次荣获全国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荣誉称号，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又连续两届保持这一荣誉。纵观克拉玛
依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历程，最主要的一条就

是我们秉承了老一辈石油人顽强拼搏、自强不

息的艰苦创业精神，用艰苦创业精神推动文明

城市创建。

一、艰苦创业精神是克拉玛依立业之

本，创业之魂

在克拉玛依，艰苦创业精神主要包括：

“打争气井、出争气油、为国争气”的爱国精

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拼搏精神； “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

死心”的奉献精神。

５０多年前，由８个民族３６人共同组成的
青年钻井队，响应祖国的召唤，在这片亘古荒

原上以 “天当被，地当床”的大无畏精神，克

服重重困难，打出第一口油井，宣告了新中国

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克拉玛依油田就是在新

中国刚刚成立之初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支撑着

共和国工业的发展。展示了克拉玛依人艰苦创

业，顽强拼搏的精神。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面对国家经济困难
和西方势力封锁，克拉玛依人为缓解国家缺油

困难，坚持 “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坚定

信念，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始终坚守在找

油、生产原油的第一线，以苦为乐，以苦为

荣，勤勤恳恳建设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

拉玛依人用艰苦创业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改革开放后，克拉玛依人豪迈地喊出 “新

疆要致富，石油要先上；新疆要大富，石油要

大上”的口号，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使新疆

油田原油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陆上油田第四

位。特别是 ９０年代以来，克拉玛依人迸发出
“第二次创业”的豪情，相继创建了彩南、石

西两个百万吨级现代化整装沙漠油田，并从遥

远的额尔齐斯河引来滔滔清流，造福于子孙后

代。克拉玛依人用勤劳的双手，加快发展新中

国第一个大油田，为固边兴边、建设新疆作出

巨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深化改革管理，持

续科技创新，建成了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大

油田。克拉玛依人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

不息，赋予艰苦创业新的内涵。克拉玛依的历

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克拉玛依的创

建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追求卓越的历史。

二、艰苦创业精神是克拉玛依创建文

明城市的力量所在，动力之源

早在１９９６年，克拉玛依市就明确提出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奋斗目标，并配套出台了

《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总体方案》和年度实

施意见，创造性地提出精神文明建设 “六大工

程”，拉开了大规模创建文明城市的序幕。１５
年来，克拉玛依人继承和发扬前辈们艰苦创业

的精神，奉献能源、劈山引水、铺绿美城、励

志育人，坚定不移地朝着全国文明城市目标

迈进。

１用艰苦创业精神奉献能源，夯实发展之
基。作为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

依人始终把加快石油工业发展、支持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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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为神圣职责。建市

初期，人民生活异常艰辛，市里只有少量的平

房，大多数石油人只能在茫茫的戈壁碱滩上搭

帐篷、挖地窝栖身，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几

十公里以外拉来，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定额的

水。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艰苦并没有吓倒克拉

玛依人，他们始终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以 “我为祖

国献石油”的坚定信念，转战天山南北，奋战

沙漠戈壁，冬战严寒，夏斗酷暑，在困境中求

生存、谋发展，使原油产量连续 ２８年稳步增
长。相继开发建设了以克拉玛依油田为主的百

口泉、夏子街、火烧山、沙南、彩南、石西、

陆梁、莫索湾、石南等２９个油气田，已累计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２０多亿吨、累计为国家输送原
油近２８亿吨，年产原油跃上千万吨，成为祖
国西部最重要的石油石化工业基地。

在石油工业的强力带动下，克拉玛依城市

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以来，
克拉玛依人一边艰苦奋斗抓生产，一边满腔热

情搞建设，开始描绘克拉玛依这座年轻城市的

美丽蓝图，吹响了 “第二次创业”的集结号。

全市以 “依托老区，重点发展新区”为创建理

念，层层动员，全民参与，旧城改造和新区建

设同步推进，开发与绿化并举，把一座坐落在

戈壁荒漠、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的工矿区，打造

成环境质量优良、生态良性循环、城市优美洁

净、基础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被誉为祖国

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

２用艰苦创业精神劈山引水，打造宜居之
城。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因水而

美。然而水曾经是制约克拉玛依发展的主要瓶

颈，也是我们创建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全市靠骆驼拉水来解决油田生产
生活用水；６０年代，克拉玛依人靠镐头建成了
７５公里长的百—克水渠，暂时缓解了生产生活
用水困难；７０年代，我们又以人拉肩扛为主，
修建了白杨河水库和白—克明渠、调节水库、

黄羊泉水库。但是生活生产用水依然频频告

急，家家户户只得定量供水，全市不得不 “以

水定绿”、 “以水定产”，城市绿化率还不到

１０％。没有水，全市几十万人的生活生产就举
步维艰，没有水，城市就无从发展、文明只是

一句空洞的口号。为了彻底解决水资源的瓶颈

制约，１９９７年，克拉玛依市委在财力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痛下决心，号召全市各个单位，以

“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大会战，从４６０公里
以外的额尔齐斯河劈山引水。全市历时４年，
共发动８７支队伍３万多人，昼夜轮番作业。许
多人别妻离子，一身泥土，在工地摸爬滚打４
年，直至把遥远的清流化作枕边的清脆的涛

声，终于建成了每年可以为克拉玛依输送４亿
立方米水资源的国家大Ⅱ型水利工程，从根本
上解决克拉玛依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有人曾经计算过，如果把整个引水工程的

土方量铸成宽、高各一米的墙，可以绕地球赤

道一圈半，而这些巨大的工程量，大多数是靠

全市各个单位义务劳动和大会战方式完成的，

克拉玛依人曾豪迈地说 “古有愚公移走山，今

有英雄牵来河”。

清清河水给克拉玛依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赖

以生存的水资源，也给全市带来了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２０００年开始，克拉玛依人又在勾画
着一个美丽的蓝图：培育１０万亩碳汇林，用于
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打造宜居城市。随

即，数以万计的石油人再次以艰苦创业的大无

畏精神挺进茫茫戈壁，挥锨培土，鏖战数年，

浇灌出１０万亩绿色长廊。２００５年，原国家副
主席曾庆红在克拉玛依碳汇林视察时，见眼前

溪流淙淙，满目苍翠，便欣然挥毫：万顷白杨

木，荒漠变绿洲，吾辈千般苦，为解万代忧。

３用艰苦创业精神铺绿美城，创建绿色家
园。２０００年，引水工程竣工通水，克拉玛依的
城市绿化全面驶入快车道。全市 “以水为源，

以绿为体，以文为魂”，全面建设以环境绿化

为主线，以道路绿化为骨架，以公园、游园、

居民区、单位庭院绿化为重点，点、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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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相结合，乔、灌、花、草巧搭配，绿量充

分、布局合理、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系统，形

成了 “一路一景、一街一树”的城市道路

风貌。

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活环境，克拉玛依市大

力实施荒漠植被保护、天然林封育、湿地保护

工程和绿化工程。短短几年时间，将地处准噶

尔盆地腹地的彩南油田、石西油田、陆梁油田

等沙漠油田打造成沙漠绿洲，成为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的绿化先进单位，职工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原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王延

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动辞去领导职务专心
搞绿化。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拖着病体到处找

石料，回河北老家探亲没待几天就买了一堆树

苗坐火车亲自抱回来，每月的劳务费也都用来

买了树苗。他的义务植树精神感动、带动了全

民大规模义务植树的热潮，城市绿化率每年以

３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２０１０年，已经跃升
到３９％。

克拉玛依市以石油为主的工业城市，但是

石油人不忘回报社会。２００７年，全市发起 “创

建绿色油气田”活动的总动员，提出要将 “油

气田地貌恢复到自然状态”的目标，大力开展

落地油污染治理活动。全市 “人自为战，站自

为战，队自为战，厂自为战”，两年时间，共

动员２４万余人 （次）参加义务劳动，恢复油

田地貌 ４０００余万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
全市各项环保指标始终保持在良好以上。

４用艰苦创业精神励志育人，建设文明之
城。克拉玛依油田地处西域边陲，职工来自五

湖四海，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克

拉玛依文化。浓郁的石油文化、西域民族文化

是克拉玛依文化的鲜明特色，艰苦创业、追求

卓越是克拉玛依文化的精髓。即使是在物质生

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建市初期，勤劳的石油职工

也不断地追求着昂扬向上的文化生活，一支

《克拉玛依之歌》名扬四海，吸引着祖国四面

八方儿女献身石油。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

善，各种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但克拉玛依

人始终坚持不懈地将艰苦创业教育、光荣传统

教育融于各种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融于学生

课堂、职工教育和市民教育，使艰苦创业的精

神扎根于克拉玛依人的心灵深处，融入克拉玛

依人的血液。还组织大批文学艺术人才，撰写

反映克拉玛依艰苦创业的影视作品、本土教

材、文学剧本，陶冶着新一代克拉玛依人。为

培育和传承艰苦创业精神，营造健康向上的人

文环境，创造性地制定了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总

体方案，运用工程学的方法解决精神文明建设

问题，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通过逐年积

累，较好地解决了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一些难点

问题，推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使城

市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相互

促进、相互提高，逐步形成了 “爱国奉献、艰

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

克拉玛依精神。

三、艰苦创业精神使克拉玛依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蒸蒸日上、硕果累累

１９９６年以来，克拉玛依人以建设富裕、和
谐、秀美的文明城市为目标，顽强拼搏、自强

不息，通过１５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打造了一座
水碧、天蓝、草绿，炼塔井架与高楼大厦相得

益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石油城市，

过去那种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矿区

型城市，早已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记忆。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更加殷实，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２０１０年，克拉玛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１７，２９５元，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０４％，人均
居住面积达到 ３６平方米以上。用于教育、旅
游、体育等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消费不断增长，

人均购书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二，一批优秀

运动员在残奥会、亚残会和国际大赛中摘金夺

银。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新年钟声庆典活动、

古尔邦节晚会、国庆赛歌会、大型广场文化活

动、水节文化周、魔鬼城篝火晚会，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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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大型活动项目。社区文化、企业文化、

广场文化形成特色。扶残助困、志愿服务等活

动蓬勃开展，涌现出一批自治区级以上劳动模

范和道德模范，广大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

争创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示

范窗口等各类创建活动长年不断。克拉玛依市

连续七次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命名为文明城

市，连续三届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 “全国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多次保持了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人居范例奖等荣誉

称号。

在克拉玛依市５０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各
族人民群众扎根于这片热土，把青春和生命熔

铸于克拉玛依建设的伟大事业，始终发扬以艰

苦创业、追求卓越为核心的克拉玛依精神，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爱国奉献，这

是克拉玛依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

克拉玛依创建文明城市的力量源泉。

（新疆区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姚卫）

２７１



经 验 交 流

用雷锋精神做强企业

抚顺供电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辽宁公司直

属大型供电企业。现有职工２７３７人，担负着抚
顺地区电网安全运行维护和辖区８８万用电客户
的供电服务任务。

２００６年以来，我公司借助驻地抚顺是雷锋
第二故乡、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地域优势，把雷

锋精神引入公司，实施 “雷锋工程”，开展

“六个一”主题实践活动，将雷锋精神与企业

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各项

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精神、螺丝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具体内

涵，有效融入到公司安全生产、营销服务、企

业管理、团队建设、知识学习、廉洁教育等６
个方面，用雷锋精神的优秀内涵，引导员工形

成积极的思想，激励员工自觉 “像雷锋那样做

人，像雷锋那样做事”，立足岗位、奉献企业、

服务社会，为企业发展聚集了强劲的精神动

力。具体做法如下：

１“一片情”安全生产主题实践活动。我
们把雷锋 “关心他人、关爱集体、关注社会”

的浓厚人文情怀，融入到国网公司提出的 “相

互关爱，共保平安”理念和 “关爱企业、关爱

他人、关爱自己、关爱家庭、关爱社会”思想

中，引导员工树立起对自己、企业和社会的安

全责任观。通过参与安全监督岗和党、团员安

全责任区等措施，为员工提供践行雷锋 “关心

他人、关爱集体”精神的平台。重点对电网运

行、检修岗位的员工，进行 “学雷锋、讲关

爱、保安全”的责任意识教育，激发员工安全

供电的责任感，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保证电网

安全运行。如去年 ７３１抗洪保电期间，还有
１０天就退休的共产党员于在新，为了保证灾民
自救的供电需求，只身坚守在被洪水围困的孤

岛变电站３６个小时，为当地百姓抗灾自救赢得
了宝贵时间。

２“一缕风”营销服务主题实践活动。把
雷锋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作风和 “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国网公司 “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

电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服务宗旨有

机结合，引导员工开展 “国家电网雷锋式服

务”品牌创建活动。我们每年都策划 “雷锋光

明行”、“雷锋故乡行，亲情进家庭”、“情系用

电客户，为您排忧解难”等学雷锋优质服务活

动，将雷锋精神融入服务客户工作中。各基层

单位先后组织 ５９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１０８０
名 “电业雷锋”，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用

电难题近３００项。
３“一把尺”管理主题实践活动。把雷锋

对工作 “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入

国网公司 “集团化、集约化、精益化、标准

化”要求之中，引导员工树立科学管理、依法

经营、勤俭办企业意识。广大员工认真落实

“人、财、物”集约化管理的要求，在加强管

理上狠下工夫。如公司所属望花供电分公司配

电班员工，自发利用业余时间逐条线路核对配

电设备，将配电网络定位在辖区地区图上，率

先实现了配电网标准化管理。被称为巾帼班的

计量中心内勤班全体女职工，在公司营销管理

系统建设的攻坚阶段，牺牲午休时间、放弃节

假日，参与完成７４个计量体系业务项目建设，
被省公司授予 “巾帼建功示范岗”。公司所属

浑河北供电分公司党、团员，自发对２２２户地
处偏远、抄表困难的平房用户和部分顶层居民

表进行改造，使辖区有８个台区线损由高损下
降到１０％以内。我们还通过弘扬雷锋 “勤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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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精神，在员工中大力倡导 “勤俭办企业”

活动，开展了 “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节

约一寸导线”的 “三节约”活动，减少了企业

的 “跑、冒、滴、漏”现象，据统计，仅这一

项５年来就为公司增收创效达数千万元。
４“一颗钉”学习主题实践活动。把雷锋

在学习上 “挤”和 “钻”的 “钉子精神”与

国网公司提出的 “勤奋学习、开拓创新”要求

紧密结合，引导员工树立岗位学习意识和终身

学习意识。近年来，我们先后开展了 “争创学

习型企业、争当学习型职工”活动、“培训年”

活动，以及各种岗位技术竞赛活动，大力倡导

员工学习雷锋刻苦钻研的 “钉子精神”。调度

所聘任本单位技术好的员工为培训授课教师，

定期围绕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进行讲课。人

力资源部和团委联合开展了 “师带徒”活动。

计量中心、修试中心组织党、团员开展科技立

项、小改小革活动。抚顺县供电分公司在基层

站所中开展 “三个一” （每月组织一次政治理

论学习、一次技术业务学习、一次职业道德教

育）学习活动，都对提高员工技术业务素质，

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５“一滴水”团队主题实践活动。把雷锋
的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干，一个

人只有把自己和集体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才有力

量”的集体主义精神，融入国网公司 “团结协

作、忠诚企业”要求中，引导员工树立团队意

识和协作意识。我们每年都通过召开充满人文

关怀的 “劳动模范家属座谈会”、“高考子女金

秋助学座谈会”，组织员工 “健康体检”等举

措，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培养员

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互助精神。如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４日，抚顺遭遇 ５６年来最大的暴风雪灾
害，在家休班的９５５９８客服坐席员们在交通瘫
痪的情况下，不顾雪大路滑，自发步行赶往呼

叫中心，当天坐席接入电话 ４４２８个，转人工
２８３４个，生成电力故障抢修单１３１件，为全市
受灾抢修作出了重要贡献。

６“一头牛”廉洁主题实践活动。把雷锋

“甘心奉献、不求私利、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的精神，融入国网公司 “干事干净、廉洁从

业”的理念，引导员工忠诚企业，廉洁奉公。

供电公司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抓好员工廉洁教

育尤为重要。我们多年来坚持开展廉洁文化讲

座、建设廉洁文化长廊、举办职工廉洁文化书

画展，建立干部廉政档案，开展 “党员身边无

违纪”活动和 “人人讲诚信”活动，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广大员工，特别是管理岗位人员坚

持依法经营，严格要求自己，杜绝 “吃、拿、

卡、要”现象。

我经常和大家说：我们搞 “雷锋工程”，

就是要让公司的每个员工不仅知道 “雷锋工

程”，知道 “三做”理念，还要将 “三做”理

念装进脑子里，融在血液中，落到行动上。只

有这样，才能把 “雷锋工程”搞好，雷锋精神

才能真正在我们公司落地生根。

在推进 “雷锋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建

立起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可靠的保障机制。成立

了公司党政一把手挂帅的领导小组，确定了６
个专业职能部门牵头负责 “六个一”主题实践

活动，建立起覆盖全公司二级单位的工程实施

体系。每年都制订贯穿全年的工程推进方案，

实行目标化管理，把各个部门、单位及员工在

“雷锋工程”创建工作中贡献的大小，直接与

其经济利益和评先评优挂钩，根据考评结果进

行奖罚，把软任务转化成硬指标。我们还将

“雷锋工程”评比表彰与公司生产经营评比表

彰结合起来，从 ２００７年起，设立了 “雷锋号

双文明单位”、“雷锋号先进部室”和 “雷锋奖

章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将这些带有 “雷

锋”字样的称号作为公司内部表彰最高荣誉。

一系列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 “用雷锋精

神做强企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保证了 “雷

锋工程”的顺利展开和不断深入。

经过５年多不懈努力， “雷锋工程”取得
了明显成效。“雷锋精神”全面渗透到公司各

个领域，对员工的思想、行为产生了积极影

响。抚顺供电公司先后荣获 “全国企业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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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先进单位”、“国家电网公司先进集体”、“辽

宁省文明单位标兵”、“辽宁省思想政治工作先

进单位”等称号。公司 ９家基层单位被评为
省、市级雷锋号，１２家单位获得省、市级文明
单位，“雷锋工程”被抚顺市委授予 “宣传思

想工作创新奖”、获得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管理创新一等奖”和 “辽宁省管理进步成果二

等奖”，被中电联评为全国电力行业企业文化优

秀案例一等奖。

（国家电网辽宁抚顺供电公司

党委书记　李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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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诚信质量体系　负责任地做好产品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永济电机公司”，是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企业，主要产品是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风

力发电、石油钻井、工矿机械等领域的各类电

传动装置。目前，公司生产的电机、电控和电

子器件占国内铁路机车、高速动车组的５０％以
上，占风力发电机市场的 ４５％，并且远销美
国、英国等４０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第一家、
全球第四家能够封装６５００Ｖ以上电压等级绝缘
栅双极型晶体管的企业。

长期以来，公司坚持倡导 “负责任地做产

品”的企业文化，培育政治思想好、文明素质

高、职业素养优的职工队伍，有力推动了企业

精神文明建设。公司先后获得 “全国质量效益

型先进企业”、“全国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全

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质量、服务、信誉

ＡＡＡ级企业”、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等荣誉
称号，２００９年被授予 “全国文明单位”。

一、建设诚信敬业的职业道德，培育

“负责任地做产品”的文化理念

永济电机公司认为，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中

央企业，肩负着 “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使命，“负责任地做产品”是履行

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作为向轨道

交通装备配套提供核心部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因此，公司始终把培育 “负责任地做产

品”理念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通过

多种形式的宣传实践活动，把爱国敬业、诚实

守信的职业道德建设落到实处。

公司颁布了 《企业文化行动纲领》，提出

以 “负责任地做产品”为核心，打造新动力、

塑造新品质、创造新价值。在产品研发中，集

４０余年的电传动技术积累和行业经验，与世界
顶尖公司携手合作，致力于电气传动及控制系

统、新能源动力的技术创新与应用，为轨道交

通、风力发电和工程机械等领域源源不断提供

着安全、高效、清洁的新动力；在产品生产

中，激励员工钻研技能、认真做事、真诚服

务，恪守工艺流程、技术规则和标准，精心研

制每一件产品；在市场营销中，信守 “诚信、

创新、发展、共赢”的经营思想，坚持稳健务

实的经营风格，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改进

品质管理，不断为社会、股东、员工和合作伙

伴创造新价值。

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使

“责任创造价值”这一理念根植于员工心中。

一是进行职业道德、企业文化、技术标准、工

艺规范、安全生产培训，每年举办培训班５０余
期，培训职工上万人次。二是通过编写宣传提

纲、组织 “解放思想大讨论”等活动，引导职

工增强 “质量赢得市场”的意识。三是编写

《职工手册》、《品质与诚信，质量与生命》漫

画集等质量文化丛书，录制质量管理电视专题

片，组织职工学习，提高质量观念。四是开展

案例教育，将典型质量问题汇编成案例库，做

成展板，组织职工观看讨论，举一反三，查找

不足。五是举办征文、演讲、文艺汇演、歌咏

比赛、美术展览等活动，增强员工的质量责

任感。

公司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把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落实在推动 “负责任地做产

品”上。积极开展以 “讲学习带头树立质量工

资管理理念，讲规范带头生产优质产品，讲诚

信带头践行诚信质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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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带头”活动，开展争创 “党员创产品质量

免检免验岗”、“党员全员岗位诚信承诺”等主

题实践活动，让每个党员都对 “负责任地做产

品”作出庄重承诺。目前，已有５０％的党员操
作岗获得 “免检免验岗”称号。在党员带动

下，争做 “金牌岗”蔚然成风。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诚信敬业的职业道

德、“负责任地做产品”理念深入人心。在生

产制造现场，员工自己总结提炼出来的质量格

言随处可见：“产品即人品，做事先做人”；

“态度决定行动，细节决定品质”；“没有质量

的进度等于零”；“找借口只会失败，找方法才

能成功”；“先看质量干得好不好，再看数量干

得够不够”；“争做能工巧匠，打造精细文化”

等等，强烈的质量理念时时警示职工养成良好

作业习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二、实施诚信敬业的管理方法，把

“负责任地做产品”落实到工作岗位

“负责任地做产品”理念的核心，是责任

意识、敬业精神和诚信道德的统一，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践活动。永济电机公司的做法是，

创新管理模式，把 “负责任地做产品”理念融

入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使职工逐渐养成良

好行为习惯。

公司积极探索将诚信敬业精神、产品质量

品质与薪酬分配挂钩的管理模式，推出了 “质

量工资”三阶段管理办法。一是质量工资推

广、普及阶段，包括 “自主申报、自我评价、

差异审核、完全公示”，将质量工资管理理念、

方式方法贯穿到各生产单位中；二是管理提升

阶段，包括 “分等分级、优质优价、递延支

付、信誉保障”，进一步引导和激励职工追求

高品质，明白做一次优等品不行，只有每一次

都做优等品才行，并同步对职工荣誉实行累积

效应；三是全面提升阶段，包括 “整机质优、

团队作战、分配转换、文化形成”，强调由个

人关心质量转化成整个团队重视质量，激发职

工集体荣誉感、团队责任感，树立与企业共同

发展的价值观。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形成一种

永续的激励机制。

质量工资管理是倡导诚信责任、突出正向

激励的管理模式，核心是优质优价，精髓是构

筑诚信体系，技术基础是分等分级，管理基础

是用数据说话，评价标准是刚性标志即实物质

量，结果考核全部公示公开，蕴涵了丰富的管

理思想，受到职工欢迎。质量工资由职工自己

申报、自己承诺、自己对成果进行检验，同时

让别人对自己的诚信度作出评判，通过 “免检

免验岗”、“金牌岗”、 “星级员工”等来体现

信誉的等级。通过 “提高意识———持续改

进———养成习惯———形成氛围———升华成质量

文化”的过程，变 “要我干好”为 “我要干

好”，变 “要我负责”为 “我要负责”。线圈

车间职工李翠艳说： “走过质量工资的三个阶

段，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做优质品是一种光

荣，负责任是一种美德。”

以激励为主的质量管理方法，建立了以质

量、收入、资质为主要评比标准的职工荣誉制

度，增强了职工团队责任感。公司把这一管理

方法推广到设计、工艺、质量、采购等相关职

能部门，使 “负责任地做产品”落实到生产经

营的每个环节，实行产品的 “全程服务、全程

负责”。

三、开展诚信敬业的实践活动，提升

职工 “负责任地做产品”的能力

“负责任地做产品”，不仅需要负责任的敬

业精神，还需要职工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保

证。多年来，永济电机公司按照依靠人、培养

人、成就人的思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

活动，努力建设具有 “一流职业素养、一流业

务技能、一流工作作风、一流岗位业绩”的职

工队伍。

公司不断深化 “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

识型职工”活动，持续提升职工的学习创新能

力。实施中长期和年度教育培训计划，进行公

司、单位和班组多层次的培训。采取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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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培养各层次的技术

和管理人才。２００６年以来，培养各类高级人才
７００余人。

广泛开展职工技术创新活动，搭建职工提

升技能的平台。从 ２００１年起，每年开展 “岗

位技术能手”比武，每两年举办一次职业技能

大赛，培养知识型、创新型、专家型职工。建

立了一整套培训、考评、选拔、激励机制，对

取得优异成绩和被评为 “劳动模范”、“工作标

兵”等荣誉的职工，给予晋升岗位工资和职业

技能资格的奖励。２００６年以来，有２名职工先
后获第一届和第三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

工冠军，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公司坚持

多年开展 “三改进” （改进工艺、改进操作方

法、改进工装工位器具）和以交流操作技能为

主的 “职工周末讲坛”等职工技术创新活动，

每年在１０００余项改进成果中评选出优秀成果给
予奖励，并以职工名字命名。

公司不断夯实标准化、规范化作业基础，

推进 “负责任地做产品”的良性循环。从２００９
年起，实施 “大培训大练兵”工作，学习实践

７７０项作业指导书，涉及１０６２个工序，涵盖了
产品的所有加工过程，直接生产工人持证上岗

率达１００％。
“负责任地做产品”作为一种理念在永济

电机公司被广泛认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管

理机制得到有效执行，其实施过程具有群众

性、实践性特点，已成为公司企业文化和职工

职业素养的基本要素，成为企业文明创建的精

神动力和思想源泉，产生了良好效果。

（中国北车集团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南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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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校教育主渠道作用

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

近年来，南宁市按照中央文明办开展 “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部署，围绕发挥学

校主渠道作用，发挥联系点的示范带动作用，

精心组织、丰富内涵，引导学生在家庭孝敬父

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爱心，取得

了良好的活动成效。

一、突出活动品牌，发挥典型示范

作用

我们以３２个全国、自治区和市级 “做一

个有道德的人”联系点学校为重点，鼓励各校

根据办学特色理念、学生思想状况和生源构成

等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特色道德实践活动，精

心打造德育活动品牌，以点带面，充分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推动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

活动的深入开展。如：桃源路小学利用临近军

事单位的国防教育资源，以 “少年军校”为载

体，开展 “精彩军营”系列实践体验活动，引

导学生学习解放军的优秀品质，磨炼坚强意

志。衡阳路小学秉承 “经典育人”的信念，实

施 “书香立人”工程，坚持 “日有训练，周有

阅读，月有沙龙，年有比赛”的长期不懈的诵

读活动，让学生沐浴在书香里，学会关爱他

人，树立 “天下为公”的远大理想。滨湖路小

学在校园设计独具特色的德育景点 “梦源”和

“中国园”，在每学年开学时组织学生填写梦想

卡 “播种梦想”，学期结束时开展 “收获梦想”

活动，以此激励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市

第十七中学在校生７５％以上为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学校通过开展 “校园书法长河”书法育

人、“感恩银行”爱与责任培养等活动，让学

生在参与中克服自卑感，在参与中找到自信，

培育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南宁市还通过召开

活动观摩会、在专属网站开设 “校园风采网上

行”专栏和编印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

剪影》、《创新案例》、《中小学校德育工作材料

汇编》等方式，把各联系点学校开展活动的经

验做法向全市中小学校推广运用，有力地推动

了活动的组织实施。

二、注重知行统一，强化实践育人

功能

设计开展形式活泼、新颖生动的道德实践

项目，把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要求渗透到

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引导未成年人通过广泛

参与，理解道德要求，陶冶思想情操，提高综

合素质。一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主题活动。

近年来，我们每年都研究确定活动主题，开展

主题实践活动：２００８年，开展 “学习英雄少

年，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教育活动，６２万中小学生参加 “抗震救灾

英雄少年”评选投票和网上签名，形成学习英

雄少年的热潮。在喜迎奥运盛会期间，突出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开展轻声慢步过走

廊、文明礼貌三句话、文明行为三件事等教育

活动，在校园大兴文明礼仪之风；２００９年，开
展 “祖国发展我成长———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活动和以 “图说、文说、画说６０年”、学
唱传唱爱国歌曲为内容的 “三说一咏”教育活

动，通过主题班会、画手抄报、歌咏比赛、征

文比赛等形式纪念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２０１０
年，开展 “孝在我心中———做一个有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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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题活动，通过 “孝德好少年”演讲比

赛、“孝德好书大家读”、“孝德进校园”、“孝

德进家庭”、“孝德进社区”等系列实践活动，

８０多万未成年人在广西青少年网、南宁未成年
人网络家园点击阅读 《孝在我心中》一书，发

表读书感言１５万条。同时，组织开展评选表彰
南宁市第一届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诚实守

礼、环保节约 “美德少年”活动，全市中小学

１２０多万师生参与平面投票和网络投票，评出
“美德少年”１００名。二是积极运用网络阵地开
展教育。我们开设了 “南宁未成年人网络家

园”网站，引导学校创建校园绿色网络活动

室，通过政府采购为全市各中小学完成网络活

动室的配备，选配专职计算机教师。依托网络

阵地，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

语、“网上祭英烈”、网上读书比赛等活动，引

导学生健康、文明上网。在 ２０１０年开展的
“新童谣、新儿歌”网络创作大赛中，全市中

小学生共创作作品７５００篇。三是注重将德育工
作向校外延伸。结合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

举办地的实际，在每年的 “两会一节” （中

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期间，在学校开展

“小志愿者走进东盟、服务东盟”等活动，组

织中小学生学习文明礼仪、了解东盟民俗风

情、志愿服务 “两会一节”，让学生体验志愿

服务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融入城市精神，体现活动地域

特色

“能帮就帮、敢做善成”是南宁市的城市

精神。我们把这种精神融入学校 “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主题活动的教育实践，培养学生道德

意识。一是开展 “和谐校园·能帮就帮”实践

活动。以 “和谐，从说话做起”为主要内容，

开展 “文明啄木鸟”活动，纠正校园不文明行

为；开展 “每周为学校做一件好事”活动，让

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引导学生树立

集体观念，做到关心集体、爱护公物、尊敬师

长。二是开展 “孝敬父母·能帮就帮”实践活

动。以 “孝敬，从每一天做起”为主要内容，

通过开展感恩主题周、孝敬长辈 “三个一”

（即一声亲切的问候、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一次会心的交流）、 “今天我当家”等实践活

动，教育孩子尊敬长辈，感恩父母，引导孩子

不挑吃穿，不乱花钱，不盲目攀比，养成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三是开展 “爱心奉

献·能帮就帮”实践活动。以 “爱心，从具体

事做起”为主要内容，开展 “手拉手扶贫帮

困”、“红领巾敬老助残”、“爱心储蓄”、“社

区小义工”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组织未成年

人走进敬老院、福利院、空巢老人家庭、困难

群众家庭和社区，帮助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陪同聊天、读书读报，参与社区清洁卫生、植

绿护绿、公益宣传活动，培养他们真诚交往、

乐于助人的道德品质，增强服务社会、奉献社

会的责任感。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都有６０
多万中小学生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四、整合德育资源，形成部门工作

合力

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联席

会议工作机制的作用，文明办积极履行牵头单

位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将各成员

单位的文化服务、教育培训等资源向学校 “集

约”，使学校作为德育工作主渠道的作用更为

突出，更富成效。市文明办连续三年组织驻邕

各文艺团体开展 “未成年人流动剧场”巡演活

动，共演出３１８场次；依托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建立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积极构建

市、县 （区）和学校、社区三级心理健康辅导

网络；与市体育局、教育局共同挖掘民间传统

体育资源，把扔沙包、滚铁环、跳大绳等传统

健身游戏项目引入校园。市政法部门选派法制

副校长 （辅导员）定期深入各学校作法制巡回

报告，开展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进校园，

“青少年维权岗”联合执法进校园等活动。市

科协组织 “低碳生活校园行”活动，全市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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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积极响应参与。市妇联组织开展 “争做

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百场家教进校园大

讲堂活动，等等。德育资源的整合集约和良好

的合作互动，有效拓展了学校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的活动空间。

我们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其他先进城市相比

还存在差距和不足。我们将贯彻落实好全国文

明办主任培训会议精神，按照中央文明办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的要求，更加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把这项

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广西区南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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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中华经典　培育有道德的人

漯河市坚持把组织未成年人开展中华经典

诵读活动作为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

途径，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

性工作，紧紧把握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

三个关键环节，确保诵读活动的正确导向，产

生了良好社会影响和效果。

一、诵读经典，着力培养未成年人道

德意识

我们在贯彻落实２００４年中央８号文件的过
程中深刻认识到，从诵读中华经典入手，让孩

子们感受中华经典的熏陶，感悟做人道理，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把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任务落到实处的重要途径和

有效方法。人的一生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壮

年到老年几个不同的年龄阶段，这是一个从开

蒙启蒙到成长成熟的过程。而十几岁以前的未

成年人阶段，是人格养成的奠基时期，是良好

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

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进行开蒙启蒙教育？那就

是读经典，这是我们的先人已经创造的成功经

验，并且经过了千百年的实践印证，是符合人

的思想道德形成规律的，很有科学道理。而传

统的对幼童启蒙的内容主要是思想道德方面

的，我们现在进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应

该学习借鉴我们先人创造的对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启蒙的内容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时代

内涵。少年儿童诵读经典应该读什么？开蒙阶

段先读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

有关篇章，因为这些传统文化经典语言凝练、

朗朗上口，韵律感强，易学易记。其内容集中

体现了优秀传统道德，对于未成年人从小树立

良好的道德情操，把握好立身处世的原则有重

要的启蒙作用。同时，《论语》、《孟子》、《大

学》、《道德经》、《幼学琼林》、《离骚》、《唐

诗三百首》等传统经典篇章段落，蕴涵着丰富

的人生哲理，承载着丰厚的德育资源，都是对

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好教材，有利于引导

未成年人在与古人关于励志、修身、勉学、处

世的经典对话中，锻造人格、塑造品德。

２００２年，我市商业幼儿园把经典文化教育
引入课堂，用传统德育资源对儿童进行启蒙教

育，让全园小朋友每天诵读 《三字经》、《弟子

规》、《大学》及古诗文等经典篇章。诵读经典

对少年儿童的言谈举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变

化，不良习惯修正了，表达能力提高了，举止

行为优雅了，效果很好。他们的做法印证了用

中华经典文化教育现代孩子，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是有效的。社会对此反映良好，特别是学

生家长给予热情支持。这也是我们坚定信念，

把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作为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常抓不懈的外部推

动力。

二、贯通古今，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做

有道德的人

我们始终着眼于古为今用，采用未成年人

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经典的内容列入诵读活动

中，把经典诵读同学习当代道德模范结合起

来，引导他们在诵读的基础上理解经典内涵，

明白做人、处事的道理，规范自己的言行。

１古今呼应，增强诵读的时代感。我们认
为，传统经典是先辈道德观念的凝结，红色经

典集中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道德模范生动

诠释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因此，对如何把这

些内容与经典诵读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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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探索。在具体操作上有三个步骤。一是

把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敬业奉献等五类全国道德模范的事迹分别

制作成视频短片，并用经典名句如 “孝悌也

者，其为人之本欤”，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等，与之一一对应，集中表达其中的道德

含义，作为诵读内容。二是把观看这些视频短

片与经典诵读结合起来，交替进行，使诵读活

动图文并茂、情景交融，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

接。三是组织开展集中诵读和观看，增强活动

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如在第六届集中诵读活动

中，同时参加诵读的中小学生在１０万人以上，
孩子们边诵读经典，边观看道德模范视频，使

广大师生加深了对中华经典现实作用的认识，

加深了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理解。２０１０年以
来，我们还探索边观看爱国主义影视片边诵读

中华经典的新方法，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爱国

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

２寓教于乐，增强诵读的吸引力。一是创
设诵读氛围。坚持把营造浓厚诵读氛围作为校

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市中小学校、幼

儿园和社区做到 “经典上墙”。利用阅报栏、

黑板报、墙报登载古典文摘选萃，在教室走

廊、橱窗张贴通俗易懂的古诗文及名言警句。

市实验小学等学校精选古典文萃制成 “经典转

筒”，安装在学校道路和活动场所，使经典文

化触手可及、举目可视、随处可学。二是民族

传统节日必读。将经典诵读活动与弘扬传统文

化结合起来，强化对经典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每年都要利用重大活动、节日、纪念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开设经典舞台，让学生通过朗诵、

演讲、歌舞、快板、小品、相声、情景剧、诗

配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三是学玩一体，寓

教于乐。把诵读活动当游戏来做，把经典诗文

融入手指游戏、拍手游戏、音乐游戏、语言游

戏、体育游戏等，连拍球、钻圈、跳皮筋的口

令也被换成了 《弟子规》和 《三字经》，使学

生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把脍炙人口的古典诗

词编写成易学易唱的儿歌、童谣，引导学生广

为传唱。

３知行统一，强化诵读的效果。中小学生
诵读中华经典，是手段不是目的，主要是引导

他们从中感悟出如何做人的道理，把道德文章

转化为以文化人的重要资源，转化为学生的道

德养成。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根据经典诵读

内容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守则的要求，制定了

《漯河市未成年人基本行为规范》６０条，并据
此编印了 《漯河市未成年人基本行为规范》画

册１０万册，分别免费赠送给全市中小学校、幼
儿园、社区、 “四老”家长学校和校外活动基

地，使未成年人知道了做什么和怎么做。如孝

敬父母方面，我们有两条规定：一是记住父母

的生日，二是为父母生日做件事。规范下发

后，受到了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我们还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连续五年开

展了 “过大年、谢父母”感恩教育等系列主题

活动，引导未成年人践行孝道，关爱他人，奉

献社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三、几点体会

１诵读中华经典，提高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素质。多年坚持不懈的诵读活动如今已经收

获到看得见的成果，学校德育工作有了更加具

体而有效的寄托，家庭、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教

育也找到了更多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全市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２００９年获得了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市民身边的先进道

德典型层出不穷，涌现出了以带着母亲考大学

的当代孝女武陈平为代表的道德模范群体，中

央电视台 《道德观察》栏目 ４次到漯河采访
报道。

２诵读中华经典，提高了少年儿童的人文
素养。通过经典诵读，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生

的语文词汇量，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和文字运

用能力，弥补了当前中小学生人文知识教育的

欠缺。许多学生在写作、交流的过程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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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运用精妙的短语和富有哲理的词句。语文

程度的提升，增强了学生们理解、判断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

３诵读中华经典，促进了城市文化品位和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我们把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逐步拓展到进机关、进社区、进村镇，引导

城乡干部群众从先哲圣典中、从道德模范等优

秀人物事迹中汲取精神营养，提高自身修养，

团结友爱、与人为善、公道正派、诚实守信的

道德理念得到进一步弘扬，城市形象和文化品

位得到提升，推动了全市的和谐发展、文明

进步。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对我市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

们将以这次会议为新的契机，积极查找差距和

不足，认真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坚持不懈地

把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抓下去，不断推进我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成效。

（河南省漯河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谢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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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学习 “美德少年”

引导未成年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２０１０年，我们围绕深入推进 “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主题活动，在全市中小学校组织开展

了首届 “十佳百优美德少年”评选活动，为未

成年人树立了一批身边典型，使他们的日常学

习生活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成为

我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

抓手。

一、确定评选标准，发挥导向作用

围绕 “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

长、在社会奉献他人”主题，我们细化出 “美

德少年”的三条标准：一是在家庭做个好孩

子。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学会自理，常做家

务；勤俭节约，心存感恩；分担责任，邻里和

睦。二是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学习勤奋，积极

进取；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乐于

助人；乐观向上，勇于创新。三是在社会做个

好公民。遵纪守法，举止文明；热爱自然，保

护环境；热心公益，见义勇为；崇尚科学，服

务社会。

二、部门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美德少年”评选活动由市文明办、教育

局、团市委、市妇联联合举办，组委会由四家

部门的主管领导组成，主任由文明办领导担

任。制定部门职责分工，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保障活动顺利开展。文明办主要负责牵头协

调，抓好工作落实；教育部门负责具体组织，

以中小学校为单位挖掘先进典型，做好组织推

荐；各级团委、妇联结合各自实际，开展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发动中小学生积极参与，

宣传引导未成年人推荐身边典型。

三、广泛组织动员，调动各界参与

在评选组织工作中，我们多渠道、多层次

发动，尽最大可能让每一个学生、家长、教师

知晓并参与活动。一是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宣

传，在石家庄日报、燕赵晚报和石家庄电台电

视台刊发 “十佳百优美德少年”评选通知，提

高全社会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二是通过行政渠

道动员，党政群团共同努力，将活动开展到所

有县市区的每一所学校。三是各学校利用国旗

下讲话、班会队会等形式布置到每一个学生。

同时，通过校讯通、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

让每一位家长了解相关信息，取得家长支持。

四、层层推荐评选，确保公平公正

在程序设计上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以班级

为单位，每位同学推荐候选人，自荐或推荐他

人均可，说出事迹，讲出理由，然后组织班级

集体评议，推选出班级美德少年。第二步是以

学校为单位，班级美德少年即为学校美德少年

候选人，公布事迹后让全校同学讨论，然后投

票评选。第三步是市、县 （市、区）两级评

审。各县市区组委会初评，评选出县 （市、

区）级美德少年，然后市组委会组织专家评

审。评选活动中，全市共评选出班级美德少年

５万余名、校级美德少年３０００余名、县 （市、

区）级美德少年４６７名，最终评出１０名石家庄
市 “十佳美德少年”、１００名石家庄市 “美德

少年”。

在做好评选 “美德少年”活动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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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注重评选成果的运用。一是大力表

彰，营造学习美德少年、争当美德少年的良好

氛围。评选结束后，我们隆重举行表彰大会，

为首届 “十佳百优美德少年”颁奖。各县市

区、各学校、各班级也对各自评出的美德少年

进行表彰，树立学习、争当美德少年的鲜明导

向。二是广泛宣传，营造关心美德少年、关爱

美德少年的社会环境。我们认真整理美德少年

的先进事迹，在石家庄日报、燕赵都市报、河

北文明网、石家庄文明网等媒体进行刊发，进

一步扩大美德少年的道德感召力。三是组织巡

讲，进一步扩大美德少年的示范效应。美德少

年的事迹在媒体公布后，许多学校纷纷联系文

明办和教育局，希望组织美德少年到学校演

讲。我们借此契机，开展了 “美德少年进校

园”活动。美德少年不但在本校讲述自己的故

事，而且就近到周边学校进行交流。美德少年

与同学们相同的身份、相仿的年龄、相似的心

理发展水平，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听众。２０１０
年，仅市级美德少年巡讲已达２００余场次，县
级、学校、班级美德少年讲座超过 １万场次，
受教育学生近百万人次。２０１１年，我们将开展
道德模范、美德少年、身边好人、优秀儿童剧

等 “七进校园”活动，更好地发挥美德少年的

榜样带动作用。

通过组织开展 “美德少年”评选活动，我

们深深体会到这是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的新抓手。美德少年的评选标准不但是对

学生日常行为的规范，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弘扬。评选活动中，学生们既是

推荐人，又是候选人，还是评判者，这个过程

本身就是潜移默化的掌握道德准则、做有道德

人的过程，有效激发了未成年人学好人、长好

心、做好事的热情。许多中小学校长、老师和

家长反映， “美德少年”评选是很好的活动，

与学校德育很容易紧密结合。学生们按照美德

少年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做事、与

人相处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我们将认真总结首届 “美德少年”评选学

习活动的经验，认真学习先进地区的好做法，

坚持不懈地把我市两年一届的 “美德少年”评

选活动做扎实、做深入，把广大未成年人培养

成有道德的人。

（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薛建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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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基础　使用是关键
充分发挥 “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临沂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始于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年５月，我们以中央文明办在我市召
开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座谈会为新的

契机和动力，认真学习落实王世明主任提出的

“覆盖广、花钱少、抓得住”的工作要求，调

整工作思路，突出建设和使用并重，加大推进

力度。目前，全市共建成 “乡村学校少年宫”

近７００所，基本实现预期目标，受到广大农村
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的普遍欢迎。

一、以实现 “全覆盖”为出发点，强

化措施，全力推进，确保建设运行有序

有效

我们主要抓住 “三个坚持”做工作。

１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建设 “乡村学校

少年宫”，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重视是关键。市

委提出 “思想上要有位置、组织上要有班子、

工作上要有布置、经费上要有支持”的 “四

有”要求。市文明办确定了 “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抓点带面、分步实施”的工作思路，多

次召开现场观摩会具体推动，各县区、各有关

单位主要领导对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出台了一批激励措

施，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２坚持必要的投入。实行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融资渠道，市、县、乡

三级将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确保及时拨付到位。同时，积极调

动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文明单位的积极性，开展

联校共建活动。协调文化、民政、体育、建设

等部门积极配合，及时调整文化体育建设、农

家书屋建设、全民健身计划等工作规划，将投

入重点转移到促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上来。

３坚持严格的督导检查。采取 “三个纳

入”政策措施，就是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管理情况纳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考

核标准和文明城市测评；纳入学校德育教育的

评估体系；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百分制考核和领

导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检查考核细则》。市文明办多次组

织有关部门，深入全市１８０个乡镇、街道进行
专项检查督导。各县区定期召开调度会、点评

会，现场督促开展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

力，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目标。

二、以实现 “全参与”为着力点，突

出使用，建立机制，确保阵地功能充分

发挥

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服务，是 “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和使用的最终目的。在实践中，

我们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让学生全员参与的长效

管理机制。

１在活动项目设计上，实行双向选择。按
照 “既注重发挥教师特长，又注重学生兴趣”

的原则进行项目设计。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一

是通过问卷调查，根据学生的爱好需要设立项

目。二是以教师的特长设立项目。三是学生根

据兴趣和爱好选择喜爱的项目和老师。少年宫

办公室统筹安排，统一调控，做到人人能参

与，人人有项目。

２在参与对象上，突出重点人群。在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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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校少年宫”管理使用的实践中我们发现，

家庭条件和学习环境较差的学生，往往不愿意

参加活动。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单亲家庭子

女、贫困家庭子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

儿童等弱势群体，优先安排他们活动。河东区

益民实验小学周淑锦同学，由于父母长期在外

打工，跟着爷爷一起生活，平时少言寡语，不

愿和其他小朋友交往，参加少年宫讲故事、演

讲活动后，逐渐活跃起来，并通过竞赛评比当

起了学校电视小主持人。

３在师资队伍上，建立专兼职结合的辅导
员队伍。一方面，从乡镇中小学、乡镇综合文

化站选聘文艺骨干，组成辅导员队伍，为每个

“乡村学校少年宫”配备１—２名专职辅导员。
一方面，招募大中专院校师生、民间艺术家、

“五老”人员、社会志愿者，担任少年宫兼职

辅导员，开展义务辅导活动。市青少年宫、市

科协积极开展 “少年宫手拉手”活动，把教师

培训、科技讲座送到 “乡村学校少年宫”，切

实提高农村学校办好少年宫的能力。两年来，

全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共开办各类培训班近

千期，其中培训辅导员２５００多人次。
４在管理上，强化制度约束。我们制定了

教学流程、实施方案、人员岗位职责，出台了

教学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考勤登记等

一系列规章制度。对辅导教师从工作时间、活

动效果等方面进行考核，把考核结果计入学校

教师考核分数中，作为教师评优树先的重要依

据。对学生从遵守活动纪律、参与活动时间等

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实施 “星级”评比，对在

活动中表现优秀的予以 “挂星”，并计入学生

成长档案。

５在促进措施上，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各
少年宫通过比赛、展示、表演、观摩等各种形

式，给学生以展示的舞台，促进活动开展。如

“小小书法家书法比赛”、 “小合唱团歌咏比

赛”、“校园主持人大赛”等等。区县、乡镇、

学校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站、校园网、黑板

报、宣传橱窗及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报

道，为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三、以打造 “有特色”为着眼点，挖

掘资源，形成品牌，确保活动的吸引力影

响力

我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是革命老区，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实现了率先发展。我们

充分挖掘和运用这些丰厚资源，精心设计活动

内容，创新活动方式，打造具有临沂特色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品牌，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１大力开展以弘扬沂蒙精神为主题的教育
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多、革命历史故事多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宣传

弘扬 “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

奉献”的沂蒙精神为抓手，在 “乡村学校少年

宫”推荐学生阅读 《沂蒙》、 《沂蒙抗日战争

史》等５０余种革命书籍，举办 “沂蒙红诗歌

咏会”，吟诵沂蒙革命诗歌、征文比赛等活动，

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学生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热情。

２大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临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二十四孝中

有七孝发生在临沂。我们以弘扬孝文化为切入

点，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在 “乡

村学校少年宫”广泛开展 “诵中华经典、做美

德少年”活动，组织编写 《七孝的故事》、《每

周经典诵读》、《学童箴言》、《国学启蒙经典选

粹》等古诗文诵读教材，免费发放，指导学员

诵读。新编柳琴戏 《王祥卧鱼》，巡回演出。

印制临沂历史文化名人挂图，在少年宫内广泛

张贴。各 “乡村少年宫”还将诵读经典和课间

游戏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诵读兴趣，提升了

游戏效果。

３大力开展文体、科技教育活动，提高全
面发展能力。我们发挥 “书圣”故里的文化优

势，在 “乡村学校少年宫”大力推广书法教

育。每年组织 “我爱你，书法”、“我爱你，汉

字”主题教育活动，举办 “中小学生书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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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和书法知识竞赛等活动，传播书法艺术，

弘扬传统文化。开展才艺展示活动，举办中小

学生艺术节和体育节，开展基本技能、民俗体

验和特色项目训练，被省关工委作为典型案

例，在全省予以推广。现在，各县区每年举办

３００多场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吸引未成年人积
极参与。罗庄区高都 “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

科技教育成效显著，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各

类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单项奖６００多项，团体
奖３０多项，多个项目达到国家级水平。

经过３年的不懈努力，我市 “乡村学校少

年宫”以实践性、趣味性、教育性、灵活性的

显著特点，实现了建设和育人双丰收，有效提

高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了他们的实践技

能和综合素质，发展了个性特长，进一步推动

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赢得了学生、家长和

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农村孩子们放飞梦想的

乐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学校少年宫”

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造

了新阵地，提供了新空间。我们将虚心学习借

鉴各地经验，进一步开拓创新，完善工作措

施，真正使 “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为农村未成

年人学习道德、提高素质、健康成长的重要

阵地。

（山东省临沂市文明办主任　刘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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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动员社会力量

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苏州市着眼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家庭幸

福和社会和谐，坚持治未病和治已病并举，以

实施 “阳光心育”工程为载体，组织动员社会

力量，努力打造呵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良好

社会氛围。

一、成立指导中心，搭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服务的社会化工作平台

２００６年５月，我们成立苏州市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指导中心，探索形成了政府搭台、社会

参与、公益志愿服务的运作模式，在实践中形

成并发挥了三大优势。一是组建了一支专业化

的心理健康教育志愿服务队伍。中心有１６０多
名 “苏老师”志愿者，来自全市多个行业。他

们都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在经过面

试、培训、实习等层层考核后，成为 “苏老

师”。二是搭建了一个面向社会的公益性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平台。中心积极倡导 “成长比成

绩更重要，成人比成功更重要”的工作理念，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面向

未成年人及家长的电话热线、短信联系、ＱＱ
沟通、预约面询、夏令营、冬令营、亲子活

动；面向社区的系列公益讲座、广场咨询；面

向学校的 “知心伙伴计划”；面向社会的市福

利院结对计划、媒体合作计划等，多方面呵护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三是产生了心理健康教育

服务工作的示范引领效应。中心每年组织课题

研究，分析未成年人心理状况，为开展未成年

人工作提供依据。先后完成了 《苏州外来民工

子女心理健康研究报告》、《苏州未成年人网瘾

状况调查》等调研文章。针对阶段性比较突出

的未成年人心理问题，及时组织 “苏老师”讲

师团深入学校、社区等进行宣讲指导。同时，

以 “中心”建设为龙头，积极推动各县 （市

区）分中心和社区 “苏老师”分站建设。目

前，５个县级市全部建立了分中心，全市近３０
个条件成熟的社区相继成立了社区 “苏老师分

站”，建立了 “中心”与各 “分中心”、 “分

站”资源信息共享，教育服务活动上下互动的

工作机制，使科学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延伸到基层。

二、强化学校作用，努力提升中小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水平

推动市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文件，连续开展

学校合格心理咨询室达标验收工作，全市５７７
所中小学全部通过验收，普遍建立了心理健康

教育课、心理讲座、心理咨询辅导等心育课程

系统，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现了三渗

透，即 “向日常教育与管理活动渗透，向班主

任工作渗透，向各相关学科教学渗透”。具体

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着力构建校园心理

健康三级防护网。截至目前，全市所有中小学

校都建立了校园三级心理健康防护网。以班主

任、任课教师为主体的初级监护网：全体教师

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给予

学生全方位的监护和疏导。以学校心理咨询室

为主体的中级监护网：学校心理咨询室负责建

立和管理学生心理档案，对有心理困扰的学生

进行个别和团体心理辅导，对不能有效解决问

题的学生，及时向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

心转介。以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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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高级监护网：负责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接受转介、提供支

持。二是着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

设。采取定期开展培训学习、优质课评比、经

验交流、考察观摩、案例探讨等方式，提升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整体水平。２００７年至今，全市
１５００多名教师获得了心理咨询上岗资格，实现
了每个学校至少配备１名专职或者２名兼职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所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

兼职教师均持证上岗。三是着力打造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各中小学校积极运用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使这项极

具科学性、专业性特征的教育活动生动具体、

易于接受。如苏州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心理社团

活动和心理剧展示、工业园区星海学校的户外

心理拓展训练、木渎中学的心理健康节、市一

中的心理口袋小书、敬文实验小学的 “知心姐

姐”等都坚持多年，成为品牌。

三、整合社会资源，构筑覆盖面广、

运转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工作网络

在这方面，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发挥

部门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市卫生局每年负责

组织中小学校的校医开展心理拓展训练、儿童

心理咨询与沟通技巧、家庭系统训练等业务培

训，提升校医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市疾控中

心负责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包括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的健康危险行为的调查，为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依据。市儿少基金会每年组织 “阳光总在风

雨后”等专题讲座。市法院成立诉讼心理辅导

中心，聘请心理专家义务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心

理咨询和辅导等，都收到了很好社会效果。二

是依托社会组织，丰富工作内容。委托市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与研究中心，开展教育研

究，运用科研成果，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化

水平。通过 “网上家长学校”，组建由心理教

育专家和指导老师组成的家庭教育 “林老师”

团队，专门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碰到的困惑

和疑难。依托１２３５５青少年服务台、 “阳光家
庭顾问中心”等开展公益心理咨询，解决未成

年人心理困惑。三是强化社区功能，拓展工作

领域。依托社区未成人活动中心，设立 “亲情

街道”、“成长驿站”、 “青少年成长之家”等

青少年心理咨询服务站，就地就近对本地和外

来务工人员家庭子女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四是

注重媒体互动，营造工作氛围。我们重视发挥

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在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作用。在市广电总台开办广

播栏目 “阳光地带”，在苏州日报、姑苏晚报、

城市商报分别开设辛菲心理信箱、青春沙龙、

小荷名师热线和商报心理咨询室等，成为广大

未成年人与心理教育专家沟通的桥梁，成为宣

传和普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要阵地。

市文明办制作发放了 《阳光花季》心理健康教

育片，包括十个心理剧、十节心理示范课、十

个心理团训游戏。还与 《现代苏州》杂志社联

办了专门面向未成年人及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

杂志 《家庭百事通》，进一步扩大了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覆盖面。

（江苏省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缪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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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测评体系要求

着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近年来，成都市坚持从中央８号文件规定
任务具体化、中央文明办重点工作具体化的功

能性质出发，充分认识和发挥 《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的重要作用，切

实围绕测评体系各项目标，加强统筹协调、加

大考核力度、促进工作落实，推动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持续发展、取得实效。

一、联动共进，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与文明创建同部署同考核

１坚持全域成都理念统一部署。按照成都
市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总体战

略，实施 “全域成都全面创建”，以城乡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为目标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打破城乡地域分割，对全市 １９个区
（市）县和高新区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统一标准、统一内容。

２坚持与文明城市创建同步推进。梳理未
成年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将网吧

管理、校园周边治理、活动阵地建设等纳入全

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的总任务，采用调度会、

联席会、专题会等方式，专题研究、限时整

改、追踪督办。采取群众监督、媒体跟踪、市

民督查员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项目实施

过程性监督和针对性督办，确保未成年人工作

与文明城市创建同步推进、常态发展。

３坚持与文明城市测评同步开展。将净化
社会文化环境工作、课外活动场所建设、未成

年人文明行为等内容纳入 《成都市综合文明指

数测评体系》，采取综合测评与专项测评相结

合的方式，每年进行两次测评，单独评分、独

立排序、专项通报，有效推动了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整合资源，凝聚各方面抓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合力

１整合行政资源，切实为未成年人办好事
实事。近年来，成都市从广大未成年人关心关

注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入手，确定一批好事

实事项目，并纳入市区两级党委政府 “民生工

程”。项目涉及少儿文艺产品开发、活动场所

建设、灾区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孤残儿童救

治、关爱留守儿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

方面。２００５年至今，市、区两级共为未成年人
办实事、办好事８００余件，在历年的市民代表
专项考察中，满意率达１００％。
２整合文化资源，为未成年人提供优质的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儿童文艺作品创作方

面，组织杨红樱等知名本土儿童文学作家、艺

术家创作生产出 《淘气包马小跳 （系列）》等

一批时代特色鲜明、思想内容健康、富有艺术

感染力的少儿文学、动漫作品。在影视文化服

务方面，市属电视台、电台开设少儿频道 （频

率）、少儿专栏、动画专栏，推出了 《陈岳叔

叔讲故事》、《国学五分钟》、 《亲亲宝贝》等

丰富多彩的自办少儿节目。重点以偏远地区农

村中小学生为对象，坚持每年组织 “文化直通

车进校园”公益文艺演出，组织１８０支电影流
动放映队免费放映国产优秀影片。

３整合社会资源，扩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社会参与面。在利用网络监督志愿服务

队伍方面，围绕网吧管理，发动 “五老”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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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展监督、劝导活动，有效遏制了网吧违规

接纳未成年人现象。在利用心理健康辅导志愿

服务队伍方面，依托四川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

心、心援网等资源，组织心理专家、心理医生

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灾民集中安置点开展

心理援助活动。在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工作队伍

方面，组织家庭教育、法律维权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人大、政协委员，依托家长学校、父母大

课堂、金沙讲坛、１２３５５青少年服务台、青少
年维权岗等载体，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亲子沟

通、法律援助、青少年维权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重点，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任务全面落到实处

１突出重点工作。大力开展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２０１０年，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在１４个郊区 （市）县全面推行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目前已建成７０所，２０１１年６月
底以前建成 １４０所。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主题活动。结合传统文化教育、感恩教育

和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创新 “节日小报”系列

评选、国学经典诵读、美德少年评选、 “文明

交通伴我行”等活动载体，弘扬传统美德、提

高文明素养。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利用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中心、中小学校

心理辅导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示范社

区，定期或不定期开展集体辅导、个案咨询、

专家讲座、专题培训等活动，初步形成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

２突出重点部位。网吧专项整治有力有
效。成立专项工作组，严厉查处和取缔违规网

吧及 “黑网吧”，推进网吧连锁经营，开设

“１２３１８”社会举报电话，实施网吧智能监控，
杜绝未成年人进入，净化网络环境。校园周边

环境治理常抓不懈。坚决查缴淫秽色情、凶杀

暴力、封建迷信及伪科学内容的不良出版物，

查处取缔违规彩票投注点和违规文化经营场

所，大力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杜绝校园周

边的安全隐患。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健全完善，

打造２０个市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示范基地和
５１个市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示范社
区，为全市未成年人工作提供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范本。专项测评显示，全市社区未成年人

活动室建成率达１００％，有效利用率达９８６％。
３突出重点人群。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做到在入学、小升初、评优奖励、入队入

团等方面，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目前，全市

１９４万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１００％进入义
务教育学校。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在郊区

（市）县的乡镇、村建设１５０所留守儿童 “寸

草心”家园和７０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社会

各界倾情投入，为农村孩子提供学习辅导、卫

生保健、文体娱乐、心理疏导、亲情关爱等方

面的服务，为其营造温馨家园。针对特殊群体

未成年人，依托未成年人救助中心，为社区闲

散未成年人、刑释解教未成年人、流浪犯罪儿

童等，开展群体帮扶、个别疏导、定点慰问服

务，引导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融入

社会的信心。

运用测评体系推动工作，我们有几点深刻

体会。一是坚持以测评体系为导向，就能够确

保我们工作思路清、方向明。在２０１０年全国首
次测评中，我市能够名列前茅，就是得益于按

照测评体系开展工作。二是测评体系的各项指

标科学规范、操作性强，是我们检验工作进展

成效和提高工作水平的基本依据。三是测评体

系的导向作用鲜明有力。市级各部门、各区

（市）县通过接受测评，工作措施更加具体、

工作机制逐步完善，为实现我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城乡统筹、整体发展提供了动力

源泉。

（四川省成都市文明办副主任　喻中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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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日行一善”为抓手

培养有道德的人

近年来，银川市在推进 “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主题活动中，以春风化雨、滋润一方为着

眼点，以引导未成年人知善行善为切入点，以

金凤回民一小为示范带动，培养未成年人的道

德观念，树立正确价值观，形成良好行为

习惯。

一、活动内容

１明确行善要求。组织学校编写 《日行一

善歌》，帮助学生记忆行善、为善的标准和方

法，并把学生们的善行、好事归纳总结，形成

“日行一善十二条”，发放给家长，让家长鼓

励、督促孩子做好事、行善事。学校将 《小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与 《弟子规》结合，坚持每

天开展 《弟子规》诵读活动，加深学生对 “日

行一善”活动的理解。学校还开展了最佳 “善

言”征集活动，精选出 ６０余条学生自编的
“善”的语句，引导学生学习交流。

２记录善的行为。按照 “每日一言、日行

一善、日复一日、德才兼备”的活动理念，学

校制作 《日行一善登记册》，并按照校级、班

级、个人三个类型将好人好事记录在册。同

时，编辑 《日行一善故事集》，将学生的善行、

好事编辑成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师生共编

《近善集》活动，由老师每天挑选出与 “善”

有关的名言佳句，供学生在自己的 《近善集》

上抄录，并记录感言体会和自己当天所做的

好事。

３营造校园氛围。学校开辟 “日行一善”

文化墙和 “四德之星”光荣榜，内容包括各班

级每月推荐评选的 “爱心小天使”、学生自己

拍摄的 “善行”照片、“日行一善”登记册选

摘、亲手绘画的身边善事、征文选、手抄报以

及学校 “四德之星”学生的照片和事迹，展示

善言善行，巩固 “日行一善”活动效果。

二、活动方式

围绕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

在社会奉献他人的活动要求，搭建 “日行一

善”活动平台。

１在学校广泛开展 “小天使互助行动”主

题活动。按照学习、品德、生活三个方面明确

帮扶对象，成立了 ２００余个 “小天使互助小

组”，并根据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小天使”评

选，推动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在教师中

开展 “红烛献爱心”的主题活动。要求每一名

教师以身作则，带头善待每一名学生，对生

活、学习困难和留守学生重点关注，老师们积

极响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还为他们送

去书包、文具生活学习用品等，使他们充分感

受善行的温暖。

２在家庭广泛开展争当 “凤城小孝星”活

动。突出 “百善孝为先”道德观念，下发 《家

庭孝行积分卡》，要求孩子在家长的督促帮助

下，按照积分卡提出的１０项标准，努力践行孝
敬长辈、关心他人、自立自理等要求。 《家庭

孝行积分卡》定期在班级展示，并作为评选

“小孝星”的重要依据。同时，学校根据家长

的特长和职业特点，定期邀请他们参与活动管

理，和孩子们一起开展社会实践，吸引更多的

家长投入到 “日行一善”活动之中。

３在社会参与 “银川发展我进步”主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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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组织引导学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

宁夏福利院、银川市救助站进行慰问演出，到

社区开展清除街道小广告、打扫社区卫生、扶

助孤寡老人、义务宣传法律知识、为社区办黑

板报等活动。同时，一些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

到宁东基地、西夏王陵、宁夏博物馆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参观，让学生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

变化，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强化向善行善的自觉意识。

“日行一善”活动的开展，潜移默化地塑

造了学生的道德品行，提升了学生的道德观

念，在学校开展的抗震救灾、扶贫济困、爱心

救助等活动中，先后收到学生捐款共 １０万余
元，涌现出路遇病者救死扶伤的马克、拾金不

昧的好少年高松、第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得者

史梦迪、宁夏美德少年余心怡等一大批品德高

尚的优秀学生，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誉。

（宁夏区银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朵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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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领导体制　着力实现三个转变

近年来，福州市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

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不断完善

志愿服务工作体制、机制，拓展志愿服务领

域，建立志愿服务社会化运行模式，壮大志愿

服务队伍，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志愿服务事业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２００９年起，福州
以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引擎，把志愿服

务作为推动创建工作的重要途径，使群众性精

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更加扎实，文明创建的

活力更加凸显。志愿服务在成为新时期精神文

明新的生长点的同时，也找到了更加广阔的社

会舞台，并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广

大志愿者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成为传播文

明、践行文明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目前在福

州，志愿者的行动已发展成为一种快乐的生活

方式，“有时间就做志愿者”正成为一种社会

风尚，成为人文福州的一道风景线。可以说，

一个个充满爱心的志愿者，造就一座充满爱和

温暖的城市。福州在开展志愿服务方面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和做

法，主要体现在：

一、以党政推动为动力，着力实现志

愿服务管理向规范化转变

志愿服务的规范管理需要各级领导的高度

重视，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引导和必要的行

政手段来推动和强化，同时需要建立一个良好

的能够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福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志愿服务工作，体现在：深化认识，为做好志

愿服务工作提供动力源泉。市委、市政府把志愿

服务事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

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

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有效途径。认真学习

领会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的意见》，制定了 《福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志愿

服务的意见》，形成了 《福州市积极推进志愿服

务工作的实施方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市委常
委会专门听取筹备成立志愿者联合会的专题汇

报，随后出台了 《福州市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并拟定了 《福州市志愿服务条例》草

案，已提请人大立法机关审议。全力扶持，为做

好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在市委的重视、

部门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呼应下，２０１０年市文
明办增设了志愿服务处，增加了两个科级领导

职数，调剂解决了四间志愿服务处的办公用房。

通过财政拨付，特别是企业捐款，募集到一批志

愿服务基金，为志愿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工作基础。身体力行，为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发挥表率作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袁荣祥，副

省长、市长苏增添等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亲自

担任志愿者联合会名誉会长。市委副书记周宏

担任会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朱华担

任常务副会长。五城区和各县 （市）志愿者联

合会的会长、常务副会长也分别由副书记、宣传

部长担任。

其次，福州市采取条块结合的模式，建立

起了 “一个领导核心，两级志愿服务组织，三

级管理平台”的志愿服务领导体制。确立一个

领导核心。２００９年福州市成立了在市文明委领
导下，由市文明办牵头，民政局、党工委、总

工会、团市委、妇联、科协、残联、红十字

会、老龄办、关工委等部门共同参加的志愿服

务活动协调小组。确定了福州的志愿服务工作

以协调小组为核心，由协调小组研究制定本地

区志愿服务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协调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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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通过成立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工作推

进、信息沟通、督促检查等制度，加强志愿服

务工作的统筹、细化、分工和规划，促进任务

的有效落实，形成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合力。

建立两级志愿服务组织。２０１０年３月３日，福
州市成立了志愿者联合会。２０１０年年底，市辖
的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五城区以及

所属县 （市），参照市里模式相继成立了志愿

者联合会。两级志愿者联合会在本级文明委领

导下，由文明办牵头协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

负责志愿者管理工作，同时接受社团管理机构

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志愿者联合会主要是在依

托现有的各级各类志愿组织基础上，接收志愿

者 （团队或个人）的注册、登记、管理，通过

整合吸纳各类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形成统一的管

理体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广

大市民的切实需要，特别是根据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需要，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市、区两级志愿者联合会的成立，在进一步整

合资源、规范管理的同时，也提高了志愿服务

活动的社会化程度。搭建三级管理平台。２０１０
年，福州市对全市３００多个社区工作站人员进
行重新设岗，定编应聘，专门设置了从事志愿

服务招募、注册、管理的岗位，让社区服务站

成为承载志愿服务功能的主平台，展示志愿服

务成果的主窗口。以社区服务站为基础，区志

愿者联合会为枢纽，市志愿者联合会为中心的

三级管理平台搭建而成。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

中，市、区两级志愿者联合会通过合理协调，

整合本辖区志愿服务资源，由社区这个志愿服

务工作供需对接的主渠道，为居民开展日常

化、个性化的志愿服务。

二、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平台，着力实

现志愿活动向常态化转变

志愿服务工作是践行精神文明的有效载

体，志愿者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实践者。福

州市结合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精心设计志愿

服务项目，逐步拓展志愿服务领域，把志愿服

务作为一项文明城市创建的常态工作，一项政

治工程、民心工程来抓。

通过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开展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提高全体市民的道德风尚。福州市十分

注重通过 “人人参与志愿服务、共同创建文明

城市”的践行，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让全体市民感受到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

志愿服务理念。从而把文明规范变成百姓发自

内心的自觉行为，从 “要我遵守”到 “我要遵

守”，以树立各方共建和谐，人人共享和谐的

良好社会风尚。让志愿者个个都成为 “身边好

人”、“道德模范”。

从２００６年大力开展 “省会文明我先行”

活动以来，每年都组织几场全市性大型志愿服

务活动。２００７年以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为
契机，五城区联合开展了 “省会文明共建共享

志愿者行动”。活动发动了近３００支志愿服务
小分队，３万多名志愿者，在福州二环以内
“四纵四横”主干道的８０个重要路口，８５个公
交站点，１５个重要景区，９４个社区，围绕
“文明礼仪、公共秩序、社会服务、城乡环境”

四项主要任务，集中开展城市文明劝导、助

残、敬老、献血宣传、社区服务、环境整治、

志愿者注册等志愿服务。２００８年市文明办、福
州日报社和市公安局联合举办 “做文明出行

人、为福州添福”大型公益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市文明办、团市委联合在福
州五一广场举行 “公共文明、志愿行动”活动

启动仪式和 “迎世博、迎亚运、迎特奥、讲文

明、树新风”志愿活动，这一天７０多支志愿
服务队伍，２万多名志愿者，分别在交通路口、
车站、公共场所进行文明宣传、劝导。２０１０年
是福州公共文明建设年，根据中央文明办、公

安部关于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的要求，从４
月份起福州全面部署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市志愿者联合会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交

通高峰期组织上千名志愿者在全市５０个主要路
口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发放宣传材料。市直机

关党员志愿者模范带头，学校、民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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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老年人志愿者积极配合，共同维护公共

秩序，劝阻乱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与此

同时，结合文明城市专项整治工作，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 “清洁城市卫生志愿服务行动”，

组织环卫志愿者深入社区、背街小巷、公共场

所、城乡结合部开展清除卫生死角，清理 “乱

张贴”等卫生保洁活动，开展 “环境保护志愿

行动”，环保志愿者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

义务监督活动，深入社区指导开展垃圾分类、

低碳减排等活动。

通过围绕大型活动、重要节日、重点工作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升志愿服务工作水平。

福州作为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同

时又是我国主要侨乡之一，每年都要举办很多

地区、全国、乃至国际性大型赛事展会。如

２０１０年除了承办每年一次 “５·１８”海峡两岸
经贸交易会，海峡两岸合唱节以外，还承办了

国际铁人三项赛，泛珠论坛，第五届全国特奥

会等大型活动。每场活动都要组织大批志愿者

开展接待、翻译、项目推介、引导、安保、礼

仪、秩序维护以及环境整治、卫生清理等志愿

服务；而每年的 “３·１５”、“１２·５”等纪念日
以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中都闪

现着志愿者的身影；２００８年福州市启动了 “献

血救人传文明”八县行活动，将采血车送到郊

区各县，掀起农村献血的小高潮。同年 ５月，
组织２０００多名志愿者参与奥运火炬接力途中秩
序维护、安保和清洁工作，尽管火炬传递所经

沿途人如潮涌，但火炬传递过后地面上找不到

一面被丢弃的国旗，这一现象得到了海内外媒

体的广泛称赞。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立即派出一批优秀的心理援助医师志愿者队伍

赴四川，并组织近千名志愿者为在榕就医的四

川地震伤病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通过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农民工等活动，

不断深化拓展志愿服务的内涵和领域。福州市

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注重突出重点，抓好

落实。中央文明办发出 “百万空巢老人关爱志

愿服务行动”号召后，福州市立即与福建省委

文明办联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５日在鼓楼区大庚
社区广场举办了 “爱在福州，暖在榕城”关爱

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与此同时，

首支由巾帼志愿者组成的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队

伍正式亮相。这支由５００名注册的巾帼志愿者
组成的居家养老志愿服务队与需要帮扶的空巢

老人签订了协议，定期为空巢老人开展家政、

心理咨询等服务。在给老人带去细致服务的同

时，也建立起了长效机制。为了把关爱空巢老

人志愿服务活动引向深入，福州市于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７日组织召开 “推进关爱空巢老人志愿

服务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青年、巾帼、

社区、民间等志愿组织和志愿者代表及空巢老

人代表畅谈了经历和体会，对下一步如何把这

项工作引向深入提出了很多好建议和好经验。

从２０１０年开始，福州市青年志愿者开展关爱农
民工子女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已发动了７８万
名志愿者与农民工子女结成 “一对一”的模

式，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护、感受城市、保

护环境、自护教育等系列关爱行动。

按照中央文明办的部署，２０１１年元月 ８
日，福州市在五一广场举行 “红红火火过大

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元旦、春节

期间全市城乡组织了近千场，约十万名志愿者

参与，“五个送”志愿服务活动，为节日增添

了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通过深入开展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服务工作的持续常态。

福州是省会城市，辖区内有着众多的省直单

位、部队和高校。福州市一直设想能够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有效整合、利用和发挥好他们在资

金、人力、技术、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从而有助于充实志愿服务力量，拓展志愿服务

领域，提升志愿服务层次。同时，社区是城市

的细胞，更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基础，但福州市

社区数量众多，情况复杂，而社区自身力量有

限，社区问题长期以来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于

是，通过省市共建文明社区工作，将两者串联

起来，形成大规模、长期性、多层次的社区志

愿服务载体，成为福州市将设想转化为实际行

８９１



经 验 交 流

动，并有力推动文明城市创建的创新之举。

２０１０年，省市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

深入开展省直机关、驻榕部队和在榕院校与福

州市共建共创文明社区活动的通知》，确定了

近两千家省市单位、高校、部队与街镇、社区

的共建对子关系，并成立了协调小组。同时，

把省市共建文明社区工作情况纳入省市精神文

明建设各类先进的申报和考评，２０１０年８月６
日省市联合在鼓楼区西湖社区举办启动仪式，

营造了共建工作的良好氛围。春节前后，省市

机关在榕高校、驻榕部队分别召开了动员部署

会。目前，建成区范围内的３００多个社区均与
共建单位取得了联系，制定了联系人；８０％以
上签订了共建协议，并制订了共建方案；绝大

多数已开展实质性共建特别是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共建，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营

造了居民群众与共建单位相互交流，互惠互利

的浓厚氛围，又树立了共建单位良好的社会形

象，进一步激发了其长期参与社区建设的热

情。２０１０年国际志愿者日和 ２０１１年 “两节”

期间分别开展的上百场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

动，基本实现了建成区社区的全面覆盖，而共

建单位志愿者是其中的主力军。同时，许多社

区与结对的高校院系联系，由高校选派优秀学

生干部到社区担任社区主任助理，目前大学生

助理已达上百名。同时，高校还定期派出大学

生志愿者队伍配合社区开展重要活动，做好社

区团支部班子队伍和阵地建设，参与居民公共

事务，既充实了社区的工作力量，提高了社区

的办事效率，又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

的实践基地。此外，结合近几年中央文明办提

出的有关志愿服务工作要求，共建单位主动通

过社区与空巢老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下岗

职工等弱势群体建立长期结对帮扶关系，不仅

在经济上予以扶持，更注重平时的走访慰问，

排忧解难，使他们都能得到有效的照顾，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例如：福建省社会与劳动保障

厅与鼓楼区贤南社区共建成立了社区充分就业

服务中心，为１００多名社区下岗职工提供了工

作岗位；福建农林大学联合仓山区建新镇，组

织大学生志愿者与镇辖区内十所学校内共计

４６７１名农民工子女建立结对关系；仅今年 “两

节”期间，各共建单位慰问社区弱势群体的钱

物总价值便已超过百万元。近期，福州市市直

机关工委还将配合创建进展，开展 “万名干部

进社区”活动，发动机关干部走入社区，向广

大社区居民宣传创建知识，问政于民，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社区

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化解干群矛盾，为提升社

区水平，营造良好创建氛围添砖加瓦。

三、以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着力实

现志愿服务队伍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

转变

福州市文明办牵头负责志愿服务以来，注

重分类指导、典型推动，努力打造三个不同类

型的志愿服务品牌队伍，让这些队伍成为骨干

力量，成为城市名片，不断扩大志愿服务的社

会影响力，带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让志愿服务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以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为主体的十大机关志

愿服务团队。由市直机关党工委牵头，成立市

直机关 “共产党员志愿服务总队”。发挥机关

党员整体素质较高，示范作用较强的特点，打

造共产党员志愿服务品牌，使机关党员干部志

愿者成为创建文明城市，引领文明风尚的中坚

力量；由团市委牵头，充分发挥青年志愿者和

大学生志愿者主力军的作用，打造青年志愿者

的品牌；由市妇联牵头，组织巾帼志愿者开展

各种形式关爱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打造

巾帼志愿服务品牌；由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

开展扶危助困，红十字博爱进万家，捐献造血

干细胞等活动，打造红十字志愿服务品牌；由

市民政局、社区办牵头，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网

络，发展壮大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推进温

馨和谐社区，关爱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

打造社区志愿者服务品牌；由市总工会牵头，

在全市职工中广泛开展 “春风送暖”等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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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打造工人先锋队志愿服务品牌；由市

教育工委牵头，在全市大、中、小学校成立了

７１支 “我与文明同行”志愿服务小分队，让广

大师生成为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打造学生志愿

服务品牌；由市卫生局牵头，组建全市卫生系

统志愿者服务队，定期深入社区和贫困山区为

群众提供卫生健康咨询、义诊、健康检查等志

愿服务，打造卫生健康志愿服务品牌；由市老

龄委、关工委牵头，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五老”作用，

开展文明劝导、校外辅导、交通协管、网吧监

督等特色志愿服务，打造夕阳红志愿服务

品牌。

以文明行业、窗口单位为主体的十大行业

志愿服务团队。在电力、交通、卫生、建设、

金融、工商、税务、旅游、移动、电信等１０个
文明行业打造优质服务志愿服务队，不断深化

“创文明行业、建满意窗口”活动，把志愿服

务融入到平时便民、利民的窗口服务中去，以

完善行业服务规范，提高服务水平，同时积极

开展各种便民利民项目，为群众提供多样化、

专业化的延伸服务，把窗口行业的优质服务送

到千家万户，让全城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文明

创建、志愿服务带来的变化。

以民间志愿者服务组织为主体的十大社会

志愿服务团队。积极发展社会志愿服务队伍，

打造 “献血服务志愿者之家”、 “环保协会”、

“义工俱乐部”、“众人公益”、“观鸟会”、“橄

榄树”、“同人助残”、“天新公益园”、“海峡

熊猫爱心服务团”、“台风”等十支各具特色的

社会志愿服务品牌，充分发挥他们从事志愿服

务工作积极性高、群众基础广泛等优势，通过

下放项目、政策扶持、协办活动、保障权益、

组织媒体宣传等给予帮扶。如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市
文明办就协助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对 “环保协

会”、“观鸟会”志愿者保护珍稀鸟类 “凤头黑

嘴白燕鸥”和护闽江口湿地生态环境，摄制专

题片在 《讲述》栏目中播出。加强对社会志愿

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引导，带动市民参与志愿服

务的热情，拓展志愿服务领域，推动各种类型

的志愿服务队伍健康成长。

目前，福州志愿者的主体已从青年学生拓

展到整个社会群体，吸引了越来越多高学历、

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及一大批企业家、社会

知名人士。志愿服务项目也从单纯的做好事拓

展到社会需求的方方面面。志愿服务理念和精

神境界也明显得到提升，从单纯的 “行善”提

升为公民的责任意识，从传统的 “仁爱”提升

为现代人文精神，从单方面 “施舍”提升为平

等的互助友爱，从部分人的随机 “善念”提升

为广大市民的基本素养。志愿服务与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相结合唤醒了公民的良知和内心

自觉，同时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表现为 “利

他”和 “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明行为，构成

了城市文明最基本元素。

（福建省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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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志愿者教育培训

提高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近年来，镇江市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

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目前注册志愿者达

１１２万人，占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
１８７％，拥有各类规范性志愿服务组织 ７０余
个、志愿者服务队 ６００余支。无数镇江人用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志愿理念和自身的积

极实践，为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古道热肠注入崭

新的时代元素，更生动诠释了大爱镇江、文明

镇江的本质内涵。回顾历史，在推进志愿服务

事业的不断提升的进程中，曾不得不面对一系

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志愿者管理不规范。

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志愿

服务工作，志愿者队伍与服务项目也越来越

多。青年志愿者、党员志愿者、职工志愿者、

法律志愿者、科普志愿者、平安志愿者，以及

近年来以网络为平台涌现出的各类志愿者组

织，等等。这些组织有力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

的发展，扩大了志愿者的社会影响，但是由于

缺乏统一的管理规范，招募授权不清，工作中

各自为政，志愿者资源与活动未能有效整合，

志愿服务徘徊在低水平的重复之上。二是志愿

服务供需对接不畅。由于缺少信息交流、互动

和共享平台，一方面志愿者注册后满腔热情地

想参加服务活动，却找不到相关项目；另一方

面有的服务项目招募的志愿者数量不足，或招

募不到有专业特长的志愿者，服务需求得不到

有效满足。三是志愿者缺乏有效激励。有的志

愿者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得不到应有的认同

和支持，持续参与服务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有

的志愿者凭一时热情加入志愿者队伍后，参加

了一两次活动后往往兴趣消失；有的志愿者在

单位的组织下被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主观上

未能形成积极认同。四是志愿者专业技能不

足。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我们

不难看出对志愿者专业化水平的要求。从我市

实际来看，也曾同样面临着这样的迫切需求，

如：消防应急、地震应急、医疗救助、全民健

身、科学普及等等。如何切实解决好这些问

题，深入推进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成

为摆在我们各级基层实践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对此，我市以志愿者教育培训为抓手，加

快推进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实践中

逐步探索形成了 “３＋４＋Ｘ”志愿者教育培训
模式。即强化三个环节，建设四大阵地，拓展

若干个专业项目。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强化三个培训环节

第一个环节：入门培训环节。先后经历了

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经市志愿者协会

授权的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在招募注册志

愿者时要求志愿者填写统一印制的 《镇江市注

册志愿者登记表》，并发放 《镇江市注册志愿

者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在参加首次活动前必

须了解注册志愿者的相关管理条款。同时，各

志愿者团队结合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对首次

参加活动的人员必须组织短期集中培训。第二

个阶段，注册志愿者网上登记、注册及审批。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起，我市全面推行 《镇江市注册

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实行志愿者网络化管

理。该系统集志愿组织分层分级管理、志愿者

注册及档案管理、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志愿服

务工作指挥协调、志愿者五星级激励管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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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志愿服务求助等功能于一体。注册前，

志愿者可通过镇江注册志愿者网站学习了解有

关志愿服务知识；注册程序设计上，将学习阅

读 《镇江市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作为申请注

册的前置条件；注册后，志愿者作为会员将更

充分地了解并共享有关服务信息。

第二个环节：岗位培训环节。分为两个层

面：一是短期服务性岗位培训。这类岗位虽属

临时性岗位服务，但活动所要求的基本规范、

服务内容和形式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掌握。如：

每年召开的全市 “两会”，都会有经过市志愿

协会直接培训的志愿者在会议亮相。在 “迎世

博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中，数千名文

明交通志愿者，在上岗前都必须接受交巡警于

各交通路口开展的交通法规集中培训。春运期

间，来自镇江各高校的志愿者们都要在镇江火

车站、长途汽车站售票大厅负责票务工作，上

岗前均接受了严格的培训和考核。二是长期服

务性岗位培训。这类岗位服务周期长，对志愿

者服务规范或专业性要求较高，必须取得相应

岗位服务资格方能参加。如：２００９年组建成立
了镇江市文明城市市民督查团，这是一支由普

通市民参与的志愿者队伍，迄今已发展到２２０
人，已自主开展了２５０多次督查行动，参与了
１００多次文明劝导与督查行动，发表各类督查
报告３００多篇，累计参加活动达到 ２０００多人
次，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被

群众誉为 “城市的啄木鸟”。所有市民督查员

都必须接受市文明办组织的每两个月一次的定

期培训，其中督查团团长及各分团负责人不定

期参加全市性文明创建会议。自２００８年９月我
市首批经过专门培训的４０余名心理矫治志愿者
领取志愿服务证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志愿

者通过培训考核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

第三个环节：骨干培训环节。从面上看，

市志愿者培训学校重点开展市内各级各类志愿

者团队负责人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团队建设

理论与实践、重大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组织、

志愿者规范化管理等，培训形式为专家讲座、

主题沙龙、专题研训、素质拓展训练等。自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起，围绕新推行的 《注册志愿者

信息管理系统》，先后分期分批组织骨干培训，

至３月底已先后组织４０次培训，１５００多名团
队负责人、骨干成员和网络管理员参加。最近

组织开展的 “志愿服务品牌建设”主题沙龙，

吸引了来自０５１１爱心家园、爱心车队、社会妈
妈、市民督查团、文保志愿者，以及供电、体

育、地震等多个行业志愿服务组织的２０多名负
责人参加，他们结合自身实际畅谈队伍发展、

困惑与品牌化建设的对策。从点上看，规模较

大的志愿者团体往往通过年会、座谈交流、体

验式互动活动等不定期开展骨干培训，以不断

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水

平。如：在市志愿者协会的指导下， “社会儿

女”志愿者队伍成功举办首次年会，会上揭晓

了 “社会儿女”标志，讨论通过了 “社会儿

女”管理办法、活动公约和组织架构，并邀请

专家围绕 “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人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等主题，对与会的分团

负责人进行了培训。

二、建好用好四个阵地

第一个阵地：志愿者培训学校。学校是主

阵地。为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扩大培训范

围、提高培训实效，２０１０年，我市挂牌成立国
内首家地级市志愿者培训学校。培训学校主要

开展骨干培训，并对全市志愿者培训工作进行

统筹协调和指导，不断优化志愿者素质，提高

志愿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组织保障：培训学校由市文明办、市志愿

者协会直接领导，校长由市文明办副主任兼

任；副校长３人，由市委宣传部志愿者工作处
处长、市志愿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及市旅游学

校党总支副书记担任。学校下设综合协调部、

培训活动部、后勤保障部。培训经费主要来自

文明创建经费中划拨、社会募集和志愿服务

基金。

培训师资：积极依托在镇高校、职业学校

２０２



经 验 交 流

师资资源和专业优势，协调整合社会各方面力

量，延揽各类专业师资以及各志愿者团队中具

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担任教师，打造培训学校自

己的讲师团和师资库。目前，讲师团已拥有２１
名来自高校和有关行业的专家学者，师资库已

拥有９５名来自各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或志愿者
骨干成员。

培训内容：分层面组织志愿服务团体骨干

培训；志愿服务知识培训和政策法规培训；根

据大型志愿服务或专项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分

类组织心理健康、应急救助、赛会活动、交通

法规等各类专业知识培训；举办志愿者沙龙，

交流志愿服务经验和体会；组织志愿者体验式

素质拓展训练；举办优秀志愿者宣讲活动。同

时，充分发挥校内 “志愿者展示馆”的教育功

能，有计划地组织志愿者、中小学生参观，集

中展示我市志愿者行动开展十余年来在机制建

设、项目运作、社会影响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

及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广泛传播志愿

文化。

第二个阵地：社区培训阵地。依托社区资

源，主要开展体验式、互动式培训，为志愿者

提供一个广阔的实践提升舞台。目前，我市９１
个城市社区全部成立志愿服务站，实现全覆

盖，且全部达到 “六有”标准，即有办公地

点、有负责人员、有服务队伍、有服务项目、

有工作机制、有明显标志。社区培训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社区物质资源的培

训功能。现代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设有便民服

务中心、市民学校、科技普及站、社区康复

点、警务室、劳动保障室、图书室、调解室等

多种功能室。我们让这些配套用室 “物尽其

用”，承担多种志愿服务培训教室的功能。例

如：我们利用社区市民学校的现代远程教育设

备，方便附近的志愿者就近集中学习实用技

术、法律法规等知识，激发了广大志愿者学习

的积极性；在 “便民服务中心”“一站式”服

务大厅，为志愿者进行政策咨询、办理业务、

矛盾纠纷调解处等现场观摩培训，向基层社区

干部取 “服务”经。二是充分挖掘社区服务体

验的实践空间。社区是最广泛的群众集聚地，

具有独特的体验式与互动式培训功能。如：连

续八年每周组织一次青年志愿者集中服务进社

区活动。自２０１０年起，广泛开展 “大爱镇江”

爱之行进社区系列活动，将各类志愿服务队伍

和服务项目集中到社区。重阳节，走进四牌楼

街道，以 “敬老助老”为主题，组织千名志愿

者针对空巢老人心理、生活等特点，深入社

区，开展心理疏导、电器维修、义务诊疗等各

类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国际志愿者

日，走进七里甸街道，以 “志愿七里、情满南

城”为主题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个阵地：行业培训阵地。依托行业的

职能优势推进志愿者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建

设。目前，市内已建成教育、卫生、体育、质

监、药监、供电、环保、气象３０多支行业志愿
者服务队，特别是市级以上文明行业实现志愿

服务组织全覆盖。以卫生系统为例，志愿者达

到１５００人。志愿者多为医护人员，他们本身就
拥有一定的医学护理知识和经验，在医疗急救

类志愿服务中专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进一

步组织的 “急救理论与操作”、“临终关怀”等

培训活动中，师资都是卫生系统著名的专家学

者。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城市各个社

区，所有志愿者都必须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资

格证书。教育志愿者以社区 “四点钟学校”为

阵地，对中小学生开展义务辅导活动。质监志

愿者不定期走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如：

现场接受食品质量投诉，现场演示鉴别计量市

场不法商贩 “阴阳秤”的小窍门，到居民家中

提供空气质量免费检测服务、指导农民实施农

业标准，等等。

第四个阵地：网络培训阵地。发挥网络信

息传递快捷、交互性强的优势，开展各类普及

性培训、交流活动。 “镇江市注册志愿者网”

作为网络培训的主阵地，及时发布活动公告、

活动信息、服务需求信息等。除建有注册志愿

者信息管理系统外，还开辟了 “培训中心”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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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栏目，发布志愿服务通用知识、政策法规及

视频讲座等，供志愿者学习。网络培训的另一

个重要阵地是本地网站 “ＭＹ０５１１”、镇江新闻
网上的各类网络志愿者团队。这些团队以网络

为平台，通过建立网页、论坛等形式，加强互

动，信息交流与发布简便快捷，受众面广。

如：我市的 “大爱之星”集体——— “０５１１爱
心家园”、“社会儿女”、市民督查团等均建有

各自的网上交流平台。拥有３００多名志愿者的
“０５１１爱心家园”，集聚着一大批充满爱心的网
友，在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青

年学生、公司职员、私营企业老板，还有远在

美国、德国、澳洲的海外游子，镇江市委书记

许津荣同志也是一名 “０５１１爱心家园”的志愿
者。２０１０年，该论坛在全国４２０个慈善爱心论
坛中排名第一。

三、深化拓展四类专业项目

志愿者培训，除了依托 “三个环节、四个

阵地”外，还需要若干专业项目的支撑，让志

愿者在实践中得到培训与提高。由于专业项目

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所

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Ｘ。目前，主要有以下四
大类若干个专业项目培训：

第一类：应急救助类。市１２０急救中心志
愿服务分站，为全市突发性事件开展医疗急救

志愿服务工作，开设急救知识市民讲堂，定期

向市民宣传普及心肺复苏术等急救知识，足迹

遍布城乡。世博会期间，市红十字会、市急救

中心举办 “看世博、游镇江”急救技能培训

班，来自真情车队、雷锋车队的３０名出租车驾
驶员成为首批学员。培训后经考核颁发 《急救

技能证书》，并加入现场急救志愿者队伍。

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市迅速组织开展抗震
救灾志愿服务专项行动，３００余名健康陪护志
愿者和心理干预志愿者为转运至镇江的灾区伤

员及陪护家属提供志愿服务。为做好世博会期

间的血液保障，我市建立了大学生志愿者流动

血库，约有 ６０００人，稀有血型流动血库 １７８

人，可随时进行针对性地应急献血。２０１０年，
市地震局与市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地震应急志

愿者培训班，近３０名地震应急志愿者听取专家
讲授了地震科普、地震应急等方面的知识。

第二类：重大赛会类。在本市各类大型会

议、比赛或主题宣传活动中，数千名志愿者在

接待、翻译、医疗服务、秩序维持等不同岗位

上奉献。镇江 “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有

２０００人次参与志愿服务，服务时间达８０００小
时；“走进世博”主题宣传活动期间，４０００名
志愿者双休日坚守在景点志愿服务； “蓝色经

典·梦之蓝”杯亚洲男子俱乐部排球锦标赛期

间，数百名志愿者经招募培训后上岗。

第三类：科普学术类。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全
球规划师联盟大会”志愿者培训班在江苏大学

开班。２２名有较高英语水平的志愿者接受了全
球规划师联盟大会背景知识、镇江历史文化概

况和导游常识、镇江市情及发展现状，以及礼

宾礼仪和外事纪律等方面的培训；并由资深导

游带领，赴镇江一些主要景点进行了实地讲

解、引导培训。每年科普宣传周期间，市科协

都组织召开科普志愿者培训会，向科普志愿者

们介绍科普宣传周概况、宣传主题，并对志愿

者进行接待引导、服务应急等方面的培训。

第四类：慈善爱心类。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我
市举行首届慈善义工助老服务技能培训，来自

“０５１１爱心家园”等１６支慈善义工队伍的百余
名代表自发参加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慈善助老

义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助老工作流程，涉

及 “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急、助医”

六个方面。２０１１年２月，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
司邀请著名国学讲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戴传江先生、江苏大学国学教育家卞新国教

授，举办 “国学义工培训班”，以弘扬中华美

德，培养国学义工队伍为宗旨，传授国学经典

和义工礼仪、技能。

随着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志愿者

在镇江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志愿者服

务活动逐步提升为全市规模的道德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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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动大爱镇江、文明镇江建设的重要力

量。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深受市民好评、在省

内国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志愿服务品牌：自２００３
年起连续９年组织开展的 “镇江青年骨髓捐献

志愿者行动”，各项指标在全国和全省都居于

领先地位。镇江是江苏省１３个市中人口最少的
城市，占全国人口总数不到０２％，占全省人
口总数不到４％，骨髓捐献志愿者已达到１３３８２
人，占中华骨髓库的１３％，占江苏省分库的
１３３％；成功捐髓志愿者达到 ２３人 （其中涉

外骨髓捐献志愿者１人），占到全省的１２４％，
占到全国的１１％。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地级
市前列。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凤凰卫

视、《新华日报》等国家和省级媒体多次宣传

报道。此外， “全民共创文明城、百姓共享好

生活”１０万志愿者集中服务行动，“不给别人

添麻烦”、“负责任地做产品”志愿宣传行动、

“细节文明大劝导”志愿服务行动、 “大爱有

行———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动， “青春

呵护 ‘蒲公英’———镇江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

女”志愿服务行动，以及 “社会妈妈”助学行

动、“黄马甲爱心大行动”，等等，也都在全市

乃至全省产生广泛影响。

志愿者的行动告诉人们，镇江是座爱心之

城，志愿者们用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生

动实践，成就 “大爱镇江”的新高度。我们将

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大志愿服务工作力度，使

“文明镇江，我的责任，镇江文明，我的光

荣”，真正成为３００万镇江人民的共识。
（江苏省镇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赵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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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网上文明传播

志愿者队伍的探索和实践

合肥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是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最为密集城市之一，科研人员

５０万人，大中专学生 ４０万人，高学历人数占
全市人口总数的１０５％，也是网民数量极高的
城市之一。根据第２６届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
合肥网站数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列前茅，网

民覆盖率高达４８９％。如今，合肥在线、合肥
热线、合肥论坛、合肥百姓网、合肥团购网、

合肥家园网等４０余家群众性网站已成为合肥市
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天点击

量均在１０万次以上，对群众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从群众中招募文明传播志愿者，借助这些

网络，以平民的面孔，群众的语言，广泛传播

精神文明建设新成就，反映群众在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新要求，扩大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力，可

以达到建设文明网络、快速传播文明、有效组

织群众、广泛凝聚群众的效果。同时，通过组

建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宣传合肥，提高合肥

知名度，增添合肥美誉度，必将为合肥跨越发

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基于这个认识，

近年来，合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引领，以打造形神兼备的现代化区域型特大

城市为目标，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

素质为核心，积极组建并充分发挥网上文明传

播志愿者队伍的作用，进一步加大精神文明建

设力度，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格局。

一、切实做好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的注册招募和培训管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初，市文明委下发了 《关于

组建合肥市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的通知》，

其中明确规定了志愿者招募的意义、条件及相

关安排。

在志愿者注册招募方面，明确由各有关部

门和县区牵头负责。主要是：市直机关工委牵

头，负责在市直各单位分别注册招募１名志愿
者；市教育局牵头，负责在全市中小学校分别

注册招募１名志愿者；市国资委牵头，负责在
全市国有大中型企业分别注册招募１名志愿者；
各县区文明委牵头，负责在各县区分别注册招

募２名志愿者，在辖区文明单位中各注册招募
１名志愿者，同时做好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网上
文明传播志愿者的注册招募工作。

在志愿者队伍组建顺序方面，坚持先机关

单位、再逐步扩大到社会的原则。经过各部

门、各县区的共同努力，机关单位的网上文明

传播志愿者注册招募工作在短时间内得以快速

推进。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底，我机关单位网上文
明传播注册志愿者队伍已达１１６２人，其中市直
机关单位８９人，７个城区５４３人，三个县５３０
人。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不断扩大志愿者注册

招募范围，依靠组建起来的志愿者队伍，进一

步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注册。目前已有２００余名
群众自觉注册为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进一步

拓展了志愿者的涵盖面和群众性。

在志愿者队伍职责界定方面，明确规定了

五项职责，一是借助本单位网站，通过链接网

上活动和设立精神文明建设专栏等形式，传达

贯彻中央和省、市文明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精

神；二是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精神文明建

设活动，通过论坛跟帖、撰写博文等方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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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引导网上舆论，落实好中央、省、市文明委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任务；三是及时收集整理本

地区、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做好信

息报送工作；四是宣传推广本地区、本单位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先进典型；五是学习借鉴各

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在

本地区、本单位加以推广。

在志愿者队伍教育培训方面，我们采取以

会代训的形式对所有志愿者进行强化集中培

训。重点培训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央文明办

和省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如道德模范

评选宣传、三大文明创建、净化社会文化环

境、红红火火过大年、志愿服务等。二是合肥

市文明创建工作情况以及今年的工作重点，包

括我们今年策划实施的文明出行、文明购物、

文明观演、文明游园、文明就餐和文明校园、

文明工地、文明小区、文明网吧、文明窗口等

十大类文明行动和 “清洁家园·绿化乡村”行

动，让志愿者借助网上传播，加强舆论引导。

三是关于网上宣传的技能技巧。特别邀请安徽

省文明网、合肥在线论坛等网站的专业编辑人

员，现身说法，解读典型案例，从如何策划选

题、如何推敲标题、如何安排段落、如何提高

稿件可读性等方面，给志愿者们进行菜单式

培训。

在志愿者队伍管理方面，一是搭建志愿者

管理平台。依托合肥市志愿者注册登记管理系

统，对所有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进行了电子化

管理。以县区、部门为单位进行细化分类，详

细记录每一位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的姓名、性

别、单位和联系方式等。同时，在确保注册系

统安全的前提下，给各县区各部门分别分配了

相应的后台管理账号，以便其做好队伍管理。

建立了志愿者 ＱＱ群，市文明办和各县区各有
一名专门人员负责本级 ＱＱ群的建立、管理，
每天在线１０小时，及时发布最新工作信息，便
于志愿者相互沟通讨论，交流工作心得，强化

工作协同配合，增强了志愿者队伍的凝聚力。

借助合肥文明网，在 “公告栏”及时发布工作

安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地开展。

二是建立考核激励机制。根据信息上报数量和

稿件被中央、省、市三级文明网采用篇数以及

平时参与文明办组织开展的活动情况，每季度

对志愿者以及志愿者所在单位进行一次整体考

核，按得分情况进行排名，并在ＱＱ群内公布。
依据季度考核排名，２０１１年３月初，我们对网
上文明传播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积极、效果显

著的４个单位、１０名个人和 “我们的节日·春

节”网上活动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奖励。

三是加强纪律管理。切实抓好纪律作风教育，

充分赋予志愿者发布健康信息的自由权利，同

时要求志愿者全面增强责任意识、自律意识、

文明意识，不得在网络上散布不良信息，做到

“给方便不给随便”。为加强管理，市文明办专

门设置了活动信息报送邮箱，及时收集各县区

和市直各单位的工作动态和活动小结，对活动

组织不力、活动动态偏少的县区或单位，市文

明办及时与志愿者进行沟通谈话，乃至进行内

部通报。多措并举，使志愿者队伍做到了 “形

散而神不散”，让每名志愿者既有动力又有压

力，既有荣誉感又有责任感，从而更加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网上文明传播活动中来。

目前，全市文明传播志愿者注册招募和培

训管理工作蓬勃开展，各个县区和一些市直单

位也结合自身实际，组建了自己的网上文明传

播志愿者队伍，加大了对本地区本单位的精神

文明建设宣传，展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勃勃生

机。比如，肥西县自行招募了４００余名网上文
明传播志愿者，为宣传肥西、展示肥西精神文

明建设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依托精神文明创建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网上志愿服务活动

全市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组建以来，

我们组织志愿者广泛参与全市各项重大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有效贯彻了中央文明办的各项工

作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合肥特色的志愿服

务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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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志愿者参与 “红红火火过大年”系

列活动。主要有：一是参与 “网上拜大年”活

动。发动文明传播志愿者带头在网上发帖向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和先进模范人物拜大年，并

转发到其他 ＱＱ群以及个人博客上，引导更多
的网民向先进模范人物拜年，学习他们的好人

精神，引领社会进步。组织志愿者精心设计制

作了６张电子贺卡，其中３张被中国文明网采
用，并制作了活动专题页面，各单位志愿者均

在本单位网站对专题页面进行了及时链接，其

中贺卡点击和转发次数均在５万次以上，活动
参与人数达１０万人次以上，产生了良好效果。
二是参与 “网上摄影展”活动。发动志愿者深

入基层，拍下自己认为最美或是最感动人的场

景照片。共收集照片２００余张，向中国文明网
报送１１张，群众点击次数达３万次以上。三是
参与 “元宵网上猜灯谜”活动。合肥文明网和

市属相关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将中国文明网设

计制作的 “元宵网上猜灯谜”游戏进行了链

接，供广大网民参与，安徽电视台在元宵节系

列活动中还依据此页面进行了猜灯谜活动，既

为广大群众奉献了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又进

一步扩大了合肥精神文明活动的影响力，收到

了良好效果。四是参与传播基层 “红红火火过

大年”的生动场景。在春节期间三河镇举办的

第九届民间文化艺术节上，肥西县志愿者自始

至终参加，全程记录下文艺踩街、玩花船、闹

花灯、击腰鼓、扭秧歌、庐剧戏、民俗表演、

非遗传承人展示绝活技艺等精彩内容，并上传

到网上。在每年一度的 “二月二”吴山庙会

上，长丰县志愿者伴着十里八乡的村民，一齐

来到庙会现场，用照相机拍下庙会上丰富多彩

的活动场景，用笔记录下庙会中蕴涵的丰富传

统文化，后又在网上进行传播。通过这些网上

文明传播志愿者的宣传，不仅使传统文化得以

弘扬，使年味更浓，使过年的气氛更加文明、

祥和，也使合肥人的精气神更加振奋。

２组织志愿者参与全市 “清洁家园·绿化

乡村”活动。这项活动我市已坚持３年，旨在

通过美化乡村、增加乡村绿色，改善农村环

境，进而引导广大老百姓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相较于往年的活动开展，今年由于有广大文明

传播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和监督落实，活动更加

深入人心、更加生动活泼，取得了令人更加满

意的效果。在活动中，广大文明传播志愿者一

是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他们在网络上开辟

专栏，广泛宣传 “清洁家园·绿化乡村”的目

的意义，宣传植树造林的经济价值和环保价

值，宣传每人每年种３棵树，就可实现一年零
碳排放目标，宣传党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政

策与要求，普及新农村建设常识，动员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自觉抛弃不健康的生

活习惯。二是积极发挥参与组织作用。志愿者

们带上从网络上学到的外地市成功经验，深入

到村组，组织村民把外地市经验与本地实际相

结合，把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以村规民约

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从

而使活动过程成为群众自觉告别陋习、不断走

向文明的过程。三是监督工作落实。在 “清洁

家园·绿化乡村”活动过程中，广大志愿者们

把全市每月工作检查中后进乡镇的问题发布到

网上，并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全市活动的开展。

３组织志愿者参与全市文明交通专项整治
行动。此项活动我市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至今
已历时３年。在２０１０年的活动开展中，广大志
愿者积极发挥了宣传法规、提供参谋和群众监

督作用。一是宣传法规。广大志愿者积极在本

地网络上宣传交通法规，开辟 “文明交通大家

谈”、“醉驾该不该关禁闭”等讨论，引导群众

充分认识到不遵守交通法规的危害性，自觉摒

弃不良交通习惯。二是为主管部门提供参谋。

志愿者深入群众中，收集群众对城市交通中感

觉不便利或是设置不合理的道路开口、护栏等

设施的改进建议，提供给主管部门改进１００多
处。三是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志愿者配合交警

部门在重要交通路口劝导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

人、车辆，对交通中不遵守交规的行为拍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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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发布在网上，配上评论，引导更多的人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注重脚下文明，不乱开车，

不乱停乱放。特别在我市开展的整治渣土车、

运料车、混凝土搅拌车专项行动中，广大志愿

者积极配合整治行动，深入到建筑建设工地，

检查以上三类车是否按照规定放大三倍车牌，

渣土车在出工地前是否冲洗轮胎、洁净上路，

进行全面监督，对违规车辆拍下照片，提供给

主管部门进行查处，促进了整治行动的有效

实施。

４组织志愿者参与全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
行动。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之

一，合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

重点，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大力推进社区

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矛盾化解等八项工作创

新。在工作推动中，市文明委组织广大志愿者

一方面深入基层，总结了解基层在创新工作中

的好做法、好经验，反馈给市里，传播到网

上；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网上宣传，发布政府的

相关举措，就 “推进社会性住房建设”、“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加强小区治安防范”、

“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等与百姓生活密切

相关专题，组织网民充分展开讨论，征求网民

对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调动起群众对创新

工作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集中民智，为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

５组织志愿者参与合肥市首届 “十佳美德

少年”和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底、２０１１年年初开展的这两项活动中，市
文明办动员广大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及时将相

关专题网页链接在各自所属的单位网站上，并

将链接网址在志愿者各自所拥有的 ＱＱ群、私
人博客中进行转发，从而引起更多的群众关

注。由于志愿者的广泛宣传，两项活动共吸引

２０余万人次参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
使评选工作更加客观公正，评选结果更加具有

社会公信力。如今评选结果产生了，这些先进

模范也成了众人皆知的 “明星人物”，社会示

范效应十分明显。

６组织志愿者参与全市学雷锋服务月活
动。在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日学雷锋纪念日前后，市
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积极在网络上开展了

“学习雷锋 传承文明”专题宣传活动。先是由

志愿者在合肥在线论坛发布向雷锋学习的号

召，随后广大志愿者在网上跟帖讨论 “雷锋精

神到底有没有过时”。通过讨论，使人们认识

到其实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雷锋精神的具体

实践者就是当代的时代好人和道德模范等先进

模范人物，他们就是当代的雷锋。从而在很短

时间内让雷锋精神得到了快速传播，也让当代

青年们坚定了学习雷锋的信念，自觉在社会实

践中争做好人。

７组织志愿者积极在单位发挥宣传策划作
用。春节前，合肥市邮政局志愿者向单位领导

建议，利用本单位发行邮政明信片的资源优

势，印制发行文明传播明信片，得到单位领导

首肯。共印制６０００份 “迎新春讲文明树新风”

明信片，向社会大力传播中央文明办倡导的读

书学习之风、勤俭节约之风和文明礼仪之风，

社会反响良好。合肥移动公司志愿者在新春来

临之际，向单位领导建议通过手机短信方式，

向全市人民发送文明短信，亦被单位领导采

纳。春节期间，合肥移动公司共向全市人民发

送３００多万条文明短信，祝福全市人民新春快
乐，提醒市民文明过节。

三、建设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的

体会和成效

组建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后，我们深

切感受到不论在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

办部署的工作任务上，还是在推动本市创建重

点难点问题解决上，都有一种轻松自如、豁然

开朗之感，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呈现出

一种欣欣向荣、如火如荼之势。

１志愿者队伍已成为上级政策的传播者、
宣传者。由于有了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依靠

他们的智慧和积极参与，使我们得以将中央文

明办要求与合肥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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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虚拟空间与生动具体的创建实践结合起来，

丰富了文明创建手段，拓宽了文明创建空间，

让社会方方面面的创建活力竞相迸发，找到了

一个将中央精神在地方生根发芽、有效落实的

好办法。

２志愿者队伍已成为我市创建重点难点问
题的破解者、推动者。志愿者队伍不仅在网络

上传播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鼓与呼，而且在

文明创建具体实践中大显身手，成为破解我市

创建难题、挑战创建 “短板”、打造创建亮点

的突击手。在我市开展的文明交通、 “清洁家

园·绿化乡村”、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等重点难

点问题推进中，志愿者们均发挥了破解者和推

动者的作用，成为促进问题有效解决的重要

力量。

３志愿者队伍已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志愿者平时生活在基

层、工作在单位，他们成为联系全市创建大局

与基层工作实际的重要纽带，成为指导基层抓

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如在我市开展的学

习道德模范、争做道德模范活动中，一些中小

学校文明传播志愿者积极组织本校学生参与到

网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各类先进模范人物

的学习宣传活动中来，并要求他们在看过的网

上先进人物事迹后跟帖写出自己对先进人物的

认识与感受。这项活动既使基层活动得以充

实，又有效落实了市文明委的相关工作部署。

４志愿者队伍自身已成为时代文明风尚的
引领者、践行者。由于我们严格把关，认真培

训，使得这些志愿者不仅自身素质高，网上宣

传有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人一杆旗、

一人一盏灯。如志愿者曾军在第一时间注册为

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后，又在天涯社区、合肥

论坛上发帖，利用 ＱＱ群，动员其他朋友注册
为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在注册完成后，他又

利用电子邮箱作为联系纽带，将最新的精神文

明建设活动信息发送给每个志愿者，将创建工

作从纸上模式拓展到网上，从而成为网上文明

传播的一杆旗，照亮他人的一盏灯。

建设网上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的工作才刚

刚起步，但前景远大。在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

办的领导下，我们将不断努力，力争使这一工

作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

（安徽省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邓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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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社区志愿服务

着力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辖 １０县 （市、区），

４８９个社区，人口 ３５０１８万，其中城镇人口
２８７９２万人，流动人口１５０万人，而且大都生
活在社区。目前，我市有１８个规模较大的行业
志愿服务队组织，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４８９个，
社区志愿服务队４８００余个，注册志愿者共计
３５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０％。在我市组织开
展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中，直接涉及民生、市

民普遍受惠、参与人员最多、社会影响广泛的

是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

２００９年太原市成立了志愿服务工作处，负
责统筹、安排、组织、协调全市的志愿服务工

作。２０１０年１月成立了太原市社会志愿服务工
作委员会，受市文明委的直接领导，市委副书

记为主任，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为副主任，

各有关部门参加，志工委办公室设在文明办志

愿处，建立了志愿服务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对全市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了重新

整合。把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全市志愿服务工作

的重点任务来抓，将志愿服务活动纳入了加强

社区建设的总体框架，从办得到、群众又迫切

需要的事情入手，使这个就近就便、天天可为

的基础性志愿服务项目造福于社会，造福于

人民。

建立了 “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太原市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由社区、专业、文明单位和

社会组织四部分组成。其中社区志愿服务队是

主体，专业服务队、社会服务队和全市文明单

位服务队是补充。一是属地社区主导型的服务

组织。由市文明办牵头，１０县 （市、区）、开

发区文明办负责，街道和社区具体实施的属地

管理志愿服务工作站，有７６万余人在社区注
册成为志愿者，主要负责开展生活料理、心理

抚慰、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是太原市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主力军。二是专业职能配

合型的服务组织。由市志工委牵头、职能部门

负责，相关队伍具体实施的专业志愿服务组

织，目前有１８个行业志愿服务组织，根据社区
志愿服务的需求，主要负责环保、法律、卫

生、治安、科普等专项志愿服务，是太原市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先锋队。三是文明单位示范

型的服务组织。由市文明牵头，市直各党

（工）委、县 （市、区）委负责，全市８００多
文明单位具体实施的示范性志愿服务组织。根

据社区志愿服务的需求，以 “二帮一”、“多帮

一”的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是太原市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的示范队。四是社会力量补充

型的服务组织。成立由市志工委办公室牵头、

各成员单位和县 （市、区）文明办负责、社会

自发组织的志愿服务组织队伍具体实施。以拾

遗补缺的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是太原市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的补充力量。

太原市制定统一的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明

确各类补充形式的志愿服务与社区志愿服务的

关系及责任、义务，分级分类建立志愿服务数

据库，界定四大服务队的社会定位、服务对

象、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经费来源、考核激

励、志愿者权益等。在开展工作时，以市文明

办志愿服务处为枢纽，搭建社区志愿服务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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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补充形式服务队之间的桥梁，进而形成了

党政部门组织协调、检查督导，社区、专业、

文明单位和社会齐抓共管、联动运作、 “四位

一体”的良好局面。四种类型的志愿服务互相

补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每年为社会提供

超过１５００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形成太原市社区
志愿服务完善的网络体系。

二、立足社区实际，丰富拓展志愿服

务活动内容

我市社区志愿服务工作遵循 “需求 ＋可
能”原则，将不同的服务主题、服务对象和服

务需求逐一分解细化为具体的服务项目，每个

项目都确定专门的服务对象、服务人员、服务

内容、服务时间和服务标准及要求。目前，太

原市已经可以对空巢老人、残疾人、下岗职

工、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困难

家庭、一线企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事业单位、小

区物业公司等９类人群和单位开展志愿服务，
有效解决了居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实际困

难，基本满足了社区内各个不同群体对志愿服

务的需求，增强了志愿服务的实效性和针对

性，实现了社区志愿服务对象的广泛覆盖。

目前全市可开展的社区志愿服务共有八类

五十四项，分别为：生活照料 （钟点服务、保

洁清理、证件办理、验证审核、日间看护、代

缴费用、水电暖检、电器维修、裁剪缝纫、烫

发理发）；心理抚慰 （聊天、陪护、疏导、咨

询）；应急救助 （医疗卫生、治病求医、医疗

救护、应急处理）；健康保健 （起居、就餐、

养生、烹饪）；法律援助 （法律维权、法律咨

询、代笔文书、民事调解、法治宣传）；社会

教育 （文明礼仪、文艺展示、模特表演、书画

培训、健身娱乐、文化普及、摄影摄像、旅游

参观）；扶弱助困 （扶残助残、红十字爱心援

助、出租车爱心帮扶、再就业技能培训、再就

业岗位帮助、无偿献血、宝贝回家、帮学助

学）；社区事务 （科学知识普及、环境保护、

绿色生活、安全生产、环境卫生、治安巡防、

维护稳定、文明交通、消防安全、防震减灾、

捐献遗体）等。

三、广泛发动群众，大力推进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

我市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从人民群

众愿望出发，坚持从具体实事做起，推出群众

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

１大力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
太原市有近６０万的老年人，３０万的 “空巢老

人”，有大量的志愿服务需求，积极开展送温

暖、献爱心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尤为重要。全市

大力开展关爱 “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送温暖活

动，经常性地为老年人提供节日慰问、医疗义

诊、心理辅导和家政服务，开展文娱健身活

动。如，太原市小店区水总社区每天与社区内

的重点帮扶老人通一次电话，掌握老人的情

况，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２０１０年１月太原市
举办了由中央文明办主办、太原市文明委承办

的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向部分空巢老人赠送了党报、老年贴心宝 （手

机）、手炉等物品，组织文明单位向关爱空巢

老人志愿服务行动捐款，共计１７４万元。
２大力开展便民利民志愿服务活动。太原

市社区志愿服务从传统的帮助空巢老人打扫卫

生、做家务，扩展到陪老年人聊天、看病，为

老年人表演文艺节目、组织老年人旅游、参

观，代办各类手续，提供应急救助，甚至是家

庭矛盾化解、司法调解和后事安排等多方面。

针对空巢老人不同服务的需求，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服务。目前太原市依托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已建立能够提供家政服务、法律咨询、日

间照料、家电维修、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的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 （站）２００多个，辐射空巢老
年人家庭 ９８４１６户。太原市 “８１８１８９０”居家
养老服务网络平台，依托太原市社区服务信息

网络平台服务系统，建立了社区便民服务网点

５８４个、社区医疗服务站１０７个、法律服务站
１３６个，为老年人就近、便捷地开展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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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的服务，成为全国较早开展市级居家养

老网络平台的城市。太原市老干部局 “电子保

姆”网络服务平台的运行，以先进的科技手段

给特殊老人送去便捷的生活服务和及时的应急

医疗救护，为特殊老人的生活和生命提供了保

障，被老干部们亲切地称呼为 “生活的好帮

手、生命的保护神”。

３大力开展结对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太原
市社区志愿服务采取 “请出来、走进去”分类

服务的方式。“请出来”，就是动员行动方便的

老年人走出 “小家”，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这个 “大家”，接受亲情化、人性化的多种

服务，请他们出来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文化活

动，丰富精神文化需求。“走进去”，就是社区

指派专业志愿者上门为老年人提供专项服务，

实行 “一帮一”、“二包一”、“多帮一”专业

服务的方式，全市对独居、高龄、特困、行动

不便老人的帮扶面达８５％以上。
４大力开展倡导文明新风志愿服务活动。

我市把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作为提高公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项战略任务，

以各种专项活动为载体，整合政府和社会各方

力量，组织科技、文体、法律、卫生、文明出

行志愿者进社区，开展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

进文化、开展法律援助、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倡导文明出行等方面志愿服务。市教育局、市

科协长年组织科普教育志愿者在社区开办讲

座，组织论坛；市文广新局组织文艺志愿者走

遍全市小区院落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和各

种类型的广场文化活动，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

神生活无私奉献；市卫生局、老龄办组织医疗

团队、专家教授深入一线为社区内的老年人、

残疾人上门服务，开展健康知识培训，掌握老

年病的一手资料，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同时也促

进了自身医疗水平的提高；市司法局组织法律

工作者进入社区、工地、厂矿、企业，为外来

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提供法律援助、普及法律知

识、维护合法权益，特别是开展少年法庭活

动，在未成年人当中普及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理念；市交警支队组织干警志愿者深入

社区开展文明交通安全知识大讲堂活动，倡导

文明出行的行为方式，摈弃六大交通陋习，使

学用结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组织开展保

护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大力推动义务植树、绿

化美化、清理脏乱、整治污染等行动，为基层

群众提供各种专项志愿服务。太原市尖草坪区

江阳社区是一个企业家属小区型社区，他们积

极组织志愿者服务社区清洁工程的开展，与驻

地单位签订责任书，每年确定一条小区院落的

街道为 “志愿服务共建路”；江阳社区为解决

小区保安力量不足，维护社区治安环境，组织

起老年志愿巡逻队，发动小区内退休的原企业

中层领导干部，配发统一标识，担负起安全巡

逻任务，为维护社区内的治安环境起到了必要

的补充作用；选煤社区是一个工矿企业社区，

长年组织社区志愿者深入生产一线为职工送绣

有、写有、画有安全生产标识的毛巾、鞋垫、

慰问信等，大力开展倡导安全生产为主题的义

务演出，职工们在享受志愿服务的同时，普及

了安全知识，提高了安全意识，企业也得以全

力搞好生产，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５大力开展传统节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太原市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 “我们的节日”为

契机，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七大节日均开展丰富

多彩、覆盖广泛、内涵丰富的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清明节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宣讲文明祭扫

理念、开展防火巡查；端午节为困难家庭、老

年人、一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送粽

子；七夕节组织开展老年鹊桥会大型公益活

动；中秋节与 “空巢老人”团聚，接老年人回

家，开展睦邻点活动；重阳节组织老年人旅

游、参观，给 “孤寡老人、三无老人”过集体

生日。２０１１年春节、元宵节期间，太原市积极
组织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广泛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卫生、送平

安、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接 “空巢老人”回

家一起过春节，组织老年人一起吃团圆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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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拜年、表演节目，帮助行动不便的老

人、残疾人外出观灯、闹社火，成为节日期间

的一大亮点。

在开展社区志愿服务过程中，太原市逐渐

形成了一系列志愿服务品牌，通过集中宣传，

发挥品牌效应，以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整体工

作的开展。如，太原市的 “魅力老爸老妈”志

愿者队伍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深入到

社区、公园、广场、大街小巷组织辅导群众开

展文化活动。老爸老妈们由原来的被关爱者转

变为服务他人的志愿者，也成为我市关爱 “空

巢老人”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一张靓丽的名

片。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社区在开展社区志愿

服务中推出 “十不出社区”和 “十上门”活

动，即：证件办理、治病求医、验证审核、日

间照料、释疑解难、文化娱乐、裁剪缝纫、烫

发理发、国学传播、教育实践不出社区，党的

政策贯彻、思想道德宣传、文明活动开展、计

划生育落实、民事纠纷调解、公民法治教育、

孤寡贫困扶助、科学技术普及、特殊情况慰

问、方便居民服务上门的 “十不出社区”和

“十上门”做法，成为全市推广的便民利民志

愿服务活动的模板。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北街

社区的志愿者利用自己家庭住房，建立了供老

年人就近团聚、交流、娱乐的 “睦邻点”，每

周２—３次组织社区内的志愿者到家中与老人聊
天，和老人一同演节目，给老人洗衣服、收拾

家，陪老人洗澡、看病、健身、游玩，为老人

办理证件、代缴费用等，使老人真切地感觉到

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睦邻点”活动的开

展是太原市关爱 “空巢老人”社区志愿服务送

温暖活动的又一个创新举措，得到了广泛认

同。这些志愿服务的品牌，从一个社区、一个

项目着手，开拓了社区志愿服务的新领域、新

项目，促进了太原市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交流

学习，使全市的社区志愿服务得以平衡发展、

普遍提高。

太原市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在扶危济困志

愿服务中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倡导了时代文

明风尚；在便民利民志愿服务中培育了相互关

爱氛围，营造了和谐社会环境；在社区志愿服

务实践中满足了个人价值追求，培育了核心价

值观念。我市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证

明，社区志愿服务形式多种多样、方式灵活便

捷，突破了条块分离的行政管理手段，为社会

各阶层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渠道和载体，

适应了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

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特点，蕴涵着巨

大的精神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教育价

值，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推动

了关于 “志愿服务队伍由以青年为主向全体社

会成员共同参与转变，志愿服务活动由以阶段

性为主向经常性活动转变，志愿服务管理由松

散型向规范化转变”要求的落实，营造出处处

是志愿服务之地，时时是志愿服务之机的社会

氛围，带动全社会志愿服务工作步入了良性发

展的轨道。同时，社区志愿服务有效地促进了

社区建设，夯实了太原科学发展的基础，加快

了向全国文明城市目标迈进的步伐。

（山西省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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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运用传统节日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统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

重要载体，节日期间是人民物质需求、文化需

求、感情需求最为旺盛、最为集中的时期，也

成为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最有利的时机。在

实际工作中，我们依托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利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的有利时

机，着眼于弘扬传统文化、传递社会关爱、践

行文明理念、促进社会和谐，大力开展特色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有力促进了全市志愿服务事

业持续健康开展。

１开展送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弘扬传统文
化。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活跃节日气氛必不

可少的重要内容。我们围绕丰富群众生活、打

造文化社区品牌坚持开展送文化系列活动。一

是组织开展了 “文化服务进社区”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根据工作需

要，分类发布招募信息，面向全市招募了一批

文化、科技、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志愿者，组

成了 “文化进社区志愿者服务团”。精心创作

和选择了一批符合节日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

剧目，在春节、元宵节、七夕、中秋、重阳等

节日期间，组成多支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

展送戏曲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服务活动，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２００８年以来，累计开展戏
曲、电影等文化下乡１３万多场次。市文联每年
还组织各级文艺志愿者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到

城市商业区、农村集市等开展送春联、送年

画、猜灯谜等活动，积极传播传统文化。二是

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区文化发展。在全市各社区

普遍建立志愿者协会、文体协会等协会组织，

鼓励和引导各地社区志愿者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利用传统节日，在社区内举办书画摄影鉴

赏等技能培训和法律卫生保健公益讲座，以及

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市各社
区累计举办各类公益讲座１２０００多场次，形成
了一批风格别样、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

２开展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传播文明理
念。围绕维护优良秩序、创造优美环境、开展

优质服务，开展送文明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一

是开展清洁家园活动。每逢传统节日，市文明

办都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文明办牵头组织开展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志愿服务集中活动和

“美在家庭、美在社区”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宣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

式，倡导文明过节。组织社区志愿者开展清理

卫生死角、清理违法小广告，及时清理烟花爆

竹残屑和废弃物，广泛开展环保知识宣传、植

树护绿、清除白色垃圾、清理 “三大堆”等环

境保护与治理活动。每年，各级开展环保宣传

和环境维护活动达５００多次，参与志愿者３万
多人次。二是开展文明劝导活动。２００８年市文
明委下发实施意见，在全市启动实施 “讲文

明、重品行、促和谐”活动，广泛开展文明礼

仪常识宣传，积极营造追求文明、告别陋习的

良好社会氛围。每逢传统节日和重大节会，市

文明办、市公安交警支队都联合组织志愿者开

展文明交通活动，近万名志愿者，统一标示，

分赴市区各主要路口，协助执勤交警开展交通

劝导活动。三是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市科协充

分利用重大节日、重要纪念日、农村大集的有

利时机，组织志愿者队伍到重要路口、广场、

５１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集市等人流量大地区发放科普资料，张贴宣传

画，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引导农民破除迷信、

崇尚科学，倡导文明新风。每年清明节，市文

明办都精心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清明”活

动，移风易俗，引导市民文明祭祀。四是服务

重大节会。除了全国性的传统节日，我们还充

分利用地方性重大节会，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２００９年，第十一届全运会期间，我们组织
２５０名赛会志愿者、４００名城市志愿者和广大社
会志愿者积极开展志愿服务，累计上岗１万多
人次，服务时间达６万多小时。第七届花博会
期间，５５７名志愿者在会务接待、讲解、礼仪、
翻译等多个岗位开展志愿服务。上海世博会期

间，我们精心挑选４８名大学生志愿者，为上海
世博会多个岗位作出积极贡献。

３开展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传递社会关
爱。为帮扶弱势群体、传递社会温情，我们组

织开展了送温暖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一是关爱

空巢老人。我们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２００９年
市文明委制定下发 《关于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

愿服务活动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了以市志

愿者协会为枢纽，以青年志愿者协会、慈善义

工以及其他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为分支，以社区

志愿服务站为重点，以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

服务队为骨干的纵到底、横到边、上下贯通的

志愿助老服务网络体系。工作中，我们将重心

放在社区，在社区普遍建立了志愿服务工作

站，开通了为老服务热线电话，依托社区便民

服务网点、社区医疗服务站、法律援助站、物

业公司以及驻区单位，组建不同类型的助老志

愿者队伍。目前，全市已成立各级各类服务队

伍１３００余支，招募助老志愿者 １２２万余人。
通过 “一助一”、“一助多”、“多助一”等多

种模式，为社区内空巢老人就近、便捷地提供

多层次、网络化的志愿服务。组织成立应急救

助志愿队伍，并向空巢老人发放融便民服务、

警民联系、医疗救助、困难救助为一体的电话

联系卡，在老人急病、急需时能够得到及时救

助。每年的春节、中秋、重阳节等节日期间，

组织志愿者们为社区 “空巢老人”提供免费的

家政服务，陪老人聊天、外出散步，帮老人做

家务等，为老人送去节日的温暖。二是关爱农

民工。发挥工会、人社局志愿者组织作用，利

用春节等农民工返乡时间，到农村社区对外出

务工农民进行维权和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企业

招工信息，为农民务工和企业招工牵线搭桥。

奎文区的１６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还与５０名农
民工子女代表结成了 “多助一”的帮扶对子，

向农民工子女代表赠送了价值近２万元的书籍
和风筝，一起放飞风筝，合影留念。三是开展

扶危济困活动。每年的重要节日，各级志愿者

协会都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为病灾困难群

众、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居家养

老、心理咨询、助收助耕等生产生活服务。

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市志愿者累计提供扶贫帮困志
愿服务６０００多人次。
４开展送和谐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平安祥

和。围绕惠民生、保平安、共建幸福潍坊开展

送和谐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围绕 “平安潍坊”

建设，开展了 “建设平安潍坊志愿行动”，使

有限的警力与无限的民力相结合，在春节、元

宵、清明、中秋等节日期间，组织社区志愿者

配合公安干警开展治安巡查、禁赌禁毒和防范

违法犯罪等工作，组织老年志愿者对未成年人

上网进行监管引导，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人员

流动大的公共场所协助维护秩序，组织专业志

愿者普及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

急处置知识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有关规定。

司法部门还引导法律工作者深入基层，特别是

农村地区，采取举办法律培训班、以案讲法、

现场办案、咨询服务等形式，随时为农民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化解矛盾纠纷。２００８年以来，
法律服务志愿者接受法律咨询２３万多人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０００余件，调处矛盾纠纷
１２万多起，调处成功率９８６％。卫生部门积
极开展送健康志愿服务，组织营养保健专业人

员向居民讲解食品安全、健康膳食与营养平衡

等知识，开展 “健身大拜年、体育进万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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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医疗卫生志愿者利

用节假日深入社区开展卫生健康知识宣传、疾

病预防培训，为群众提供体检、健康咨询、生

活百科等服务。目前，社区居民普遍建立了健

康档案，每年有８万多农民群众接受医疗卫生
志愿服务。

积极围绕传统节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促

进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又赋予节日以

新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批新的民俗文化品

牌，丰富人民群众节日生活。帮扶了社会弱势

群体，排查化解了一批矛盾纠纷，促进了社会

和谐。同时，也弘扬了志愿文化，促进了志愿

服务活动的大发展。目前，我市注册志愿者总

数已达７０万余人，按照行业特点和志愿者专
长，组建了文化、环保、医疗、礼仪、助老、

助残、治安维护、法律援助、文明劝导等多支

志愿者队伍。志愿者服务队涵盖了党员干部、

企业职工、社区居民、在校学生、教职员工、

医务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离退休人员等不同

群体，形成了 “鸢都义工”、 “潍坊义工”、

“爱心车队”、“雷锋车队”等一批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志愿服务组织和 “讲文明、重品行、促

和谐”、 “我为风筝都添光彩”等特色活动品

牌，我市志愿者的优秀代表王新航同志被推荐

为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我们虽然在运用传统节日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总体上来讲，

我市的志愿服务活动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还有大量基础性工作需要做。下一步我们将主

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来推动志愿

服务工作新的发展。

１推进志愿服务信息数字化。在现有基础
上，整合并建立全市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进

一步推进志愿者信息数字化，实现信息互通，

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志愿者信息进行有效

管理，进一步整合和合理调配全市志愿服务资

源。同时，依托各级文明网和社区数字化服务

平台，完善志愿者服务信息发布平台，根据各

类志愿者服务范围不同，发布有关志愿者服务

信息，推进志愿者招募和活动组织的网络化，

实现志愿服务活动与群众需求的网上互动，让

志愿服务更好地服务群众需求。

２推进社区志愿服务站建设规范化。目
前，我市各社区已经普遍建立志愿服务站，但

是场地条件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制约了志愿

服务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坚持

高起点、高标准，统一规范社区志愿服务站管

理规范和志愿服务档案。实行以点带面、以中

心带周边的办法，在每个县市区分别精选１—２
个社区建立示范点，在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招募

注册、教育培训、管理服务、考核激励和档案

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然后以此为样板，

辐射带动其他社区，提升社区服务站管理

水平。

３推进志愿者组织和活动品牌化。坚持以
活动树品牌，努力实现优秀志愿者组织和志愿

服务活动品牌化。发现和培养一批优秀志愿者

和专业志愿者组织，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经济社

会重大活动和其他各项公益活动，在奉献中成

长。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和

支持他们围绕传统节日、结合地方民俗开展各

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利用报纸、广

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普及志愿服务知

识，宣传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组织的先进

事迹和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力争形成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一批志愿者品牌和志愿服务活动

品牌。

（山东省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孙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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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推动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常态化

扬州是位居江苏中部的一座人文古城，自

公元前４８６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开始，至
今已有近２５００年历史，曾创造了 “兴盛于汉、

繁盛于唐、鼎盛于清”的辉煌。近年来，扬州

在古城保护、人居环境、文化传承等方面，不

时赢得国际、国内大奖。当前，扬州正在全力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扬州人清楚，一座文明的

城市，首先是要有文明的市民。扬州在塑造文

明市民的过程中，不是把市民单纯看成规训的

对象，而是具有提升自我能力的行动者。通过

发掘市民中具有道德力量的典型，用吸引和感

动影响市民，用人性的光辉直指人心，为道德

教化增添了一份温暖的情怀。２０１０年 ６月以
来，扬州市委宣传部、扬州市文明办联合扬州

日报社、扬州广电总台大力开展推荐、宣传、

学习、争做 “扬州好人”活动，把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办成了范围最广泛、影

响最深入的 “道德总动员”。现将我市开展活

动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简要汇报。

一、发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身边好

人层出不穷

在熟悉的人群中推荐好人，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好事，用心去观察和体会，好人就在你我

身边。从２０１０年６月起策划 “扬州好人”推

广活动，原计划全年集中宣传１００名典型的凡
人善举事迹，结果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媒

体报道的好人就突破１００例；到２０１０年年底，
扬州市各新闻媒体累计推出 “扬州好人”报道

６００多条，推出好人 ２０３名。我们的做法主
要是：

１展开全面的组织发动。“扬州好人”推
广活动由扬州市委宣传部、扬州市文明办、扬

州日报社、扬州广电总台联合发起，活动通知

下发到所有县 （市、区）文明办，全市各部

门、各单位。各县 （市、区）、各部门、各单

位又将活动通知层层转发，在很快的时间内推

荐身边好人的消息就传达到各级机关、企事业

单位、街道社区、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全市

各媒体同步刊播通知全文，确保好人推广活动

的消息传播到全市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点

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扬州好人”推选活

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各行各业、干部

群众非常踊跃，纷纷向扬州市文明办和扬州市

各新闻媒体推荐身边好人。

２开通便捷的报送渠道。活动通知上公布
了扬州市文明办、扬州日报社、扬州广电总台

的联系人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同时，设立好

人报送专用邮箱。各县 （市、区）文明办、市

各部门、各单位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好人材

料；社区群众推荐身边好人，可以直接打电话

到报社和广电台提供线索。一时间，社会各界

群众提供的好人报道线索不计其数，文明办设

立的好人推荐信箱信件不断，新闻媒体设立的

“扬州好人”报料电话成了名副其实的 “热

线”。许多单位打电话到市文明办，要求优先

报道他们推荐的身边好人。媒体有时一天接到

１０多个好人报道线索，无法立即安排记者采
访，有市民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市文明办投

诉，要求市文明办督促媒体组织采访。

３进行立体的宣传推动。扬州日报、扬州
晚报、扬州时报、扬州电视台、扬州电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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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网等市级新闻媒体全面开花，分别开设 “扬

州好人”专栏、专题。扬州电视台的 《扬州新

闻》、《关注》、 《今日生活》栏目都开设了好

人专题；电台的 《９８５系列新闻》、名城扬州
网、百姓生活网，包括 《扬州广播电视报》都

有相应专栏。市各媒体通过消息、通讯、访

谈、言论等多种形式对 “扬州好人”进行立体

式的集中报道，每两天就推出一名 “扬州好

人”与广大市民 “见面”。媒体的全方位报道

就是最好的宣传发动，随着报道的深入，好人

推选活动家喻户晓，完成了最深入、最全面的

发动。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干部群众推荐出２００
多名身边好人，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在中央

文明办主办的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中，扬州市民自发投票，自 ２０１０年 ８月至
今，已有１１名 “扬州好人”荣登 “中国好人

榜”。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身边并不是

缺少好人，而是缺少发现好人的 “眼睛”。好

人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因为我们的 “忽视”，

好人显得悄无声息。这就像仰望星空，初看只

见星星两三颗；仔细瞧，却发现原来一直是满

天星斗。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打造一

个好的平台，道德明星、身边好人必然层出

不穷。

二、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好人事

迹深入人心

“扬州好人”的脱颖而出，给扬州贴上了

新的城市标签。 “扬州城里好人多”，这是除

“扬州八景”外，古城扬州当今留给外地游客

新的美好印象。一年来，许多外省城市，如黑

龙江伊春、河南许昌、湖南常德、广东佛山、

安徽阜阳和铜陵等来扬交流创建工作， “扬州

好人”现象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他们关注的热

点。在宣传好人的事迹上，我们采取了多种有

效的方式：

１开设基层窗口。从 “好人馆”到 “好

人柱”再到 “好人墙”，弘扬 “好人文化”，

扬州建立了一整套机制。乡镇有 “好人馆”。

邗江方巷镇的 “好人馆”里有村民殷武勇为救

父 “三割头皮”的故事。２００７年年初，殷武勇
的父亲不慎落入了 ２米多深的沸水池，全身
８０％三度烫伤，只有通过植皮，才能保住性
命。当时，新婚不久的殷武勇义无反顾地三割

头皮救父。社区有 “好人柱”。在扬州康乐社

区，６０根景观柱贴上了好人照片、故事，连在
一起成了一条 “好人街”。其中一根 “好人柱”

上记录了 “社区环保形象大使”王树珍的事

迹，她把自家的缝纫机搬到社区广场上，现场

把收集来的废弃横幅布、旧服装，裁剪加工，

缝制成了精美别致的购物袋赠送给居民。街道

还有 “好人墙”。最近，扬州市首批６位 “社

区好人”在 “好人墙”上新鲜出炉。他们中有

心系贫困山区儿童的扬州姑娘王蓉，有担任社

区义务网吧巡逻监督员的老党员王继宗，有多

次出面为居民协调疏通下水管的热心人李凤

珍……市区文峰街道专门辟出的荷花池畔的一

整面墙，把 “好人”的照片放大张贴向公众展

示，吸引了无数市民驻足观看。

２借助网络媒体。扬州网和市属各媒体的
网站专门设有 “扬州好人”专栏；市各纸质媒

体推荐的身边好人事迹都可以在专栏中搜索

到。我们也积极地向中国文明网报送扬州推

荐、宣传、学习、争做 “扬州好人”活动的消

息和好人事迹材料，中国文明网还在 “文明播

报”栏目以 “大爱之城塑好人群像”为题对

“扬州好人”推选活动进行了系统介绍。２０１１
年年初，我们还制作了以 “一群好人、一城感

动”为题的 “扬州好人”专题网页，在中国文

明网 “文明长廊”栏目重点刊出。

３组织宣讲活动。扬州文明办从２０１０年７
月起陆续组织了多批次 “扬州好人”进校园、

进社区、进机关活动，推动了学习、争做 “扬

州好人”活动的深入开展。８月５日，扬州市
委组织了近千名机关干部、各界群众在市委党

校聆听了１１位 “扬州好人”的感人事迹，广

大听众一次次为 “扬州好人”的大爱情怀而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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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鼓掌，一次次为 “扬州好人”的善行义举而

感动落泪。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出席报告会并

号召全市人民，争做 “扬州好人”，建设 “大

爱之城”。８月中旬，扬州市文明办组织了 “扬

州好人”事迹报告团成员，接连３天，奔赴扬
州江都、宝应、高邮、仪征４个县 （市）开展

巡讲活动，各地干部群众代表８０００多人聆听了
报告。８月 ２６日，报告团走进扬州市预备役
师，向广大官兵宣讲好人事迹。扬州市委宣传

部、市委讲师团、市文明办、市社科联还牵头

组织了理论研讨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机关

干部、市民代表进行座谈，对 “扬州好人”现

象开展研究，并与 《扬州日报》共同举办了两

期 “党报在线”访谈活动。同时，在全社会征

集 “扬州好人”研究论文，举办 “扬州好人”

现象理论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９月， “扬州好人”
现象理论研讨会的４５篇论文汇编成册。
４运用文艺手段。扬州文艺界不断推出

“扬州好人”的文艺作品，例如：大型现代扬

剧 《陈巧云》、《爱在天地间》 （王坤），小音

乐剧 《不落的星星》 （陈小星），小品 《思念

和渠水一样长》（耿高鹏），扬州弹词 《好人多

似运河潮》，扬剧表演唱 《朝南的房间》，对口

评话 《扬州楹联》等等。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３日，
歌颂好人的电影 《徐兆华》在扬州工人影剧院

首映。７月 ９日，扬州市文明办发出了征集
“扬州好人”歌词 （曲）的启事，面向全国广

泛征集表现 “扬州好人”主题的歌词、歌曲。

征集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从青年学子

到８旬老翁，从业余爱好者到词曲行家里手，
纷纷寄来心血之作、上乘之作，诠释他们对

“扬州好人”的理解和感悟。截至２０１０年８月
底，共收到江苏省内以及上海、江西、安徽、

重庆、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作者寄来的

“扬州好人”歌词 （曲）７８首。扬州市文明办
从中评选出 １２首优秀曲目，并将其录制成
《“扬州好人”歌曲集》。

５吸引中央媒体。从徐兆华开始，好心阿
姨、李彬、王文华……一批又一批 “扬州好

人”相继走进中央电视台 《道德观察》栏目，

在全国观众中产生强烈道德共鸣。这两年，央

视 《道德观察》栏目组曾五下扬州，拍摄了近

２０位扬州好人的故事。２０１０年７月，由中央文
明办有关同志带队，中国名博沙龙主席、副主

席、常务理事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记者一行

８人在扬州进行了为期３天的采风活动。采风
团写下 《润物无声文昌雨，一城感动扬州风》

等１０多篇佳作，对 “扬州好人”现象进行深

度剖析。《新华日报》编委姜圣瑜专程到扬州

召开 “扬州好人”座谈会，８月１４日 《新华日

报》头版以 《一群好人，满城新风》为题对

“扬州好人”现象进行了长篇报道，并配发评

论员文章。１１月下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
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１１家中央媒体聚焦扬州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１２月上旬推出的创建报
道中纷纷对 “扬州好人”现象进行了突出介

绍。央视一套 《身边的感动》栏目组专程到扬

州采访拾金不昧的 “卖唱妈妈”管霞，１１月
２８日晚，央视一套 《身边的感动》栏目分上、

下两集播放了管霞专题片。２０１１年１月，“扬
州好人”王文清入选新华社主办的 “中国网

事·感动２０１０”年度十大网络人物。今年元月
１０日，《人民日报》以 《颜展红：扛煤气罐助

学的农民工》为题，用 １８００字的篇幅介绍
“扬州好人”———江都送气工颜展红。央视纪

录片导演汪东升率摄制组为颜展红拍摄了 “微

电影”。这位老实巴交、执著助学的扬州好人，

一时间成为媒体追踪的 “红人”。

三、精心举办现场交流活动，营造浓

厚社会氛围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我们承办了中央文明办
“道德传承　情暖扬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将扬州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又一次推向

了高潮。为更好地完成中央在扬州办的活动，

我们着重从以下方面做了努力：

１鲜明地突出主题。针对活动主题的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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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市组织了专业的导演团队筹划方案，邀

请省、市一流的演职人员加盟参与，着力表现

活动的庄重感、仪式感，力求将交流活动办成

一部道德传承的教科书、誓师会。我们将现场

交流活动的舞台设计风格、ＬＥＤ大屏主背景图
和直播网页均设计成暖色调，体现主题的庄

重。同时，注重凸显扬州的本地特点，彰显扬

州 “一群好人、一城感动”的时代风貌。我们

将现场交流活动划分为 “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篇

章，分别安排社区主任、市民、文艺工作者、

大学生村官、社会福利院代表解读各个篇章的

关键字 “助、勇、诚、敬、孝”。在每个篇章

举行一次仪式，邀请往届全国、江苏道德模范

陈光标等给好人奖颁发证书，安排少先队员给

好人献花，着力体现模范的精神引领，彰显

“道德传承”的主题。

２多维地展现事迹。我们给现场活动每个
篇章制作一个总片头，为每一位身边好人设计

一个视频展示，介绍好人的主要事迹。为提高

现场效果，我们运用 ｖｔｒ短片辅助展示好人事
迹，同时结合好人特点，编排了音诗画、情景

剧、小品、歌舞等具有扬州特色的文艺节目，

以艺术的方式展现、再现典型事迹，歌颂道德

力量。我们为扬州诚实守信好人龚文凤创作了

小品 《飞来巨款》，用扬州方言表现她的朴实；

为扬州敬业奉献好人陈小星创作诗朗诵 《奉

献》，歌颂他的无私；邀请专业人士为晚会量

身创作了歌曲 《大爱无边》和主题曲 《好人

颂》。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９日下午，“道德传承、情
暖扬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

活动”在扬举办。中国文明网、江苏文明网、

央视网、龙虎网等网站对活动现场直播；人民

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各大

媒体也一同聚焦。江苏省和扬州市各大媒体也

同步配合采访、直播。

３全方位地开展互动。现场交流活动持续
了两个多小时，扬州各界代表，各县 （市、

区）常委宣传部长、文明办主任与社区群众在

现场共同感受了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心与

心的互动、爱与爱的传递。活动现场，台上与

台下互动、场内与场外交流。一是主持人现场

采访。当主持人问 “扬州好人”冯伯来夫妇，

为什么能坚持２１年照顾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老
人。冯伯来说：老人本身就是一个好人，他从

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挤出钱来资助两名大学生。

这样的老人应该受到尊重，应该有人照顾。如

果我们都能为别人做点贡献，我们这个社会就

没有 “孤、寡”两个字。二是现场观众提问。

当观众问王文清，坚持２２年照顾２００多个孩
子，是不是家里很富有。王文清说：其实他从

小家里很穷，正因为自己的贫穷，所以特别能

体会穷人的困苦。他在现场倡议更多的人加入

到救助穷人的行列，让社会更加安定、和谐。

三是网络在线互动。扬州网现场直播交流活动

时，扬州的广大网友纷纷发表感言。网友 “地

方工业”说：凡人善举，最值得每个人反思！

网友 “白开水”说：诚实比空话值钱，行动比

语言有力，望好人层出不穷。网友 “清泉”

说：好人也有难处，希望各级文明办对好人进

行调查了解，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网友

“博士”说：向好人赠送保单，这个倡议好。

网友 “芳草地”说：一日一根针，一年一块

金，让我们将好人的事迹发扬光大！网友 “仁

爱人”说：他们用最质朴的言行恪守着中华民

族道德词典里的精髓，他们以最平凡的身份坚

守中华传统美德里的大爱，并用自己的实际行

为印证了一个民族的美丽。

４大力营造感人的气氛。如何使活动感
人，是我们在策划、筹备时重点努力的目标。

通过各种方式的集中应用，活动取得了感动

人、感染人的现场效果。参与现场交流活动组

织的工作人员，从彩排到正式演出，看一次节

目，流一次眼泪。特别是展示南通好人赵小亭

的音诗画 《天堂里的向日葵》演出时，全场观

众一齐落泪。参与现场活动的社区群众活动后

纷纷表示深受教育，心灵得到一次洗礼。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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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的扬州网友 “三春”说：耿高鹏，我

为你流泪了！谁都知道生命的宝贵。但是为了

他人可以不顾自己安危，这是对生命价值的最

高诠释，你是当之无愧的勇者。现场交流活动

的最后，全体参加活动的领导、嘉宾与道德模

范及５８名 “中国好人”一同发出倡议，宣传好
人、学习好人、争做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扬

州举办，扬州全市上下备受鼓舞，市民普遍认

为现场交流活动能在扬州举办，是对 “扬州好

人”现象的一种肯定，是对好人精神的大力弘

扬。正如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在致辞中所说，

扬州将更加注重发挥 “扬州好人”的道德引领

作用，把 “扬州好人”的精神熔铸到扬州这座

城市的血脉之中，把扬州建设成好人之城、大

爱之城、文明之城、幸福之城。

四、慰问帮扶身边好人，树立好人好

报导向

一群扬州好人，感动一座城市。在扬州，

从普通市民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形成一个共

识：对 “扬州好人”，除了精神上的鼓励，更

要伸出援手，让 “好人有好报”，让他们时刻

感受到社会的支持和温暖。具体做法有：

１组织慰问活动。春节期间，从市委、市
政府领导到基层镇村干部，都纷纷登门看望好

人，送上慰问金，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农历除

夕，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专程赶赴高邮，看望

为抢救落水少年而英勇献身的 “扬州好人”耿

高鹏的家人，鼓励他们早日走出悲痛，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人生，开创新的生活。团市委、妇

联，各区委区政府、乡镇党委政府，社区、街

道的负责人纷纷利用节日期间上门慰问所在辖

区、行业的 “扬州好人”。虽然慰问活动不可

能解决好人所有的生活困难，但带给好人的是

组织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

２建立帮扶机制。在扬州，做好人光荣、
做好事不吃亏，建立了见义勇为奖励补偿等相

关机制，做到让英雄流血不流泪。近年来，受

扬州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有８人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１８人被评为等级残废，２２人重新安排
了工作，２００多人受到晋升工资、住房优惠、
医疗补助、户口迁移、照顾子女入学等其他优

待。对见义勇为的牺牲人员，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除按规定颁发抚恤金外，还专项为每个家庭

募集不低于１５万元的抚恤补助。各区县也有相
关的 “扬州好人”帮扶办法。例如，邗江区通

过发放慰问金、机关干部挂靠帮扶、发动特定

行业企业帮扶、送就业岗位等形式，帮助生活

上有困难的 “扬州好人”解决后顾之忧。

３吸纳社会力量。开展 “扬州好人”推选

活动中，我们还注重发动社会力量，共同不定

期帮助和回馈好人，体现社会对好人的认可和

推崇。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中，中国人寿扬州分公司为入选 “中国好人

榜”的 “扬州好人”每人准备了一份价值 ２０
万元的人寿保单。在 “好人颂———十大道德模

范表彰晚会”上，扬州市有一家民营企业，为

“扬州好人”的精神感动，主动请缨赞助表彰

晚会，并且不肯留名宣传自己。

五、努力打造活动品牌，推动活动不

断深入

在２０１０年度扬州市 “创新奖”评选过程

中，经过专家学者、全体部门、市委常委会全

体常委三轮票决， “扬州好人”推选活动始终

得票遥遥领先，当选为全市 “创新奖”第一

名。扬州市文明办决定将 “扬州好人”作为市

民教育的品牌长期打造，每年将开展系列活

动，用好人群体的道德力量促进市民素质的

提升。

１继续组织好人推选。扬州市领导明确要
求，好人推选工作要力度不减，势头不弱，打

响 “扬州好人”品牌。扬州市文明办已下发通

知，号召全市上下继续推荐好人、争做好人。

“扬州好人”推荐的机制不变、发送信箱不变、

媒体栏目不变。为保持活动不降温，在扬州学

习、宣传好人的活动还在不断举办。市文明

办、市档案局联合筹备了 “扬州好人”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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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图片展共分 “助人为乐”、 “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和 “孝老爱

亲”５个专题单元３４块展板，通过近２００幅形
象生动的图片和事迹介绍，有代表性地展现了

５３位扬州好人的先进事迹。图片展形象、直观
地展示了好人事迹，保持了活动的延续性。

２从 “好人”中评选 “道德模范”。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下旬，扬州市委宣传部、扬州市文明
办、扬州日报社、扬州广电总台在媒体集中报

道的好人中，联合推选了２０名 “十大道德模

范”候选人。通过扬州日报、扬州晚报、扬州

时报、扬州广电报刊登选票，让广大市民共同

评选年度 “十大道德模范”。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１６
日，扬州 “两会”期间，又举办了 “好人

颂———十大道德模范表彰晚会”。晚会盛况空

前，江苏省文明办领导和扬州市全体常委、人

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共同为好人颁奖，扬

州市全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扬州往届全

国、全省道德模范出席晚会。全体市民票选的

形式，最高规格化的表彰活动，表达了全市上

下对 “扬州好人”的肯定、推崇和礼遇。我们

每年都将举办这样大规模的票选和高规格的表

彰活动，力争将 “扬州好人”打造成品牌。

３“好人”品牌延伸基层。今年元月，中
央文明办领导做出批示，肯定 “扬州好人”推

选活动，进一步鼓励了我们做好 “扬州好人”

品牌活动的信心。扬州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批

示，要求将 “扬州好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素

材，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存好心、做好事、当

好人”。扬州市文明办制定下发了 《“扬州好

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军

营 （“五进”）活动的通知》。 《身边的感

动———扬州好人事迹读本》已编辑出版，将作

为好人 “五进”活动的教材走进千家万户。

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形成良好社

会风尚

“推荐、宣传、学习、争做 ‘扬州好人’”

活动，是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在扬州的生动实践。这项活

动，缘起于我们工作倡导，契合了市民意愿，

上下联动，让扬州深厚的人文积淀外化为 “扬

州好人”身上闪耀的道德之光。如今的扬州，

推荐、学习、宣传好人已成为一道新的最亮丽

风景：

１扬州好人势如潮涌。“身边好人”在扬
州不是三三两两偶然地出现，而是如雨后春笋

般的涌现。从一个善意谎言说了１２年的普通电
工周维忠到为牺牲战友尽孝认了１２个爸妈的退
伍老兵李彬；从拒绝４０万高价却把文物无偿交
给国家的尚姓夫妇到拾金不昧的环卫工人龚文

凤、刘小琴；从见义勇为英勇献身的在校大学

生耿高鹏到打工尽孝、照顾养父一辈子的 “９０
后”女孩张梅琴；从２１年照顾一位毫无血缘
关系的孤寡老人冯伯来、刘逸蓉夫妇到献血超

７万毫升、捐资助学超５０万元的王文清；从２２
年前把青春和爱情献给特级伤残军人的农村姑

娘陈巧云到３５年来与重残丈夫相濡以沫的好军
嫂孙云凤；从为延安老区奉献２４个春秋的好医
生陈宏如到４０年殚精竭虑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陈
小星…… “扬州好人”已经不是一两个，而是

一群群，一批批，似繁星闪烁，如春潮涌动。

２道德力量接力传承。“扬州好人”的事
迹或许细小如微，但他们就在你我身边，时刻

在感染并影响着每一个身边的人。“扬州好人”

推选活动，让好人的事迹在群众中广为传播，

让爱的种子在群众中生根发芽。在票评年度

“十大道德模范”活动中，广大市民积极响应，

踊跃参与，文明办共收到有效选票１１３５万张；
志愿者队伍蓬勃发展，目前，全市已发展注册

志愿者２５２４万人；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
动大力开展，小红帽成为扬州大街小巷一道亮

丽的风景。在扬州市兰庄社区，一个叫程介兵

的修车师傅几十年里默默地做着一件事：修车

时，凡残疾人有修车打气的，一概免费。前年

他在自己的修车点设立了 “爱心充气点”，所

得款项全部交给社区爱心基金会。善良的心是

相通的，扬州人为程师傅的爱心所感动，有意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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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到这儿充气的越来越多…… 《扬州晚报》

最近连续报道了一位 “良心大姐”补交３０年
前医药费的事。３０年前，因为贫穷付不起药
费，“良心大姐”的父亲选择了逃跑。３０年来，
“良心大姐”的父亲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３０
年后 “良心大姐”受到 “扬州好人”精神的感

召，终于鼓起勇气，专程到苏北人民医院还上

了 “良心债”。

一批又一批 “扬州好人”的凡人善举和先

进事迹，记载着扬州人民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取

向，见证着扬州创建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

“扬州好人”正逐步成为 “幸福扬州”建设中

最具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城市品牌，让这座拥有

２５００年历史的滨江古城，释放出无限的人文
魅力。

（江苏省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李继业）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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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名博解读活动　展示文明城市风采

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文明办组织开展了 “名博

解读文明城市”活动，生动介绍了宁波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新做法、新成果，展示了城市新

变化、社会新风尚，并以此为契机，发动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创建工作的

影响力、辐射力进一步得到拓展，广大市民对

创建工作的支持度和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一、明确活动主旨，把名博解读作为

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平台

中央文明办 “名博解读文明城市”活动一

经推出，我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创建工作的新载

体、新阵地、新平台，必须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

台，向全国网民全面展示宁波城市的魅力、文明

的魅力、和谐的魅力，在感受网络精彩的同时，

感受文明的精彩。因此，作为活动成果最终呈现

的环节———解读页面，我们进行了精心组织设

计。页面以知名博主的博文为主体，透过名博主

的 “民间视角”，解读宁波这座文明城市。页面

通过１５位名博主不同视角、不同内容、不同方
式的叙述，展示了博主们对宁波的感知、感受和

感悟，也把宁波幸福之城的形象和文明创建的

成果展现在网民眼前。页面图文并茂，音像兼

具，既有博主美文，又有反映城市文明风采的精

美图片，还有相关背景视频资料，生动活泼，具

有很强的可看性和可读性，成为展示宁波文明

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二、找准解读角度，以博主的亲身体

验反映创城亮点

近年来，宁波市始终坚持把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活动作为推动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

展的龙头工程，力争实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冠”的目标，创建工作全面推进。为提高

名博解读活动效果，我们注意突出重点，组织博

主观摩最具影响力的创建品牌和工作亮点，使

他们更好地体验宁波文明之城的魅力。这次名

博解读活动，围绕宁波 “和谐之城、爱心之城、

幸福之城、开放之城”４个主题，着力体现了宁
波精神文明创建工作６个方面的亮点：
１文明交通活动。我市把提高市民文明交

通素质作为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６
年起，连续５年开展了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
取得明显成效。宁波是八一篮球的主场，八一男

女篮球队员每年都参与城市交通志愿服务行动，

八一男子篮球队全体队员还是宁波文明交通志

愿者的形象大使，我们邀请其中著名篮球运动

员王治郅参与解读活动。他在 《忆在宁波与文

明同行的那些日子》的博文中深有体会地说：

“当穿上了志愿者的背心，手拿小黄旗，在十字

路口指挥交通，看到市民听从劝导文明穿行、车

辆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时，感受到了成就感，更

加喜欢这座城市”。

２志愿服务活动。宁波志愿服务工作起步较
早，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超过户籍人口的１２％，
形成了居家养老、爱心助学、助残扶贫、生态保

护、赛会服务、社区义工等志愿服务品牌。新宁

波人刘颖对宁波志愿服务工作很有感触，在 《宁

波的 “可爱”在哪里》的博文中说：“我非常庆

幸生活在宁波这座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里。这座城

市里的爱心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刻骨铭心

的感动。生活在爱心世界里，幸福感发自心底”；

宁波市十佳新闻工作者、宁波晚报首席记者杨静

雅在她的博文中总结道：“作为一名记者，我曾见

证过宁波市民６天捐出６０万元救助青海教师罗南
英的感人故事，也曾目睹过宁波市民一天资助１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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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名贵州贫困学子的感人场面。如果说这些故

事是宁波市民演绎倾城之爱的交响乐，那么数以

十万计的志愿者所做的那些细碎的好事，就是一

曲舒缓的小夜曲。它在平淡中绵长，在琐碎中持

久……但同样能让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爱心和文

明，同时让我更加明白，这座城市之所以会奏出

雄伟的爱心交响乐，绝不是偶然”。

３关爱外来务工人员活动。宁波目前共有
４００多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接近全市户籍人口
总数。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宁波人用一种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接纳他们，鼓励他们融入到城市

生活中来，成为 “新宁波人”。这次活动中，

“民工写博”的博主谈到了自己在宁波打工、

生活的心情： “在宁波这座城市，我感受到了

关切和被关注，没有被异样地遭遇排斥，这城

市包容的态度才最为弥足珍贵，人心都是肉长

的，这感受很真切。因为我对城市的爱，我改

了自己很多的陋习，如果到了公共场所，我不

再大声喧嚣；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坐公共汽车

时光着膀子；每到要回老家去车站买票时，不

再偷偷插队；因与别人有了小摩擦或矛盾，不

再站在街头大声骂娘……在这座城市，我似乎

变得很文明，好像真的做了一个文明人”。

４文明服务活动。我市把文明服务作为文
明创建的重要内容，通过在机关、窗口单位、社

区等开展的一系列服务竞赛活动，形成了包括

生活、文体、医疗１０分钟服务圈的社区服务体
系、８１８９０热线等市民求助服务体系。特别是
８１８９０服务热线，提供了３００多项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各类服务，每天要解决市民３０００多件
的各类求助。著名作家夏真通过亲身感受在博

文中写道：“与许多宁波人一样，我现在离不开

８１８９０了。要钟点工了，找它，它派来的人价格
公道，服务到位；要到什么地方去办事，路不熟

悉，问它，它比网上的地图解释得还清楚；要修

什么水管电视机冰箱之类的，更是方便，一个电

话就搞定啦。你说，生活在这样服务周到的城市

里，你能不感到是一种幸运，是一种幸福吗？”

５美丽村庄建设活动。宁波是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城市之一，在推进文明创建

过程中，宁波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的文明

发展方式，积极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大力

培育新农民，建设美丽村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面貌逐步呈现。金融工作者陈峰在介绍她家

乡滕头村的博文中充分表达了这种自豪与幸

福，她说：“这个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

城市，周身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文明的气息，

大爱的气息，大智的气息，不，这些还不够，

宁波还有一种气息，一种田园牧歌的气息”。

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我市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

全市未成年人中积极倡导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每年安排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实事工程，

建成一批素质拓展基地、心理健康咨询点、未成

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等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

教育工作者胡孟才在博文中反映了慈溪市崇寿镇

相公殿小学组织开展 “小白鹭环保小社团”活

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如何让学生亲身参与

实践体验，形成对自然、对社会、对自我的责任

感，在活动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此外，为了让网民对宁波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在解读页面最顶端的图片位，１４张图片把宁波最
有特色、最有亮点的城市形象表现出来，突出反

映宁波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文化底蕴和开

放气魄。如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

桥、“浙东明珠”东钱湖、 “亚洲最古老的藏书

楼”天一阁以及城市的群众文体活动场景，这些

图片放在页首，滚动出现，使画面比较美观亮丽。

在页面右侧竖栏，通过 “市长文明城市网上谈”、

“文明创建活动”、“文明城市故事多”、“我和城

市间的故事”、“文明礼让斑马线”、“迎世博讲文

明树新风”等特色活动，不仅反映了宁波市委、

市政府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而

且充分展示了宁波创城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新

做法、新成果。

三、精心组织实施，用打造精品的要

求开展名博解读活动

为了把名博解读活动做成精品，我们组织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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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力量，科学谋划活动方案，多次组织召开

了活动方案的策划会、论证会，先后邀请了媒

体记者、互联网专家、论坛版主、博客博主等

代表参加座谈，征求意见、建议，形成了名博

解读活动的总体方案，在具体实施中，我们主

要把好五个关。

１博主选择关。博主的选择是活动的关键
因素，博主必须要体现广泛性、多样性和代表

性，我们选择的博主由五类人员构成：一是名

流，王治郅在宁波社会各界比较有号召力，他

参与宁波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行动，并为宁波写

博，这本身就是新闻的由头，同时他也作为宁

波的 “过客”，对宁波的一些评价更具说服力；

二是名家，如被市民誉为 “真情作家”的夏

真、宁波著名新闻记者杨静雅和魏萍，如市文

明办副主任刘永成，开设的博客以散文和身边

故事为特色，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三是网

络红人，如曾在由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组织、

全国１０６家网络媒体主办的 “我的２００９”博客
大赛中获得银奖的自由撰稿人石明的博客，深

受高中生、大学生的喜爱，日访问量超过２０００
人次，如外来务工人员张俊开设的 “民工写

博”博客，讲述自己在宁波打工的经历，其多

篇博文进入宁波网博文人气榜前十；四是在外

的宁波人，如宁波籍人士、原新华社资深记者

和新浪网高级顾问庄凯勋，非常关心家乡的发

展，他在中国宁波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博

客，用亲身经历和感受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

情，博文在北京的宁波籍人士中较有影响；五

是在宁波的外地人，如为民工服务的律师汪永

强、爱好摄影的郑凯、爱好旅游的刘颖等。他

们来自各个工作岗位涉及机关、学校、作家、

新闻媒体、律师、金融、体育、自由职业、企

业等。同时，我们还对博主开设的博客的其他

博文内容进行审读，因为解读文明城市的博文

推出后，其博客将会被更多的人关注和浏览，

因此必须确保博客整体符合解读活动的需要。

２课题选择关。博主确定后，我们召开了
博主会议，向他们介绍了宁波文明创建的工作

和亮点，让他们对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有整体的

了解，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解读重点。

大家都一致认为，从市民的角度看，宁波这几

年最有影响力的是 “幸福感”，宁波最有特色

和亮点的应该是 “和谐、爱心、幸福、开放”，

因此确定了 “一个主题、四大内容”的框架。

３写作采风关。根据主题和内容，我们组
织博主进行了两天的采风活动，分别对８１８９０
市民热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国文明

社区划船社区、奉化滕头村、杭州湾湿地公

园、外来务工人员社区立邦社区、江北区绿色

学校等地进行了考察，通过听取介绍、实地参

观、与居民座谈交流等形式，使博主对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有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４博文审核关。对博主们提交的博文，我
们组织了专门人员进行了审看，主要看其观点

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看内容

是否真实可信，看文笔是否优美流畅，再视情

提出修改的意见，进一步加工润色。除内容

外，还要让博主为每篇博文取上一个响亮的题

目，对一些不够响亮的题目我们与博主进行了

再商议和修改。

５网页制作关。网页设计要分三步走，第
一步是根据中央文明办提出的要求，我们先确

定了网页设计的基本元素，如图片、视频、链

接、基本色彩等，然后交由专门的网站设计制

作单位进行主页的初步设计；第二步是交中央

文明办审核，根据意见进行修改，最后形成主

页稿，再根据主页稿设计博文的页面；第三步

是各页面设计完成后，将相关图片和博文放入

后，再进行一次审核，看页面是否美观、图片

是否合适、各链接是否到位，完成后提交中央

文明办审核，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后，名博解读

的网页最终完成。

四、加强宣传推广，提高名博解读活

动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开展名博解读文明城市活动中，我们不

是简单地搞一个网页、组织几篇文章，而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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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作为让广大网友了解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参与文明创建活动、体会创建成果的过

程，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１活动推广。在名博解读的同时，我们在
全市广泛开展了 “我眼中的宁波”博文大赛，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共征集到博文近 ５００篇。
开展 “发现宁波最美瞬间”网络摄影大赛，共

征集到摄影作品３０００余幅。开展 “用指尖记

录文明”微博大赛，发表各类微博帖文近２万
条。这三个活动很好地呼应名博解读活动，使

名博解读的品牌在市民中更响。

２媒体联动。请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活
动进行报道，刊登优秀作品。

３市民互动。请本地门户网站建立链接，
并发动广大网评员到网上发帖，对名博解读发

表评论，吸引更多的网民关注和浏览。

五、建立长效机制，使名博解读活动

在文明创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２０１０年的名博解读活动，让我们尝到
了甜头。中国文明网这一全国性的平台已经受

到了宁波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解读活动让我们基层文明创建工作在中

国文明网得到展示，对大家起到极大鼓舞作

用。我们将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把这项活动持

久深入地推进下去，具体来说做到 “三个结

合”：

１与宁波网络文化节活动相结合。近年来
宁波的互联网业务飞速发展，目前全市网民达

４８７万，互联网普及率约为５０％，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近２０个百分点，网站４２万家。为大力
普及互联网知识，倡导开展 “文明办网、文明

上网”活动，引导广大网民共建网上精神家

园，宁波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网络文化节活

动，通过网络普及互联网相关知识，关注网络

文明建设。２０１０年我市各级领导干部与市民进
行网络对话就达７０余场次，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市委书记与市长分别与网民进行在线对话交

流，在线网民均超过３０多万，点击率超过１００
万次，网民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 １０００多个。
２０１１年开始，我们又建立了网络发言人制度，
目前已经有３４家市级部门直接在网上回复网民
提出的各类问题和建议。今年我市将举办第四

届网络文化节，我们决定把名博解读活动与宁

波市网络文化节活动结合起来，把名博解读活

动作为网络文化节的一项重要内容，既丰富了

网络文化节的活动内涵，又使名博解读活动更

具吸引力。

２与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我们将把名博
解读的形式，运用到文明创建活动的各个方

面，将根据中央文明办的部署，紧紧围绕文明

创建的重点工作，对文明创建取得的新进展、

新成果、新风尚，组织名博进行解读，逐步开

展对文明行业、文明村镇、文明社区、道德模

范、志愿者等进行解读活动，把名博解读活动

作为我市文明创建的重要宣传载体和工作

品牌。

３与文明网建设相结合。我们将依托 “宁

波文明网”作为 “中国文明网”加盟网站的优

势，在宁波文明网上开辟名博解读栏目，今年

将考虑组织一支文明创建特约博客队伍，让这

些博客来关注宁波的文明创建活动，扩大宁波

文明城市的影响。同时，我们将开通宁波文明

办的微博，通过微博吸引市民的眼球。

我市开展名博解读活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由于工作经验还不够丰富，对互联网的

规律认识还不足，因此，我市开展的名博解读

活动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与中央文明办

的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下一步我们将在

中央文明办的指导下，在兄弟省、市文明办的

帮助下，继续深入开展好名博解读活动，使这

项活动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省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马春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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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

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网上合力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级市，在经

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去年以来，在中央文明

办指导下，鄂尔多斯大力加强网络阵地建设，

努力办好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利用网络先进

传播手段，推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下面，我向大家作一简要汇报。

一、提高网络意识，做强精神文明建

设网上阵地

近几年我们明显感到，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领导高度重视利用网络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和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

到，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已经成为新

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各级文明办必

须大力增强利用网络的意识。中国文明网是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的门户网站，是全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中国

文明网牵头，会同全国各地建立中国文明网联

盟，是做强做大精神文明建设网上阵地，充分

发挥网络先进手段，推动新时期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的重大举措。

１可以共同做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网上阵
地。通过中国文明网联盟，实现信息联播、内

容共建、活动互动，整合各地文明办网络力

量，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网上工作合力，共同打

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大网，扩大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２方便了地方文明办网站建设和信息报
送。中国文明网联盟提供了全国信息发布和内

容管理平台，地方文明办可利用这套系统，无

需技术投入，即可建设自己的网站，开辟网上

窗口。通过联盟报送系统，可将本地信息内容

直接发布中国文明网，及时便捷地反映当地工

作情况，展示地方精神文明建设风采。

３有利于扩大地方文明办工作影响。“鄂
尔多斯文明网”成立于２００８年，但限于宣传、
技术、人员的原因，在社会影响不大，不能完

全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需要。２０１０年 １１
月，鄂尔多斯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以后，我们

充分依托联盟网站的优势，精心设计了多个网

上创建特色栏目，及时反映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的工作动态，不断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借助中国文明网国家级网站品牌，提升我

们各项工作的影响，调动更多人参与我们的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积极响应中央文明办

关于建立中国文明网联盟的号召，迅速调集力

量，参与联盟网站建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
正式开通中国文明网联盟鄂尔多斯网站，成为

首批开通的１５个全国文明网联盟网站之一。

二、健全运行机制，保障网站高效有

序运行

为保证网站正常运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１建立工作队伍。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工作，大力支持

网站人才队伍建设和硬件设施建设。２０１０年为
网站专门增加了事业编制，配备了２名专职管
理人员和１０名兼职工作人员。投入了６０余万
元，用于网站软、硬件建设。此外，在全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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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招募了２０００名网络志愿者，协助网站工
作，增强了办网力量。

２严格规范管理。鄂尔多斯文明网的管理
和维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活动开展多、

信息更新快，为此，我们建章立制来管好用好

网络。按照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标准化

原则，我们建立健全了网站工作人员管理、信

息安全发布和网站安全维护等制度，制定出台

了 《鄂尔多斯文明网网站运行管理办法》、《信

息考核奖励办法》、网站值班等相关制度，为

网站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３畅通信息渠道。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
后，我们改变过去传统的报送办法，全面扩大

信息来源。一方面开通文明论坛、文明博客，

畅通旗区和各科室报送工作信息渠道；另一方

面发动网友、市民在文明论坛上发帖，好的信

息、好的帖子经审核后，及时发布在鄂尔多斯

文明网上并推荐至中国文明网。定期在网上公

布各旗区投稿的数量、信息采用及排名情况，

并将排名结果纳入旗区的年终实绩考核中，大

大激发了旗区报送信息内容的热情。

三、立足地方特色，精心组织网站内容

中国文明网鄂尔多斯网站在建设中注意做

到联盟的统一要求与地方特色的结合。

网页设计在保持联盟基本风格的前提下，

努力体现地方特色。网站色调以白色、蓝色和

绿色为主，体现了蓝天、白云、绿草的草原风

情。宣传横幅点缀成吉思汗陵等标志性元素，

增添了浓郁的民族特色。

栏目设置上，注意将反映工作、展示风

采、开展活动等功能结合起来，使网站真正成

为推动地方创建工作的网络平台。目前网站开

办了 “讲文明树新风”、 “文明创建”、 “道德

模范”、“志愿服务”、“未成年人”、“我们的

节日”等工作性栏目，全面反映开展群众性文

明创建活动中的重点工作；开设了 “魅力鄂尔

多斯”、“文明影像”等特色栏目，以图片、音

视频等丰富的网络表现形式，展示鄂尔多斯美

丽的风光和建设成果；设置了 “市民心声”、

“投递热线”等互动栏目，让广大市民积极参

与到文明创建活动中。２０１０年，鄂尔多斯文明
网组织进行了 “十大不文明行为评议”、“活力

之城、绿色家园———西部大开发十周年网上成

就展”等宣传活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四、依托联盟网站，积极开展网上创

建活动

鄂尔多斯联盟网站开通以来，充分利用中

国文明网网站联盟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网上

活动。

１开展 “文明，让鄂尔多斯更和谐”文明春
联、文明短信征集评选活动。借助中国文明网网

站联盟这个平台，２０１１年１月，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 “文明，让鄂尔多斯更和谐”文明春

联、文明短信征集评选活动，活动专题网页链接

在中国文明网的首页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文明春联１２万余幅，文明短信１０万余条。在
“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暨文明进万家”活动和

“春节”期间，我们利用征集的优秀作品，开展

了送文明春联进农村进社区、送文明短信进千家

万户活动，共送出文明春联１０万余幅，文明短信
１５０余万条，深受农牧民和社区居民的欢迎。

２开展志愿者网上招募注册活动。加入中
国文明网网站联盟以后，为大力推动志愿服务

工作，我们组织力量，成功研发了一套志愿服

务登记注册管理软件，推出了志愿服务网上招

募、登记、注册、管理新办法，在中国文明网

鄂尔多斯站推出。志愿者通过这个软件随时随

地进行网上登记注册，通过网站联盟的平台，

扩大了活动影响，改变了过去志愿招募影响力

小、管理松散、范围不广的被动局面。目前，

网上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８万余人。
３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鄂尔多斯人”网络

签名寄语活动。配合全国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

人”活动，通过联盟网站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

鄂尔多斯人”网络签名寄语活动。广大群众积

极参加，网友建言献策３０余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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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开展 “贺卡传真情、网上拜大年”活动。
活动专题页面在中国文明网、鄂尔多斯文明网、

“新华网·鄂尔多斯频道”等网站推出。活动截

止时，全市的贺卡发送使用量近１００万人次。
５开展 “我们的节日·春节、元宵节网上

摄影大赛”。与中国文明网联盟、鄂尔多斯在

线等网站链接推出专题网页，在全国范围内共

收到摄影作品２万余幅，精选了５０余幅制作成
《草原新春别样情》专题，在中国文明网进行

了宣传展示。

五、加强配合互动，促进与中国文明

网的融合

中国文明网联盟鄂尔多斯网站是中国文明

网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加强与中国

文明网互动，共同构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网上

阵地。

１积极落实中国文明网的工作提示。我们
在日常工作中，时刻关注中国文明网发布的重

要工作提示，紧密围绕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

中心任务，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发挥联盟统一

技术平台的优势，及时报送重点工作信息。如

前不久召开全国志愿服务视讯会议，中国文明

网推出反映各地落实会议精神专题，我们及时

组织了鄂尔多斯召开文明办主任会议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成立鄂尔多斯志愿者协会等稿件，

既充实了中国文明网的专题内容，又第一时间

展示了鄂尔多斯工作情况。

２积极参与中国文明网栏目建设。鄂尔多
斯联盟网站栏目与中国文明网栏目相衔接，通

过网络链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

相融合的良好局面。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开设

了与中国文明网内容相对接的专栏，使得我们

报送信息、反映工作更有针对性。如配合中国

文明网 “名博解读文明城市”专题，我们首家

完成 “名博解读鄂尔多斯”专题，纳入全国

“名博解读文明城市”活动大专题，生动展示

了鄂尔多斯创建文明城市的丰硕成果。

３积极配合中国文明网网上活动。２０１１年春

节以来，我们围绕中国文明网 “我们的节日·春

节”系列网上主题活动的要求，积极发动网民参

与活动。调动志愿者设计制作１０余张 “春节电子
贺卡”，汇集到中国文明网电子贺卡库，供广大网

民传递。同时，按照中央文明办的统一部署和中

国文明网的具体安排，积极开展 “鄂尔多斯市春

节、元宵网上摄影大赛”和 “文明春联和文明短

信征集活动”等活动，有力配合了全国开展的

“我们的节日·春节”网上活动。

六、几点体会

１领导重视是根本。中国文明网联盟平台
及鄂尔多斯站的建设得到了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和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大力支持，特别是让我们感动的是，世明主任

亲自推动、亲自筹划、亲自组织中国文明网联

盟建设，对鄂尔多斯市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多

次提出具体要求。可以说，如果没有各级领导

的重视和支持，就不会有联盟网站的建立，就

不会有网上精神文明建设良好的发展势头。

２相互支持是关键。联盟网站的建立为各地
文明网与中国文明网的联络沟通搭建了重要平台，

实现了信息联播、技术共享、宣传协作、活动互

动。要充分发挥联盟平台作用，互相支持、互相

配合，共同做大我们共有的网上阵地。

３群众参与是核心。网上宣传不能是强制
性的灌输，必须靠广大网民的主动参与。因

此，文明网每项宣传和活动都必须面向网民，

精心设计，充分激发网民热情，才能真正形成

网民参与文明创建活动的生动局面。

总之，鄂尔多斯将依托中国文明网联盟，

进一步加强本地文明网的建设，以联盟平台为

后盾，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地

开展网上创建活动，真正把文明网打造成传播

文明、引领风尚，交流经验、展示成果的重要

平台，为推动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网上强大合力

而不懈努力。

（内蒙古区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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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营造良好网络文化环境

互联网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其开放的

特性、自由互动的表达方式，赢得了广泛而厚

实的群众基础，也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辟了

大有可为的广阔空间。安徽有幸成为网络文明

传播志愿者工作首批试点省份，在中央文明办

的关心、指导下，安徽省文明办像重视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一样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像重

视文明城市创建一样重视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对这项全新的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

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一、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的探索

和实践

中央文明办２０１１年提出打造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队伍，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建设网上

共有精神家园的构想，这是适应信息化社会的

发展，应对网络日益成为重要思想文化传播阵

地，推进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

继文明网联盟建设之后，加强网上宣传工作的

又一创举。安徽第一时间响应，成为辛勤的探

索者、自觉的实践者和积极的推动者。

１全面推进，着力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一是大力发展志愿

者。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中央文明办下发 《关

于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的通知》。根

据文件精神，省文明办立即成立网络文明传播

工作组，同时，下发文件就各市成立以文明办

主任为组长的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小组、发展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等提出明确要求。３月
１４日，我省将１２０名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名单
报中央文明办备案。５月下旬，中央文明办在

江苏扬州举办培训班，安徽省７０多名志愿者参
加培训。期间，安徽就地召开本省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培训会议

精神，就加快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达成共

识。截至目前，我省已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２７００多人。这些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大多是
市级以上文明单位的业务骨干，年龄基本上在

２５—４５岁之间，热心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了解
网络传播规律、熟悉网络语言。二是加强对志

愿者的培训。在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组建

过程中，安徽省文明办坚持边组建边培训的原

则，通过以会代训、专项培训、单个辅导、互

相学习等多种形式，培训网络基础知识 （如

ＱＱ、ＭＳＮ、博客、播客、微博）和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基本知识，让每一个志愿者都知道要干

什么、怎么干。除７０人在江苏扬州参加了全国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培训外，我省合肥、淮

南、滁州、亳州、黄山等市文明办开展了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培训，培训志愿者骨干３７０多
人。三是建立快捷的联络方式。为进一步提升

这支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传承文明、引领风尚的作用，安

徽省文明办在全国率先开通 “安徽文明网军”

和 “江淮文明传播”两大 ＱＱ群，分别用于省
市县文明办网络建设负责人和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骨干联络，以及全体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联系，另外开通了安徽网络志愿者专用邮箱

（ａｈｗｌｚｙｚ＠１２６ｃｏｍ），利用先进网络手段，加
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沟通联系，第一时间传

达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的工作部署。

２强化共识，合力推动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２３２



经 验 交 流

者工作。抓好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仅仅

依赖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智慧和勤奋远远不

够，关键是文明办主任和文明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思想上的真正重视和认识上的高度合拍。６
月２８日，我省创造性地将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网络信息工作会议和安徽省第二批全国文明单

位座谈会统筹召开，强化共识，合力推进。１７
市、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

文明办主任，黄山、九华山、天柱山风景名胜

区政治处负责同志及文明办主任，部分优秀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同我省３９个全国文明单位
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座谈研讨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工作。会议表彰了先进，交流了经验，

既对市县文明办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也对文明单位支持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文明办主任和文

明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达成共识，纷纷表示要抓

好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

３落实部署，积极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
动。在省文明办的组织指导下，安徽网络文明

传播志愿者按照中央文明办的部署和要求，主

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端午

节，开展 “我们的节日”宣传活动。撰写、转

载博文总量１３４篇，其中原创９２篇，转载４２
篇。二是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开
展爱党、爱国宣传活动，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和

光辉历程，原创博文８１篇。三是围绕评选表彰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等重点工作，组织志愿者积极动员

本单位同事及身边亲朋好友，通过发表评论、

留言发帖等方式，参与学习评选，传播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四是围绕 “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组织志愿者通过自己的 ＱＱ群以及强国论
坛、博客、微博等阵地，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

辱观。在６月份月度统计表中显示，志愿者发
表博文７２２篇，发表微博１１１６条。

二、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的几点体会

１坚持责任驱动，让文明办自觉担当起主

导。加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不单

纯是改进创新工作方式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占

领网络文化新阵地，塑造互联网精神海拔的使

命驱动。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开展实实在在的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既是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

新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不是一时的工作，而是长

久的任务。我们及时修订文明创建测评体系，

将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开展情况纳入测评

内容。同时将网络志愿者创作、转载博文数

量，计入各地年度信息刊载总数，每月统计公

布，年终评选考核。

２坚持制度驱动，让文明单位担纲先行做
表率。文明单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

有着协调发展 “两手抓”的示范性和创新创造

的垂范性，在网络文明传播工作中理应发挥示

范作用。我省把网络文明传播工作纳入文明单

位考评内容，在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复查和第

九届安徽省文明单位评选中，侧重查看志愿者

开展工作必需的设备保障、时间保证、学习培

训情况，督促文明单位跳出自身抓创建，在主

动融入社会中放大文明的示范效应，用自身的

文明魅力来串带和延展出更多的文明单位、文

明县城和文明城市。

３坚持平台驱动，让网络志愿者踊跃参与
唱主角。网络是人人参与的空间，网络文化建

设网民是主体。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传播文明，

志愿者既要熟悉网络工作，又要熟悉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既要有较强的政治素养，又要较高

的传播艺术。志愿者个体的能力素质决定工作

成效。我们注重一手抓学习平台搭建，一手抓

活动平台搭建，让网络文明传播的天使，有能

力奉献，有舞台展示。

三、坚持不懈地把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工作做深做细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非一朝一夕之

功，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安徽省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也刚刚起步，在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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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活动开展、考核评比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六个 “注重”，努

力把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工作扎扎实实地向前

推进。

１注重发展，着力壮大志愿队伍。坚持重
点在文明单位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思

路，按照市级文明单位不少于１人、省级文明
单位不少于２人、全国文明单位不少于３人的
“１２３”队伍建设目标，进一步发展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全省市级以上文明
单位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总数不低于７０００人。
同时，积极拓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发展领

域，会同省网宣办在网站从业人员中开展 “争

当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活动。至 ２０１１年年
底，全省各大网站从业人员中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不少于１０００人。
２注重素质，着力提高传播能力。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的政治、业务素质，决定了其传播

文明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将按照 “省市骨干培

训、县区普及培训”的思路，大力开展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的培训工作。２０１１年下半年，省
文明办将举办２期骨干培训班，培训人员不少于
２００人；１７市各至少举办１期骨干培训班，培训
人员不少于１０００人；１０５个县区开展普及性培
训，培训人员不少于３０００人。同时，我们将加
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交流力度，并适时召

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先进地区和优秀志愿者的

工作经验，以提高文明传播的总体水平。

３注重策划，着力增强活动成效。网络文
明传播不仅需要志愿者个体的自发传播，更需

要有组织地开展集中传播。省文明办将围绕中

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任务，积极策划开展网上

系列活动，引导志愿者积极开展网上宣传，形

成网上强大声势。下半年，省文明办将结合全

省文明城市评选、道德模范表彰以及中秋、国

庆、重阳等重要节庆，开展 “文明市民、一路

同行”、“学模范、做好人”、“月圆之夜、文明

有约”、“我和我的祖国”、“敬老爱老、有你有

我”等一系列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发动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通过博客、微博、论坛、跟帖等

形式积极参与，营造文明、和谐、温馨的网络

文化环境。

４注重协调，着力保障工作条件。各文明
单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在网络文明传

播工作中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２０１１年７月４
日，根据中央文明办 《关于进一步做好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工作的通知》精神，省文明办下

发通知，对各文明单位发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使各文明单位清醒地

认识到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开展活动，不是代

表个人而是代表各单位承担精神文明建设的社

会责任，网络文明传播工作不是业余附带的任

务，而是文明单位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

各文明单位要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纳入志愿者工作职责，保证一定的工作时间，

配备相应的电脑设备和上网等条件，支持志愿

者参加学习培训等活动，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确保文明传播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５注重机制，着力健全考核办法。一是将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列入 “我最喜爱的江淮志

愿服务”优秀典型推报范围，表彰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的典型事迹。二是评选优秀网络文明

传播志愿者。每年进行考核，评选１００名优秀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给予物质奖励，并在文

明单位考核中进行加分。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队伍不是 “只进不出”，而将引入 “退出机

制”，对前期发展的不懂网络、不经常开展网

络文明传播工作的同志取消其志愿者身份。三

是评选优秀博文。每个季度推出 １０篇优秀博
文，每年总评 “十大优秀博文”，并在中国文

明网·安徽分站等地进行集中展示。

６注重总结，着力提升工作水准。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进

行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我们将边实践边总结，

定期组织志愿者座谈，交流工作情况，邀请有

关专家、学者，帮助提供改进意见，逐步形成

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争取取得更大的成效。

（安徽省文明办副主任　朱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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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遵义市地处我国西南腹地、贵州北部，国

土面积 ３万余平方公里，辖 １５个县 （市、

区），总人口７５０万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遵义农村多在山区，地处偏僻，各地发展水平

不一，总体经济水平不高，２０１０年全市农民人
均纯收入为４２０７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７１２
元，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农业市。２００１年
以来，遵义市委市政府结合实际，开展了以

“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

为内容的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有力地推进

了全面小康建设，促进了 “四个文明”协调发

展，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一、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发端与

发展

２００１年，在 “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期间，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发端于余庆县，并得到

市委认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部署后，市委针对群众求富、求学、求

乐、求美的朴素愿望，通过深入调研，下发了

《关于在全市农村广泛开展 “四在农家”创建

活动的实施意见》，在全市推广 “四在农家”，

从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

活质量、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等关键环节入

手，以 “富”推动发展，以 “学”提升素质，

以 “乐”倡导民风，以 “美”展示文明。

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新要求后，我们在实践基础上对

“四在农家”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从已经

解决温饱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遵义农村实际出

发，提出了以 “富在农家收入增，学在农家本

领长，乐在农家精神爽，美在农家面貌新”为

核心内容，以引导农民增收致富为前提，以农

村一家一户得实惠为根本，以 “四有五通三改

三建”为切入点，引导农村走创造文明、发展

文明、享受文明的小康之路。

２００９年，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
交流会在遵义召开。为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进一步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２０１０年５
月，我市第四次以市委名义下发文件，出台了

《关于在全市农村进一步深化 “四在农家”创

建活动的意见》，黔北大地再次掀起了创建高

潮。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全市累计建成 “四在

农家”创建点 ８２００多个，覆盖全市 ２３２个乡
镇、１７００多个村，受益农民达４４０万人，受益
人口占全市农民总数的６９８％。
２０１０年年底，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后，市委进一步强调：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

活动要认准 “一个目标”，明确 “四大任务”，

突出 “两个重点”。“一个目标”就是要积极推

动农村发展，努力做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

业化 “三化同步”。“四大任务”就是指 “培育

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建设新环境、发展新文

化”。“两个重点”就是指在创建过程中一要突

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和人文内

涵的提升，二要推动创建活动向边远贫困山区

拓展延伸，实现普惠于民；推动高标准创建点沿

高速公路和骨干公路延伸拓展，实现点线面结

合。通过５—１０年的时间，积极探索具有遵义特
色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新路。力争到 “十二五”

期末，实现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惠及人口达

到６３０万人以上，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二、丰富内涵、拓展领域、深化创建

２００９年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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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会后，我们按照云山同志提出的 “紧扣中

心、综合创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切合群

众利益、吸引群众参与，坚持不懈、一抓到

底”的要求，继续坚持 “党政引导、村组自

治、部门联动、资源整合”的运行机制， “科

学规划、分类指导、尊重意愿、循序推进”的

工作机制，“财政补助、单位帮助、群众自助、

社会资助”的投入机制， “领导挂点、单位包

村、干部入户、群众自主”的推进机制。结合

当前形势，积极调整思路，大胆开拓创新，把

“四在农家”创建作为遵义城市化进程的重要

途径，进一步统筹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发展，形成了城乡建设一体化、农业产业

园区化、农村管理社区化的创建新格局，促进

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城市现代文明向农

村辐射，不断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

１“富”为核心，继续打牢发展基础。认
真贯彻落实 “多予、少取、放活”等一系列惠

农强农政策，按照 “东茶西竹南药北菜中辣

椒”的发展思路，整合要素资源，加快结构调

整，打造 “板块经济”，强力推进 “七个一百”

工程，做大促农增收的八大农业主导产业。一

是抓好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规模化、组织化

和市场化水平。全市土地流转面积８５万亩，成
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００余个，发展会员２
万余人，建立各类农产品交易市场 ３００多个，
实现农产品交易４０多亿元。二是抓好现代农业
技术应用推广，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三

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

业化经营水平。四是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优化

产业发展环境。

２“学”为根本，继续培养新型农民。一
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

“学”的内容，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针对

农村思想道德状况，紧扣群众关心的实际问

题，开展 “五心”（忠心、孝心、诚心、爱心、

信心）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其

中。二是紧紧围绕培育新型农民加强学习培

训。整合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农民技术

培训、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等资源，提高

农村劳动力增收致富的本领和劳务就业能力，

仅２０１０年新型农民培训就投入培训资金３８０万
元，完成农民技术普及培训７８万人次。三是依
托农民文化家园、农村精神文明活动中心、农

家书屋、万村书库等基层宣传教育阵地，大力

普及礼仪知识，在农村大兴文明礼仪之风；以

创建 “学习型党组织”、 “学习型村寨”为载

体，广泛开展读书活动，在农村大兴读书之

风；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载体，开展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教育，开展 “节约一

度电、一张纸、一滴水、一粒粮”活动，在农

村大兴勤俭之风。

３“乐”为动力，继续提高幸福指数。一
是实施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建立

稳定的农村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切实加强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从２０１０年起，连续两年拨
出专款２００万元，实施 “农村调频小广播村村

响”工程，让党的声音直接传播到田间地头；

拨出专款１００万元，开展文体活动，扶持、组
建农民文体协会和文艺宣传队伍，围绕 “多彩

贵州”等活动，深入挖掘农村花灯、傩戏、薅

秧歌、金钱杆等民族民间艺术，创作一批以

“三农”为主题、贴近遵义农村实际的文艺作

品，培养了农村文艺骨干，丰富了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二是结合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连续五年举办 “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

把赛场搬到农家小院，开展贴近农村生产生

活、丰富多彩的趣味比赛，活跃了农民文化生

活。今年端午节期间举办的 “遵义市第五届农

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以 “和谐新农村，

盛世感党恩”为主题，开展了农民生产技能、

农特产品展示、农民家庭才艺、乡村歌手歌曲

大赛、趣味体育比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知识

抢答、“四在农家”摄影大赛、农民书画展示、

龙舟赛等多项活动，深受农民朋友喜爱。贵州

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同志发来贺信，称赞这项活

动 “弘扬了传统文化，传播了文明风尚，展现

了新农村新农民的精神风貌、自信与豪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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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良好效果”。

４“美”为目标，继续构建和谐家园。一
是实施 “田园规划工程”。从黔北民居单体设

计向创建点的整体规划设计转变，统筹考虑文

化体育设施和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

基础设施的布局和配套。既要推广一定数量的

标准规划样板，又要针对不同创建点突出个性

化设计，使 “四在农家”创建的特色更加鲜

明。三次编印 《黔北民居建设图册》和挂历，

向创建点群众免费赠送，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

和谐，更加注重建筑与环境的协调。二是实施

“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工程”，坚持以 “四有五通

三改三建”为突破口，继续整合通村公路、沼

气池建设、太阳能利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

项目，落实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不断

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三是加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统一规划新村住宅整体装饰效

果，突出立面修饰，美化新村住宅；结合 “农

村清洁工程”，加强创建点的绿化、美化、亮

化工作，广泛开展绿化评比活动，建设绿色生

活空间；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道和公共

场所设置路灯等亮化设施，美化新村环境；建

立环境整治和卫生评比制度，开展评比活动，

切实开展 “整脏治乱”，创建生态园林型村寨。

四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把 “四在农

家”新村建设纳入城镇建设体系，依托项目整

合、产业带动和黔北民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使城郊空地变村庄，使散户集中变村庄，使小

村庄变大村庄，并完善农家店、农家乐、卫生

室、幼儿园等服务功能，使大村庄集镇化，助

推城镇化进程。

５创新社会管理，优化公共服务。实施
“三关工程”，倡导农民就近就便送温暖、献爱

心；建立 “农村半小时服务圈”，推动个人志

愿服务向有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转化，实现以镇

村干部服务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化；创建

“平安村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积极探索乡村社区化管理，核桃坝、赵家

沟、金橘园等一大批新型农村社区正在形成。

创建活动增强了农村发展活力，提升了农

村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探索

了破除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制度障碍。在土地流

转制度上，总结推广 “增减挂钩、总量平衡、

用途管制、乡镇统筹、集体开发”的做法；在

户籍管理上，探索 “城乡一体、身份统一，迁

徙自由、手续简化，政策不变、权利保障”等

做法；在公共服务上，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三、深化创建活动取得的主要成效

１“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使农民群众得
到了更多的实惠。一是收入进一步增加。随着

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提

高，２０１０年比 ２００９年净增加 ５３８元，增幅达
１４４％。二是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通过
多年创建，广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得到

明显改善，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促进了城乡

和谐。三是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文

化体育设施不断完善，使农民有了自己的文化

体育活动阵地，“百里黔北民居长廊”、“百里

文化墙长廊”、 “百里乡村文化体育长廊”和

“百里乡村文明灯饰长廊”的建立，展示了农

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２“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提升了农民的
综合素质。“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改变了以往

农村脏、乱的环境，农民生产生活习惯随着环

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是一个塑造新型农民的过

程，是一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广大农民不仅转变了发展观念、找到

了增收致富门路，而且学到了新技能，增强了

自我发展的本领；不仅提高了科技文化素质和

经营管理水平，而且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质；不

仅改变了村容村貌，而且改变了精神面貌、丰

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互助友爱、团结合

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明素

养、形成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而且推动了

农村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３“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加强了农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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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教育。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以引导

农民增收致富为前提，以一家一户得实惠为根

本，做农民想做的、帮农民急需的、干农民有

益的，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农

民的生活质量，引导农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让农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各级党组织结合开

展 “服务型党组织”创建，用实际行动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在了黔北大地上，使

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和伟大祖国好。农民群众发自

肺腑唱出的 《十谢共产党》、《十颂共产党》等

民谣，生动地表达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

厚情感。

４“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改善了党群干
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由于创建活动

坚持从农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最关心的问

题抓起，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完

全顺应群众需求，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增收致富

的热情，触动了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兴奋点，

一开始就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特别是在创建活

动中，各级干部真正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

着资金、带着点子，积极提思路、想办法、出

主意，真诚为群众服务，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并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采取宣传引导、政

策鼓励、 “一事一议”等办法，使创建活动成

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但化解了多年来许多难

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明显改善了党群干群关

系，而且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增强了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创新

了新时期农村群众工作路子。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

们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虽然作出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但是与先进发达地区、与新农村建

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以造福百姓为己任，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扎实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

现跨越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

努力！

（贵州省遵义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张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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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

近年来，淄博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紧紧围绕着农村未成年人这个重

点、难点和薄弱环节，以加强和改进农村未成

年人活动阵地为突破口，有效整合教育资源，

搭建活动平台，创新育人载体，创造性地开展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有效缓解了农村未成年

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阵地不足之间的

矛盾，走出了一条加强和改进农村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新路子，促进了农村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受到了中央

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截至

目前，全市共建成各类乡村学校少年宫２０４所，
投入资金数千万元。同时，通过修缮、改造闲

置校舍，盘活了存量资产近亿元。

一、明确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方针

原则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以农村中小学校现有教育

资源为依托，以农村未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培养孩子们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和满足基本

课外活动需求为目标的校内教育文化辅导机构和

农村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

和阵地。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政

府主导、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扎实推进的基本

思路，紧紧抓住机制、资金、师资等关键环节，

明确载体定位，突出建设原则，落实资金来源，

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少年宫建设，形成推动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强大合力。

１明确了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四个功能定

位”。一是思想道德教育阵地。按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

养广大农村未成年人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二是文体

活动基地。向农村未成年人普及科技、劳动、文

艺、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开阔他们的眼

界，培养他们勤动手、善思考、敢创新的良好习

惯；三是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基地。通过组织丰富

多彩的活动，配合学校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增强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四

是农村文化建设中心。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宣传教育活动、联谊活动、亲子活动，吸引广

大农民积极参与，从而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素质

的提升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２确立了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四项建设原

则”。一是公益性原则。明确规定不开展以赢

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活动项目一律免费；

二是基础性原则。基本任务是通过开展各种生

动活泼、健康有益的活动，对广大农村青少年

进行科技、艺术、体育等基础知识的教育，加

强基础能力、基本技能的培训；三是资源整合

原则。主要是依托现有中小学校、农村文化活

动中心或其他公共设施，进行充分整合，使现

有资源得以重新利用，实现长效运行；四是特

色发展原则。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中，要求

突出特色，发展个性，让孩子们根据自身特点

和兴趣爱好，自愿选择活动项目，努力打造特

色项目和优秀品牌。

３落实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三个经

费来源”。一是财政投入。财政投入分为市、

区县、乡镇三级，已建成的２０４所乡村学校少
年宫，市及区县财政投入２７４２万元，乡镇财政
投入２６１８万元。同时，通过修缮、改造闲置校

９３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舍，盘活了存量资产近亿元；二是社会捐助。

各级党委、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支持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是文明单位结对帮

扶。积极协调各级文明单位结对共建、援助帮

扶，以冠名、挂牌等形式，对出资的单位、个

人给予回报，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桓台

县马桥镇、陈庄镇等地的４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分别得到了金诚、博汇、欧锴、万家园等４家
企业５万元至１０万元的捐助。革命老区沂源县
悦庄镇和鲁村镇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还分别得到

了山东黄金集团和山东省粮食厅２０万元和１０
万元的赞助。四年来，我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累计吸纳社会资金６１９７万元。
４探索形成了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三种建

设模式”。一是校内改造扩建型。在校舍比较

充裕的学校，利用空置房屋和场地改造、扩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室与教室分离，相对独

立，重点是为本校学生服务。属于这种类型的

有８６所，每所投资大致在１０至２０万元，主要
用于添置必要的文体器材，维修活动场地和活

动设施等。二是现有教室交替使用型。主要是

利用学校现有教室、场地，对教室的功能作一

些改造，添置必要的活动设施器材，上课时用

于课堂教学，放学后用于开展活动，每个学生

都有两表两室：即课程表、活动表；教室和活

动室，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重新编班并到

指定活动室进行活动。这种活动方式与学生放

学后分散活动有着本质区别，它是有组织、有

目的地去引导孩子，在活动中寓教于乐。属于

这种类型的有９８所，每所投资大致在８至１０
万元。三是农村文体活动中心整合型。这种类

型的少年宫主要是利用学校附近的农村文体活

动中心，依托其设施、场地、师资和活动器

材，增加项目，完善配置，充实内容，为文体

活动中心附近的学校和未成年人免费提供服

务。属于这种类型的有２０所，每所投资大致在
３万—５万元。

二、强化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组织管理

为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科学运行，健康发

展，我们在依托学校进行管理的基础上，积极

探索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断完善

组织领导，强化师资培训，健全激励机制，形

成了市、区 （县）、乡 （镇）、学校四级管理网

络，确保了乡村学校少年宫抓得住、效果好。

１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四个机制”。一

是组织协调机制。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

《关于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意见》，召开

了全市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会议，在

全市推广桓台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经验做

法。各区县都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领导小组，把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镇 （街道办）和中小

学校，形成了 “党委领导、文明办牵头、教育

部门实施、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

与”的工作格局。二是资金投入机制。按照

“政府投资、社会捐助、统一规划、分头实施”

的工作思路，多渠道筹措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和运行经费。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资金

纳入市及区县级财政预算，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按照市及区县共同承担的原则，每年对检

查验收合格的乡村学校少年宫给予资金支持，

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正常运转。三是管理运行

机制。乡村学校少年宫主任由所在中小学校长

担任，负责日常管理、师资培训和工作协调。

制订教学实施流程和音乐、体育、美术、科技

等活动实施方案，规范少年宫活动的程序、内

容和标准。制定艺术教师、外聘教师等各类人

员岗位职责，出台辅导员管理、教学管理、财

务管理、档案管理、考勤登记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四是考核激励机

制。把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参与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和管理情况纳入年度工作考核特别

是精神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树

先的重要依据。同时，由文明办、教育局等部

门对少年宫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督查，对所依

托学校进行考核评估，考评结果纳入学校教育

管理评估体系。

２加强师资培训，重点建立 “两支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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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一是教师辅导员队伍。主要是利用现

有教师，根据他们的特长，安排到不同的活动

室作辅导员。特长教师除在本校辅导外，还到

其他少年宫进行辅导。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教

师辅导员外出参观学习，集中培训，提高水

平。目前，全市担任乡村学校少年宫辅导员的

中小学教师９２００人，占教师总数的７０％。二
是志愿者辅导员队伍。面向社会和高校，招募

各个活动室所需要的志愿者２２００人作辅导员。
同时，吸纳当地 “五老”人员、劳动模范、先

进人物和民间艺人１１２２人作志愿者辅导员，还
聘请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音乐家协会、

摄影家协会等协会的会员１１１８人担任辅导员。
３加强督查考核，突出建立 “三项机制”。

一是竞赛机制。组织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

形式多样的比赛、互动交流等活动，推动少年

宫提高活动质量和档次。二是评估机制。修订

完善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水平检测评估细

则》，市委、市政府每年开展一次 “十佳乡村

学校少年宫”、 “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评

选活动，考评结果纳入对镇校的考评体系，并

与教师的评优树先、职称评聘等挂钩。三是考

核机制。实行乡村学校少年宫验收制度。对新

建乡村学校少年宫实行验收挂牌，对在规定时

间内没有达到建设标准的乡村学校少年宫不予

拨付经费，并提出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

三、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育人

功能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过程中，我们始终

坚持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爱好，设计活动内

容和教育形式，围绕 “三个重点”，开展 “四

项活动”，切实把思想道德教育有机寓于其中，

使孩子们在课堂之外学习到更多有益的知识，

引导他们在参与中陶冶情操、增长见识，在活

动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通俗一点说，就是

在宫里培养孩子们的礼、技、善、美，使他们

不仅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陶冶了情操，

净化了心灵，培养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

道德品质。

１围绕 “三个重点”，突出素质教育，不

断增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发展活力。一是突出

营造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文化氛围。将少年宫走

廊、活动场地等建设成文化阵地，通过悬挂、

张贴各种名言警句和德育图画的形式，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二是突出拓展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活动项目。针对大部分少年宫已经

形成的艺术特色，在巩固提升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对科技类、社会实践类、道德实践类活动

的规范和指导，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

升。三是突出循环开放的活动方式。充分利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村民文化大院等社会实践

基地，实现艺术、科技、德育、社会实践等活

动项目向课堂外、节假日延伸，有效拓展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活动空间，不断丰富活动内容，

提高育人质量和育人水平。

２开展 “三项活动”，注重能力培养，充

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示范作用。第一，内

容鲜活的 “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结合 “书香

淄博”建设，遵循学生诵读经典 “时机越早越

好，文本越精越好”的规律，根据语文课程标

准，精选了适合未成年人诵读的内容，分别为

幼儿园、小学、初中编写了 《国学经典诵读读

本》，免费发放到辅导员和未成年人手中。每

周安排１节国学诵读课，每天为学生留出２０分
钟的课余时间诵读国学经典，并鼓励学生利用

节假日坚持自读，在诵读国学经典中陶冶情

操。为丰富诵读载体，我们先后组织全市未成

年人开展了 “我读书，我快乐”师生共读比

赛、“读名著，演经典”创意表演比赛等活动。

目前，“国学进课堂”已经扩展到全市所有学

校及乡村学校少年宫，未成年人参与诵读率达

１００％。第二，形式多样的形势教育活动。围
绕普及生态文明知识，组织开展了 “绿色生态

文明校园”、“爱我家乡、爱我校园”等生态文

明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养成环保意识。围绕

成功举办奥运会、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组织开

展了 “迎奥运、迎全运、迎国庆、讲文明、树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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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活动，让未成年人学习宣传礼仪知识，

做 “文明小使者”。同时，还通过组织社会调

研、社区服务、家庭读书等活动，引导广大农

村未成年人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感受幸福生

活，感悟未来责任。第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我们组织了曲艺表演、剪纸艺术、民乐演

奏、腰鼓表演、手工编织、陶艺制作、中华武

术等项目，配备琴房、舞蹈房、科技活动室等

设施，充分利用放学后、周六和寒暑假，开展

“特色大课间”、 “阳光星期六”、 “特色活动

课”等文体活动，拓宽了农村孩子的视野，激

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３结合 “三个主题”，丰富活动载体，扎

实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阵地建设。一是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开展主题鲜明

的德育实践活动。开展唱响一首道德歌曲、读

一本好书、观看一部优秀影片、签订一个承

诺、每天做一次家务、拜访一次道德模范、每

月参加一次义工志愿服务、写一篇德育心得等

“八个一”活动。通过组织参加 “我承诺：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活动、 “传唱优秀

童谣，做有道德的人”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家庭，

开展 “感恩的心”体验亲情活动，在学校，开

展 “和谐校园、书香校园”活动，在社会，开

展 “爱心奉献”活动，同时充分利用教育网

络、校报校刊、黑板报、宣传栏等阵地，组织

开展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的班会、

队会、团日活动和 “文明小博客”活动，引导

孩子们健康上网、快乐写博，陶冶孩子道德情

操，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使未成年人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二是以 “我们的

节日”为主题，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清

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从唐代开

始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

节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在围绕传

统节日开展 “节日小报”创作的同时，也在自

编自创中实现了自我教育、自我认知和自我提

升。在清明节，组织开展了 “网上祭先烈”网

上寄语活动。使孩子在创作中体验，在体验中

感悟，在感悟中成长，让传统文化像春雨一样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三是以重大节庆

活动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结合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六一儿童节等重大节庆
活动，在乡村学校少年宫中开展了 “童心向

党”歌咏活动，我市临淄区实验小学制作的

“童心向党”节目视频被推荐参加了中国文明

网百所学校节目展播活动；组织了 “童心向

党”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组织开展了乡

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展演和 “乡村学校少年宫书

画展”活动，集中展示我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成果和全市未成年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中，我们体会到，

加强领导，是建好、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保证；突出思想道德建设，是建好、管

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灵魂；设计并开展

适合未成年人的各类活动，是建好、管好、用

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根本；统筹协调，整合资

源，是建好、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关

键。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乡村学校少年宫在

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山东省淄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张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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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

坚持实施 “以会促创、典型示范”战略

大力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疆，土地总

面积 １１８３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２３％。全区有 １２个盟市、１０１个旗县 （市

区）、６４２个苏木乡镇、１１２７５个嘎查村，农村
牧区人口共计１１２８６２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
的４６６％。１９９６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在
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农村牧区精神

文明建设，大力实施 “以会促创、典型示范”

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推进战略，每年选择一个基

础条件好、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好

的盟市、旗县 （市区），召开创建经验交流会，

通过总结交流经验、观摩创建成果、宣传推广

典型，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以创惠民、以文

化人，带动文明村镇创建水平的提高。目前，

“以会促创、典型示范”战略已成为推进农村

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形

成了自治区、盟市、旗县 （市区）、苏木乡镇、

嘎查村 “五级联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良好格局，在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农牧

民和引领农村牧区社会文明风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一、健全工作机制，破解 “一把手两

手抓”的难题

１建立完善组织领导机制。自治区党委书
记亲自担任区文明委主任，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军区的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自治

区４４个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形成了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有关部门支

持配合的领导体制。明确自治区、盟市、旗县

（市区）、苏木乡镇党委、政府和嘎查村党支部

每半年专题研究一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每年

召开一次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的制度。

２建立工作运行机制。在确定承办会议的
典型地区之后，及时部署创建任务，提出目标

要求。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依据 《全国文明

村镇标准》和 《全区文明旗县城、文明村镇、

文明农牧户、文明农牧民评选标准》，规范以

会促创的目标任务、创建标准和时限要求，使

承办会议的地区把 “迎会”工作和创建工作有

机结合。

３建立督促检查机制。采取阶段性集中督
促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办法推进工作。首先是

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定期赴承办盟市督促检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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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迎会创建工作；其次是由自治区党委办公

厅、宣传部、文明办组成检查组，对迎会和创

建的进度、质量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再次是承

办盟市、旗县 （市区）、苏木乡镇都分别成立

检查组，逐项督促检查，确保任务落实。

４建立申办会议和投入机制。申办全区现
场经验交流会，需要考评地区的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水平，尤其

要考评文明村镇连片创建水平。同时，建立以

奖代投的激励机制和投入机制，２００８年以来先
后投入１５００多万元资助会议承办地开展文明村
镇创建活动，每年为全区 “百佳十星级文明

户”和 “百佳文明农牧民”奖励价值５０万元
的奖品，为促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

物质保障。

二、突出主题教育，破解农牧民思想

道德建设的难题

在推进 “以会促创、典型示范”战略中，

始终围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

会和谐这个主题，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为根本，把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农村牧区精

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广泛开展农牧民大讲堂、

金喇叭工程、七网连牧户、百佳文明农牧民、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学习宣传等群众性思想教

育和道德实践活动。利用广播、标语、宣传

栏、手机短信、网络互动、图片展览等形式，

着力提高农牧民思想道德素质，广泛宣传普及

基本道德规范，发动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 “道

德模范”、“致富能手”、“文化能人”、“民族

团结先进个人”等一系列有特色、有影响的评

比活动。先后涌现出草原之子———廷·巴特

尔，牧区群众的杰出代表、全国道德模范乌兰

其其格等一大批先进人物。目前，我区１０１个
旗县区都建立了理论政策讲堂，各苏木乡镇普

遍设立了流动讲堂，不少嘎查村也建起了 “道

德讲堂”，乡村干部用群众的语言讲述群众身

边的好人好事，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坚持 “六抓六促进”，破解农村

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载体创新的难题

１抓细胞，促进创建活动进村入户到人。
广泛开展了 “百佳十星级文明户”、“百佳文明

农牧民”和 “文明信用户”、“好媳妇”、“好

婆婆”、“好夫妻”等一系列评比表彰活动，引

导农牧民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２抓创建文明村镇 （苏木嘎查）活动，促

进 “十个一”标准落到实处。即把 “一个五好

班子、一个壮大集体经济项目、一名专兼职宣

传员、一个广播站、一个宣传栏、一个理论政

策讲堂、一个文化活动室 （站）、一个清洁能

源项目、一个舒适生活环境、一系列精神文明

创建主题系列活动”落实到创建活动中。

３抓 “北疆文明大通道”创建活动，以线

带面拓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即以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省际大通道内蒙古段为主

线，以沿线６０个县旗城关镇为重点，在沿线辐
射两公里范围内的２４３个苏木乡镇和９０９个嘎
查村，重点进行基础设施 “硬化、净化、绿

化、沼气化”建设和文化设施建设，集中开展

“绿色文明长廊”、“河套文明长廊”、“草原文

明带”等创建活动。四是抓文明旗县城创建活

动，促进城关镇建设管理水平的提高。即以迎

接经验交流会为契机，以文明旗县城测评体系

为导向，对全区１０１个旗县城进行测评，推动
创建活动深入开展。五是抓农村牧区文化建

设，促进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即以重点文化

惠民工程为抓手，不断完善农村牧区文化站

室、图书阅览室、文化广场、文化大院等文体

设施建设，利用各种节庆日、农闲时节和农村

牧区集市，广泛开展草原那达慕、乌力格尔、

独贵龙、花会灯会、体育健身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体娱乐活动，组织乌兰牧骑等文艺表演团

体 “送戏下乡”、“送欢乐下基层”，丰富活跃

农牧民的文化生活，滋养农牧民心灵。六是抓

为农牧民办实事办好事，促进惠民利民、服务

群众。即从农牧民最关注、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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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大力改善农村牧区生产生活条件，以

“硬化、净化、绿化”为切入点，以 “五改五

建” （改水、改圈、改院、改厨、改厕；建新

房、建温室、建窖池、建沼气、建棚圈）为重

点，集中解决环境脏、乱、差问题，大力发展

民生和社会事业，促进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在实施 “以会促创、典型示范”精神文明

建设重点推进战略的实践中，我们的体会是：

第一，实施 “以会促创”推进战略，把软任务

变成了硬指标并落实到基层，强化了一把手

“两手抓、两手硬”的政治责任，调动了各级

党委、政府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第二，实施 “以会促创”推进战

略，把两个文明建设任务结合起来，把 “迎

会”和 “创建”的任务结合起来，把转变思想

观念、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把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结合起来，把工

作重点放在农牧民群众既得实惠又受教育的实

事上来，在惠农 （牧）利民的过程中解疑释

惑、凝聚人心，使精神文明建设在围绕大局、

服务中心、服务群众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三，

实施 “以会促创”推进战略，促进了一个地区

工作全面上水平，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规

律，又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望

和要求，更是迎会地区解放思想、开拓奋进、

加快发展、树立新风的难得机遇。按照这个工

作思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各个突破、积

少成多，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形成了农村牧

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格局。第四，实施 “以会

促创”推进战略，有利于形成顾全大局、协同

一致的团队精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

精神，迎难而上、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这

“三种精神”是凝聚我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强大

精神动力，也是实现我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

宝贵财富。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长春同志重要批示和

云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借鉴各地的好经

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我区农村牧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力度，为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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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内涵　丰富手段
整体提升文明生态村创建水平

以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

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海南文明生态村创

建，始于２０００年９月。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
省累计创建文明生态村１１５９７个，占全省自然
村总数的４９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２０１０年视察海
南时，充分肯定了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要求

进一步深化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文明生态村创

建活动。按照云山同志的要求，我们在整体提

升文明生态村创建水平上下工夫，实现了农民

收入和农民文明素质 “两提高”。

一、拓宽思路，在深化创建内涵上下

工夫

１以游促创，发展特色乡村游，打造生态
经济。从村庄环境整治和旅游化改造入手，结

合海南的风貌格局和规划理念，依托琼崖革命

２３年红旗不倒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文化、乡
土田园的绿色文化、黎苗聚落的特色文化，创

建蓝色、绿色、特色文明生态村，打造一批乡

村旅游示范点，促进农民增收。以海口市琼山

区为例，２０１０年以来选取龙鳞、南畴湖等 １０
多个村庄开展精品连片创建，推行 “文明生态

村＋乡村旅游”模式，发展农业观光、作物认
种、蔬果采摘、垂钓划船等乡村旅游项目，村

民人均纯收入由３０００多元升至９０００余元。特
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

解决了文明生态村创建提升的资金问题。

２以节促创，改革传统民俗节日，丰富文
化生活。深入挖掘传统民俗节日的文化特质，

赋予其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培育新时期海南精

神的一个有效载体。如 “公期”，是海南民间

为纪念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岭南发

展的冼太夫人而自发形成的当地民俗节日。我

们充分挖掘 “公期”传统文化内涵，通过举办

书法、割胶比赛和彩车游行等方式，将爱国思

想、文明理念、科技观念、发展意识与传统

“公期”有机结合，引导农民群众移风易俗，

使 “公期”既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村民

俗文化节日，又成为我们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教育的有效平台。

３以文促创，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培育生
态文化。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央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设文化场所８０００多
处，引导农民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各市

县纷纷自发组建农民文艺团队，把党的富民政

策、农村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编排成琼

剧、山歌、“调声”等文艺节目，广泛开展广

场汇演、村寨巡演等文艺活动。定期组织大专

院校、农科院 （所）的专家下乡，通过讲座、

培训、图片等多种形式，普及文明礼仪知识，

加强环保生态教育，传播生态文化理念，为建

设国际旅游岛营造了和谐有序、文明生态的文

化环境。

４以建促创，把 “两基”建设纳入创建活

动，培育文明乡风。切实加强村级党组织和自

治组织建设，并作为文明生态村创建的重要内

容和最大村务，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法制意

识、主人意识，着力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通过召开创建专题议事

会或群众代表大会，把创建的规划标准、项目

资金、工程质量交给群众讨论，增加工作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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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动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

二、因势利导，在丰富创建手段上下

工夫

１推广先进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２００１年以来，省委连续８次召开全省文明生态
村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先后组织参观了海

口、文昌、昌江等市县的文明生态村示范点，

推广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创建经验，推动

创建工作步步深入。

２凝聚各方力量，开展多种共建活动。动
员机关部门、群团组织等社会各方力量，每年

确定一批文明生态村共建点，开展城乡共建、

机关 “包点”共建。组织驻琼各部队把文明生

态村创建与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县”结合起

来，帮助农民修路、种树、清理杂物，建设文

化室、篮球场、文化广场，建沼气池、改厕、

改猪圈、改牛栏，把文明生态村打造成为军民

鱼水情的新的凝聚点。充分发挥海南侨乡优

势，联系动员海外华侨为建设家乡出资出力，

文明生态村已成为华侨寄托爱乡情结的纽带。

３加强宣传推广，形成浓厚的创建氛围。
各级宣传部门下大气力组织好文明生态村的整

体策划、宣传报道工作。海南日报等省内媒体

开辟专栏、专题，组织言论等多种形式进行全

景式、立体化的连续报道。理论界专家学者多

次召开理论研讨会，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发表

了系列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文明生态村的经

验不断得到总结提升，进一步深化了文明生态

村的创建。

三、加强领导，在整体提升创建水平

上见实效

１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夯实创建的
组织保障。各级党委政府把文明生态村建设纳

入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全局统筹谋划，成立各级

文明生态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决

重大事项特别是重点难点问题。发改、交通、

建设、环保、农业、水利、电力、通信等部

门，以服务文明生态村建设为己任，坚持眼睛

向下、重心下移、职能下延，把最优惠的政

策、最好的项目、最多的投入、最好的人力资

源向文明生态村倾斜，乡村旅游点的生态、饮

水、供电、通信等大为改善。

２坚持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夯实创建的
主体力量。农民既是文明生态村的主要受益

者，也是文明生态村建设的主体。在创建工作

中，我们始终把依靠农民、为了农民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通过宣传发动、参观学习等多种

形式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动员吸引到创建活动中

来。各地还开展了 “把文明带回老家”活动，

组织本籍的干部回乡，为文明生态村建设出谋

献策，形成了 “人人参与、上下互动、内外结

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喜人局面。

３坚持部门协同、整合资金，夯实创建的
物质基础。按照 “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

互补、各记其功”的原则，农业、水利、交

通、国土、卫生、教育和能源等涉农部门把村

镇建设、道路建设、农业开发、扶贫、改水改

厕、沼气池、水利、茅草房改造、退耕还林、

“村村通”资金以及设施农业等各项专项资金，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集中捆绑使用，加大对文明

生态村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

会事业的投入。整合支农资金和引导金融资

本、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产业，集中培植地方支

柱性产业，增强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为

文明生态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实践证明，创建文明生态村是海南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品牌，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

拥护。我们将按照长春同志、云山同志的要

求，结合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规划和布局，继续

向广度、深度推进，把文明生态村建设成为国

际旅游岛的一大亮点。

（海南省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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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

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

自然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面貌相对落后， “五乱”现象较为

突出，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

素。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２００８年
年初制定颁布 《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

好村容村貌整治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以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

为切入点，推动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

文明委积极贯彻落实 《实施意见》，在全省农

村广泛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经过连续三年

的不懈努力，广大农村的环境面貌发生了显著

变化，农民的文明素质显著提高，乡风文明程

度显著提升。主要做法是：

一、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农民的

文明卫生意识

１广泛宣传发动。按照省文明委的统一要
求，各地各部门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制作宣传

橱窗，大力宣传 “清洁家园行动”的重要意

义、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引导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各乡镇、行政村在主街道和村庄出入口

制作 “清洁家园行动”宣传版面、标牌，绘制

宣传画廊，将卫生保洁制度、文明卫生村

（户）标准和评比结果等统一上墙，使村民耳

濡目染，出出进进看得到、时时处处受熏陶，

不断增强文明卫生意识，提高对 “清洁家园行

动”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２进行卫生健康知识教育。利用文化大
院、农民学校等宣传文化阵地，大力宣传普及

健康卫生知识，增强卫生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

引导革除生活陋习，摒弃乱倒垃圾、乱扔杂物

等不良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３进行文明礼仪知识教育。通过开办专题
培训班、举办文明礼仪知识讲座、编写宣传歌

谣等，大力普及文明礼仪知识，教育广大农民

讲文明、守礼仪、树新风，讲道德、守诚信、

做新人。不少地方选派农业、科技、卫生等方

面的专家成立 “清洁家园行动”宣讲小分队，

深入农村宣讲农业科技、健康卫生、文明礼

仪，把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送到

千家万户。

二、搞好综合整治，着力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１大力开展集中整治。连续三年每年集中
一个月时间进行 “清洁家园行动”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组织群众进行卫生大扫除，清扫清运

垃圾，清除杂草杂物，整修街巷道路，粉刷、

美化沿街墙面，集中治理脏乱差。

２进行专项整治。各地结合农村特点，针
对麦收、秋收后在道路上晒粮打场、燃烧秸秆

等现象，组织开展 “清洁家园———秸秆堆放、

禁烧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党员干部义务清扫

街道、清运垃圾，督导农户尽快做到柴草归

垛，保持村庄环境干净整洁。

３进行节庆整治。各地发扬农村节庆清扫
的良好传统，利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

日，积极开展清洁家园迎节庆活动，净化环境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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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基础建设，大力提升生产生

活条件

１大力实施农村道路 “村村通”、 “户户

通”工程，整修道路、硬化河道、绿化街巷，

建沼气池，改水、改厨、改厕，农户配置垃圾

桶，自然村建设垃圾池和垃圾堆放场，不断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全省
９０％的农村达到了通路、通水、通电、通电
话、通有线、通宽带。

２大力加强 “新农村书屋”、文化大院建

设，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科技信息进村工程、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不断完善农村文体设施，丰富农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３大力加强环卫设施建设，各地自始至终
都把建设环卫设施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采取多

种措施帮助农村配置垃圾桶，建设垃圾池、垃

圾堆放场，目前经济条件好的农村已经实现垃

圾户投放、村收集、乡清运、县 （市、区）集

中处理的模式。

４建立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制订完善
日常卫生保洁制度、垃圾处理制度和检查评比

制度，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村级环卫保洁队

伍，乡镇统筹环卫保洁经费，村委会负责日常

管理，做到 “五有一落实”，即有分管干部、

有保洁队伍、有配套设施、有专项经费、有管

理制度，落实环境卫生保洁任务。

四、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高乡风文

明程度

１精心组织开展连片创建活动。各地选择
了一批交通条件较好、经济发展较快、工作基

础较好、群众参与热情较高的村作为示范村，

开展连片连线创建活动。同时，以国道、省

道、高速公路和通往风景旅游区道路沿线乡镇

为重点，大力开展以 “四化两场一畅通” （硬

化、净化、绿化、亮化，建有综合市场和垃圾

处理场，道路畅通）为主要内容的文明集市创

建活动，形成了农村创建的规模效应，收到了

“金线串明珠”的良好效果。

２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全省农村
普遍建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精神文明建设协会等群众自治组织，通

过修订村规民约，组织村民代表进行检查评

比，不断增强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

管理的能力。

３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全省农村普
遍开展文明小康村 （户）、文明卫生村 （户）

和十星级文明农户、“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

对评选出来的先进典型进行大张旗鼓地表彰，

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从而引导广大农民参

与到 “清洁家园行动”中来。

４广泛开展文明单位结对帮扶活动。各级
文明单位以３年为一个周期，与一个行政村结
成对子，帮助农村整治村容村貌、完善基础设

施、开展创建活动、健全村规民约、培育乡风

文明。据不完全统计，仅２０１０年一年，省直机
关的文明单位就为６３个结对帮扶村筹措资金
１１００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３００多项，有力地
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我们深深体

会到，只要找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广泛深入、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就能够抓出

成效。目前，全省 “清洁家园行动”正在从一

类村向二类村和三类村拓展深化，在推进新农

村建设中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将

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和这次

会议精神，紧紧抓住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

要机遇，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得力措

施，增强创建实效，努力为实现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河南省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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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结对共建

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在 “十二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刻，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再次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

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总览全

局、深入深刻，我们一定认真学习领会、全面

贯彻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ＧＤＰ连续１９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突破 ４
万亿，人均超过 ７７００美元，城市化水平达
５７％，全省总体上实现全面小康。江苏经济社
会发展能够走在前列，农村农业农民作出了巨

大的努力和贡献。虽然江苏国土面积只占全国

的１％，但农业增加值却占全国的６２％，粮食
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四，养活了全国６％的人口。
在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江苏仍然是名副其

实的 “鱼米之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长春同志、云山同志

重要指示，立足 “两个率先”实际，把城乡结

对共建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大

力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全省各级文明行

业、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成７０００多个共建对
子，有力推动城乡文明一体化发展。主要做

法是：

一、帮发展经济、促兴业富民

服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是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我们注重发挥

城市人才多、知识新、信息灵等优势，开展

“农村新六件实事”、 “千村示范、千村帮扶”

工程、“送科技下乡、促农民增收”、“万名科

技专家兴农富民工程”、 “文明育农、科技富

民”等活动，在技术指导、劳务输出、招商引

资、发展致富项目等方面大力支持，促进城市

先进生产力向农村流动。全省村均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１０６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跃上９０００元
大关。

二、帮改善环境、促村容整洁

优美的生态环境、田园风貌是农村又好又

快发展的独特资源和重要条件。我们注重引导

城市建设资源向农村配置，把整治农村环境作

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农村改水改厕改圈改厨，

加强结对村道路、给排水、通讯、电力等基础

设施建设，深入开展清洁庭院、清洁河塘、清

洁村镇等 “三清”活动，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和生态环境。全省创成省级卫生镇 １５２个，
其中国家卫生镇７５个，创成省级卫生村２９４２
个。农村自来水和卫生户厕普及率分别达

９８３７％和７６９６％。

三、帮培训农民、促素质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培养造就一

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我

们注重依托结对单位教育渠道和阵地，深入开

展 “现代农民教育工程”、“学科学技术、做现

代农民”、“万名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千名

义工助千户”、 “农民经纪人培训计划”等活

动，帮助结对村加强科技文化和职业技能培

训，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

质。全省先后组织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千万人

次，农民创业培训５０万人次，实现５００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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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移，其中转向非农产业占６３％，创业劳动
力占１０％。

四、帮繁荣文化、促成果共享

顺应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不仅物质生活要更加殷实，而且精神生活

要更加充实。我们注重把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向

农村基层倾斜，组织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农

家书屋、大篷车苏北百乡村行、万村体育健身

等惠民工程，开展 “沿海行”大型慰问演出、

中青年优秀人才巡演、“百名文艺家惠民演出”

等活动，让农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全省实现 “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

目标，有线电视入户率达７８％，农家书屋行政
村全覆盖，送书 ５８４万册、送戏 ２８００多场、
送电影２０多万场。

五、帮依法治村、促社会和谐

依法民主管理、夯实基层基础，是维护农

村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我们注重推动农村民

主法制建设，积极开展 “平安村”、“法治村”、

“村民自治模范村”、“和谐村镇社区”、“民主

法治村”等创建活动，帮助结对村健全村民自

治机制、搞好村务公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

法律援助力度，构建大调解大防控体系，农村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省有５５个村被命名为
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１９２９个村 （社区）

创建成为省级 “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公

众社会治安满意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六、帮深化创建、促乡风文明

良好社会风尚是农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创

建活动是树立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我们注重

抓住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关切点，帮助结对村查

找文明创建薄弱环节，推动创设道德讲堂、道

德银行、乡风文明岗，开展 “文明新风镇村

行”、“文明信用户”、 “四好农家”等特色活

动，推出吴仁宝、常德盛、张雅琴和永联村、

武家嘴村等一批先进典型。全省创成７７个全国
文明先进村镇、７０１个省级文明先进村镇，２６０
多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总数位居全国前列。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 “城乡结对、六帮

六促”活动形成了全面覆盖、全方位参与、更

加自觉、互动双赢的可喜局面，受到农民群众

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工作中我们感到，这

一活动适应了江苏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

的大趋势，适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总目标，适应了城乡共建的新要求，

牢牢抓住了第一要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

更加注重了统筹兼顾，是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好形式好载体，对于加快推进城乡一

体文明建设、实现 “两个率先”，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当前，江苏正处于率先全面实现小康并向

率先基本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胡锦涛总书

记要求江苏继往开来，坚持 “两个率先”，在

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全国 “两

会”期间，总书记又作出 “六个注重”重要指

示，特别强调注重加强文化建设和注重发展现

代农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把 “文化更繁

荣”纳入 “两个率先”新内涵新标准，把文化

建设工程、农业现代化工程列为 “十二五”发

展重要举措。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新部署新要

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比过去任何时候更

为重要更为紧迫。我们将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

和要求，进一步深化 “城乡结对、六帮六促”

活动，突出抓好规划、健全机制，确保每个共

建对子做到有组织、有协议、有规划、有制

度、有项目、有经费；突出抓好重点、多办实

事，让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突出抓好示

范、培育品牌，促进形成你追我赶、争先进位

的良好氛围；突出抓好考评、量化推动，形成

鲜明的工作导向、发展导向，促进农村民富村

美、风正人和，为实现城乡一体文明、把江苏

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作出新的贡献。

（江苏省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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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 “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

努力推进城乡文明协调发展

２００５年以来，浙江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新农村建设，开展了以万个文明单位与万个

行政村结对共建文明为内容的 “双万结对共建

文明”活动，以充分挖掘文明单位在资金、人

才、管理和文明创建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

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文明

协调发展。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多次作出

批示，指出： “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是推进

‘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有效载体，符合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要继续深入开

展，把这一活动抓紧抓实。”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
底，全省共建对子已经达到１３万多对，结对
的文明单位为结对村提供的扶持资金累计突破

８亿元，帮助修建文化活动场所４５００多个，送
图书３２０多万册，结对共建切切实实成为一项
深受农民群众热烈欢迎的民心工程、实事

工程。

一、把 “强本领”作为结对共建的根

本任务，帮助做好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和

培训

针对农民群众文化、知识、技能的实际，

组织各级文明单位在结对行政村开展了素质教

育和技能培训。充分发挥专业学校、农口部门

等结对单位的人才、师资、设施等资源优势，

以科学常识、农业实用技术、实用职业技能等

为内容，经常性地开展农民教育培训，提高了

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增强了致富本领。组

织税务、法制等结对单位通过法律讲座、法制

宣传等形式开展各项教育活动，宣传农村基层

民主管理与农民切身利益的关系，引导农民增

强民主法制意识。６年多来，各级文明单位在
结对村开展素质技能培训２万多场 （次），有

效提升了农民群众的能力素质，为新农村可持

续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二、把 “树新风”作为结对共建的核

心要求，帮助农村培育形成文明健康的社

会风尚

农村文明程度离不开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

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紧紧把握新形势

下农民群众的思想特点，把培育农村文明新风

尚作为结对共建的重要内容。围绕农村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宣传教育，组织各级文明单位积极

参与我省在农村开展的 “乡风评议”主题活

动，以移风易俗为重点，针对农村大讲排场、

大比阔气等不良习俗，帮助结对行政村一起进

行评议，培养现代文明的新习惯、新风尚，并

把荣辱观的要求和乡风评议的成果修订体现到

文明公约和村规民约中。目前，我省开展乡风

评议活动的行政村已达１万个，占行政村总数
的１／３。各地还在共建活动中大力开展文明礼
仪教育，以弘扬传统美德为重点，把文明礼仪

宣传教育融入到农村生产、生活之中。一些结

对单位把 《健康知识讲座》、《食品卫生安全》

等宣传册送到结对村，并现场进行健康、科普

等知识咨询，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三、把 “种文化”作为结对共建的重点

内容，帮助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突出 “文明”共建的基础上，我们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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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共建作为结对共建的重点内容。引导各结对

单位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以新建、改建、共

建等多种形式，帮助村里建设村级图书阅览室

和文体活动场所。目前，我省已有７５％以上的
行政村建成了文化活动室。同时，利用农闲时

间、农村集市等时机场合，组织结对单位下到

农村，与结对村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

化体育活动。一些高校和文化团体还派出文化

志愿者，帮助结对村培养农民文体骨干队伍。

据初步统计，６年来广大文明单位帮助结对行
政村组建文艺队伍２５万多支，共同开展文化
活动４６万多次，极大丰富了农村精神文化
生活。

四、把 “创新貌”作为结对共建的基

础要求，帮助农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积极组织广大文明

单位参与到 “美丽乡村”、“和美家园”等创建

活动中来，帮助结对村解决了农村道路硬化、

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村庄绿化的

问题，提高了人居条件和生活质量，以环境建

设促文明提升。几年来，各级文明单位共为结

对行政村修建道路 ２３万多公里，修建桥梁
９００多座。通过结对共建，还有３２０多个行政
村实现了文明村的创建目标。

五、把 “促发展”作为结对共建的着

力所在，帮助农村实现村强民富奔小康

没有农村的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积极动员广大文明单位深

入农村基层，与结对村一起分析村里的发展优

势和薄弱环节，帮助结对村理清发展思路，制

订发展规划。把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知识和

农业技术送给农民，帮助他们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生态效益农业、筹集发展资金等，促进了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我们还协调金

融、电力、电信、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结合

实际开展全行业结对共建，形成规模效应。据

统计，结对单位领导下村指导达６万多次，帮
助发展经济项目４０００多个。

通过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我们体会

到，开展城乡文明共建，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特别是各级文明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

发挥示范作用、承担社会责任；必须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结对双方在资金、技

术、管理和土地、劳动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资源优势和条件特点，做到优势互补、互动双

赢；必须在整合上做文章，把乡风评议、 “种

文化”、春泥计划、文明村建设等创建活动纳

入结对共建的任务内容，纳入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考评内容，丰富共建内涵，提升共建

水平。

６年多的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增强了
农民群众致富的能力信心，促进了农村经济持

续发展，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丰富了农村

精神文化生活，培育了农村良好的生活方式，

提升了农村文明程度，也为农村解决了一些实

际困难，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干

部群众高兴地说：结对共建缩短了我们与城市

的距离，帮助我们做了很多过去想做而做不了

的事，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我们就能过上

与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了。

（浙江省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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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最美乡村　引领乡风文明

２００６年，由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
委、市旅游发展委主办，１３个涉农区县参与，
多家媒体支持，以 “共建美丽乡村、共享美好

生活”为主题，以 “生产美、生活美、环境

美、人文美”为标准，连续 ５年组织开展了
“寻找 ‘北京最美的乡村’宣传评选活动”，有

力推动了首都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水平。

一、活动着眼建设新农村，倡导新

风尚

北京是典型的 “大城市、小郊区”，虽然

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市比例不足１％，但农业作
为特色产业、宜居基础和民生保障，其作用和

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农村正在成为战略发展

的新空间，农业正在成为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融合的新产业，农民正在成为拥有集体资产

的新市民。同时市民对乡村风光、山水田园的

休闲需求也日益增强。在新的形势下，开展

“寻找 ‘北京最美的乡村’宣传评选活动”，作

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一个新形式应运而

生。宣传评选活动适应了农村新需求，展现了

农村新亮点，引领了文明新风尚，让城乡连接

互动起来，将农村建设的成果、乡村独特的资

源推向社会，让建设新农村 “不仅农民受益、

最终全市受益”的建设目的形成社会共识，让

“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新鲜”的建设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引导城乡关注支持新农村建

设、共建共享新农村成果。在各部门的协调推

动下，通过文明单位结对帮扶、文明村镇创

建、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创建等，涌现

出一大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 “最美乡村”，

创造出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推动了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二、活动注重让城乡互动、让市民

参与

“寻找 ‘北京最美的乡村’宣传评选活动”

每年一届，分为候选村庄推荐、集中宣传报

道、多种形式评选、活动总结表彰、活动深化

提升五个阶段。

在 “候选村庄推荐”阶段：一是候选标准

制定，将其形象化为 “生产美、生活美、环境

美、人文美”，不仅朗朗上口、易记易传，而且

兼有评选操作性和发展指导性。二是候选村庄

推荐，以行政村为单位参选，经过乡镇、区县筛

选和公示后，由区县集体推荐，每个远郊区县最

多推荐３个、近郊区县最多推荐１个。三是候选
村庄确认，通过报纸专版、官方网站等媒体面向

社会进行公示，没有异议者确认为候选村庄。

在 “集中宣传报道”阶段：针对不同受

众，营造舆论强势：一是面向网民开通 “北京

美丽乡村”官方网站，进行常年性宣传；二是

面向党政干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分别在

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日

报》、《北京晚报》、 《京郊日报》开设专栏同

步逐村进行宣传；三是面向可能到农村体验的

潜在人群，专门印制 《体验参观套票》并赠送

１０万份进行宣传，面向大量城市人群，通过公
交车身、地铁通道、楼宇宣传栏等户外公共设

施进行流动性宣传。

在 “多种形式评选”阶段：为增强评选的

公信力并扩大宣传面，建立了开放性的社会评

选机制，构建了网络投票评选、报纸选票评

选、公众体验评选、专家评委评选的综合评选

体系，根据不同评选形式的客观性和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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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进行加权计算总分，授予前 １０个村庄
“北京最美的乡村”称号。５年来，每年都吸引
数百万社会公众踊跃参与。

在 “活动总结表彰”阶段：为了更加广泛

地宣传获奖村庄，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

作用，探索了 《农民日报》和 《北京日报》等

媒体刊发表彰专版、奖励获奖村庄大型标志性

雕塑、举办颁奖盛典通过北京卫视播出、编写

《北京最美的乡村》图书公开发行等现代传播

形式，对获奖村庄进行声势浩大的表彰，扩大

社会影响。

在 “活动深化提升”阶段：更加注重系统

开发和持续提升。始终将 “北京最美的乡村”

作为一个整体，从建设、服务、宣传等角度进

行深化：建设上以区县、乡镇为主体，帮助获

奖村庄全面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 “四美”，

并通过 “社会公众体验评价系统”进行监管；

服务上以主办方为主体，通过举办论坛、实地

参观等形式促进获奖村庄之间的交流，整合资

源、形成合力；宣传上全部由主办方出资，组

织开展 “相约美丽乡村”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征集主题歌、ＬＯＧＯ标识、形象代言人、最佳
体验线路、美丽乡村游记等活动，千方百计引

导社会公众关注、了解、走进获奖村庄。

三、活动确保实惠农村、服务城市

经过５年的实践， “寻找 ‘北京最美的乡

村’宣传评选活动”已经成为首都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的一项品牌活动，成为首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典型示范，有效推进了新农村

建设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受到了广泛关注和

好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主管领

导多次指导并给予资金支持，区县、乡镇、村

参选热情高涨。该项活动先后被评为 “北京市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奖”和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最佳活动”。

１增进了城乡了解。通过连续５年的宣传
评选，每年数以百万人次的市民参与活动的评

选体验，评选出的乡村每年接待很多机关、团

体到农村参观学习，使人们深感农村的巨大变

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使全社会了解党

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发

挥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２形成了文明共识。截至 ２０１０年，宣传
展示了１６０多个候选村，评选出５３个 “北京最

美的乡村”。这些村已成为北京广大农村学习、

看齐的标杆，每年都接待大批兄弟村的干部群

众前来学习取经，形成了比学赶帮、争创文明

的良好风气。

３促进了农村发展。评选活动促进了农村
面貌改变，直接拉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

今年 “五一”假期，占全市行政村总数１３％
的 “北京最美的乡村”，接待游客占全郊区农

村的１３２％，总收入占１０９％。农村适应旅游
发展的需要，在 “净”字上做文章，在 “美”

字上下工夫，讲文明、讲卫生蔚然成风，追求

景观化、环境优美整洁成为自觉行动。旅游把

城市的时尚带进农村，把农村的自然风貌、民

风民俗展示给游客，有力推动了城乡文明的互

动融合。

（首都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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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 “三新”活动　提升灾区文明程度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后，按照胡锦涛总
书记 “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办法推进灾

后重建”的要求，全市人民同心同德、奋力拼

搏，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努力把灾区建设

成为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的样板，实现了物质

家园和精神家园同步重建，取得了灾后重建决

定性胜利。２０１１年５月，联合国授予成都 “灾

后重建发展范例城市”。从２０１０年２月起，我
市以 “改进生活习惯、培养文明行为”为目

标，从 “居室清洁卫生、环境整洁优美、个人

言行文明”三方面入手，开展了 “新家园、新

生活、新风尚”活动，引导灾后重建农民集中

居住区的群众适应新环境、改变旧习惯、树立

新观念、争做文明人，提升了灾区的文明

程度。

一、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科

学建设新家园

１树立规划先导意识，有效提升新家园建
设水平。在灾后恢复重建特别是住房重建和推

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了

集中居住，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巨大变

化。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按照发展性、多样

性、相融性、共享性的原则，运用统筹城乡的

思路和办法，对农民集中居住区进行统一规

划，建成４０户以上的居住区５４５个。居住区结
合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民风民俗，与周边乡村风

貌融为一体，呈现出 “人在园中、房在景中”

的美丽田园景象。极重灾区的都江堰市向峨

乡，９５％以上的农民实现了集中居住，１６个居
住区依山势有序分布，形态多样、色彩缤纷。

同时，结合当地产业优势，建成一批现代农业

产业基地和生态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

势产业，有效实现居住区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

方式的转变。

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升居住区硬
件水平。积极推进城市公用设施向农村延伸，

在５０户以上的集中居住区按 “１＋１３”的标
准，配套建设劳动保障站、卫生服务站、综合

文化活动室、农资放心店、垃圾转运站等１３项
设施。同时，从改进居民生活习惯入手，配备

垃圾桶、体育健身设施、宣传栏、文明言行提

示牌、阅报栏等设备，开展 “两房”（工具房、

养殖房）或附房等建设，有效提升居住区硬件

水平，夯实 “三新”活动基础。

３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有效提升居住区服
务水平。全面开展灾后农村中小学和乡镇

（村）的卫生院 （站）、文化站 （室）的标准

化建设，实现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

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农家书屋工程村级全
覆盖，广播电视由 “村村通”向 “户户通”迈

进，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每个

镇村建立了便民和社会服务中心，率先在全国

将村级公共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２０１１年按
每个村不少于２５万元进行拨付，提升了居住区
公共服务能力，增强了 “三新”活动的吸引力

和实效性。

二、引导群众自治管理，共同创造新

生活

１建立居住区业委会、管委会等制度。紧
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在全面建立村民议

事会、监事会的基础上，发挥村、组自治作

用，普遍建立居住区业委会、管委会和监事

会，坚持 “民事民议、民事民定”，推动形成

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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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时，引入城市社区物业管理理念，通过

专业管理、专人管理、自治管理等形式，规范

物业管理服务，保障居住区环境整洁。目前灾

区出现了都江堰市鹿池村、翠月湖镇五桂村、

紫坪铺镇黎明村等一批灾后物质家园和精神家

园重建的样板。

２发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住区
或以楼 （栋）为单位，或以５０户为一片，或
依托原有的村民小组，选出楼 （栋）长或片

（组）长，负责 “三新”活动开展和相关管理

工作。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家族长

辈和家庭主妇的作用，以院落会、乡村夜话、

入户攀谈、妇女坝坝会、居住区管理例会等形

式，有效开展宣传、教育和引导，探索 “群众

参与、自治自管、共建共享”模式，促进居住

区管理规范有序，提升整体文明程度。

３有效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针对农民
集中居住后在居室清洁、环境整洁、言行文明

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通过精心设计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参与得了、感受得到的活动，如

开展居住区学生 “小手牵大手”活动、举办文

艺巡演、组织居住区群众轮流管理社区事务

等，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实现群

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这是 “三新”活动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的关键。

三、完善引导保障工作机制，大力倡

导新风尚

１切实发挥志愿者作用，促进文明行为习
惯养成。一是依托市义工联合会等组织，招

募、培训 １２００余名志愿者，组织教师、大学
生、企业职工、医务工作者等，深入居住区逐

户开展志愿服务，手把手引导居民养成文明行

为习惯。二是组织各级文明单位、城区 “文明

家庭”、城市社区与新建集中居住区住户开展

结对共建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到居住区开展

包户教育活动，面对面讲解文明礼仪常识。三

是在每个集中居住区建立志愿引导队、文明劝

导队和文体活动队伍，开展 “清洁之家”、“星

级文明户”等评比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吸

引群众广泛参与。

２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活动持续深入
开展。一是坚持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发

挥市、县两级相关部门牵头指导、组织协调作

用和镇、村主体作用，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实

施职能部门牵头负责制和部门对口联系制度。

职能部门牵头制定相关工作标准，从面上指导

推进工作。市文明办总牵头，１５个 “三新”活

动成员单位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同时，组织

市、县两级部门对口联系居住区，发挥部门优

势，一对一地开展帮扶，形成点面结合的良好

工作格局。三是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定期

对 “三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

通报。四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市级设立 “三

新”活动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２０１０年以
来已投入９００多万元。同时，各县 （市、区）

也按每个居住区至少１万元的标准投入。
３建立第三方测评制度，确保各项工作任

务落到实处。２０１０年年底，第三方机构对首批
开展 “三新”活动的居住区进行了测评，居民

的知晓率和满意率超过 ８０％，有 ７０％的居住
区、８０％的家庭和６０％的居民基本达到环境整
洁、居室清洁和言行文明的标准，农民群众的

精神面貌和行为习惯有了较大改变。

“三新”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灾后

重建，提升了灾后重建的质量和水平，顺应了

灾区科学发展和全面振兴的要求，受到了灾区

群众广泛欢迎。云山同志在 “三新”活动示范

点之一的都江堰市天马镇金陵花园视察时，对

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将继续以 “三新”

活动为龙头，以灾后重建农民集中居住区为突

破口，逐步扩展至所有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全

面提升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四川省成都市文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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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乐民　以文化人
倾力打造 “欢乐乡村”文明创建品牌

邯郸是河北省经济大市、人口大市，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

市。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

发展、转型发展中，针对邯郸农村人口近５００
万的市情特点，坚持统筹城乡、重心下移，以

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切入点，组织

实施了 “欢乐乡村”文化工程，搭建起农民群

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明创建平台，吸引

了上百万农民群众参与，初步探索出一条 “政

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的

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新路子，得到

了云山同志的高度肯定。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三个激活、一个创新”。

一、激活主体，量身打造创建平台，

让农民群众在快乐参与中感受文明、弘扬

新风

文明创建为了群众，更要依靠群众，突出

群众的主体地位。实施 “欢乐乡村”文化工

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吸引群众参与，在参与

中感受文明、得到提高。２０１０年我们向全市农
村发出１５０００份调查问卷，问需于农民、问计
于基层。在此基础上，精心组织开展了十项群

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鼓励农民群众从台下走到

台上，由观众变成演员。这十项活动分别是：

“布谷之声”农民歌手大赛、“说唱脸谱”农民

戏曲票友大赛、 “田野之歌”农民合唱大赛、

“乡音乡情”农民器乐大赛、“欢快的舞步”农

民秧歌舞大赛、“品味幸福”农民民俗绝活儿

（手工艺品）大赛、“情趣乡村”农民小品曲艺

大赛、“美丽新家园”农民摄影大赛、“多彩的

生活”农民书画剪纸大赛、“魅力家乡”农民

舞龙舞狮大赛。村、乡、县、市，自下而上，

层层发动，层层举办选拔赛，每项活动推出

１００名 “乡村艺术家”，从而打造１０００支乡村
文化队伍。市县媒体全程报道，电视台实况转

播，形成巨大的 “磁场”：“人人都关注、户户

传歌声、村村都参与”，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群

众竞相登场展现才艺，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人参

赛、全家助阵、全村加油的盛况。“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广大群众亲近了文艺、文化、文

明，远离了酒桌、牌桌、赌桌，实现了求乐、

求知、求美，提升了精神状态，弘扬了文明新

风。截至目前，全市共举办大型活动 １０００余
场，“欢乐乡村”成为百万农民群众自娱自乐

的综艺大舞台、没有围墙的乡村大剧院、永不

落幕的快乐大本营。

二、激活队伍，大力挖掘和培养乡土

文艺人才，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农村大地

为实现创建活动的常态化，避免 “一阵

风”，我们在 “修台垒灶”后，鼓励农民群众

自己 “掌勺下料”，利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

形式，自编自创、自演自赏，培养一支支留在

乡间的精神文明建设队伍。全市各类专业文艺

人才深入农村，把送演出与带徒弟结合起来，

手把手、面对面地对乡土人才进行培训和辅

导，积极引导他们把文明创建的内容融入其

中。在 “欢乐乡村”活动中，一大批乡土文化

能人涌现出来，他们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题

材，创作出一大批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法律法

规，普及科学知识、文明礼仪，赞美孝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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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助人为乐，倡导婚嫁新风、邻里和睦的小

戏小品、诗词歌赋，这些作品积极健康、清新

质朴、乡土气息浓郁、贴近农民生活，深受群

众欢迎，有的荣获全国十佳村歌，有的获得

“中国新闻奖”，有的还吸引北京的专家前来参

观。我们及时把这些乡土作品印成小册子、小

挂历、小扇子，送到农村的家家户户，引导农

民群众传唱、表演。目前，已建立市县乡三级

文化人才数据库和专门的网络平台，各类文艺

爱好者、民间文化传承人等２万余人分类入档，
共表彰１０００个 “乡村艺术家”、２００个文化示
范村、１００个特色文化户。这些乡村文化人才
队伍像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农村大地上，绽放出

一朵朵文明之花。

三、激活阵地，以用为先、建用并举，

充分发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阵地的重要

作用

我们坚持把阵地的有效利用率作为衡量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欢乐乡村”

工程实施以来，带动一大批处于闲置状态的文

化站、文化室、文体器材高效利用起来，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阵地良好利用率达到９０％以上。
一些工地、厂房、农家小院、田间地头也被拓

展为文明创建的场所。适应群众需求，加快推

进市、县、乡、村四级精神文明设施网络建

设。市、县两级重点推进文化艺术中心、数字

电影院等一批大型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乡一

级重点培育文明创建示范村、示范户，村一级

努力实现每个村建起一支文艺表演队伍、建好

一个文明创建场所、打造一个农民自编自演的

文艺节目、建设一条文明展示街、建好一个广

播站、打造一条健身路径的 “六个一”目标。

市财政将投入２０００万元，带动县、区财政投入
１亿元支持 “欢乐乡村”工程。

四、创新机制，探索市场运作方式，

凝聚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钱从哪里来”，是农村精神建设中需要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实施 “欢乐乡村”工程

中，我们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以文企联

办、民办公助、冠名赞助等多种方式，积极引

导社会资金投入。同时，把文明创建与培育民

间文化市场结合起来，让农民群众在自我创建

中得到实惠。如邱县农民以民间资本 “入股”

方式发展了 “百家书”、“股份戏”。永年县农

民军乐团、复兴区农民剪纸协会等群众自发组

织的文化团体，在欢乐自己、服务村民的同

时，积极开拓市场、增收致富，成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力量。

一年多来， “欢乐乡村”工程积极探索用

文艺活动建设精神文明，坚持以文乐民、以文

化人，把农民群众凝聚在先进文化的旗帜下，

凝聚在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凝聚在对农

村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上。２０１１年，紧紧围绕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我爱党”农民歌曲大赛、
“我爱我家”艺术家庭选秀、“我自信”农民模

特比赛等活动正在广泛开展中。我们将认真学

习借鉴先进地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在现有基

础上再创新、再提升，努力推动邯郸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蓬勃发展。

（河北省邯郸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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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用好农村文化广场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来宾市地处广西中部，是２００２年刚成立的
地级市，下辖的６个县 （市、区）中有２个国
家级贫困县、２个自治区级贫困县，现有人口
２６０万，农村人口占２／３。近年来，我市在建好
用好农村文化广场、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方面，

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具体做法是：

一、大力建设农村文化广场，拓展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阵地

启动农村文化广场建设前，来宾市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存在投入缺位、阵地缺损、骨干缺

失、活动缺少的突出问题。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
全市７２４个行政村仅有篮球场１３４个、文艺舞
台４２个、科技文化活动室１００个，基本都破败
简陋、面积不足、标准不高、功能不全，绝大

多数还被挪作他用，农民群众缺乏文化活动场

所、文化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为解

决这个问题，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市委、市政府提出把农村文化广场建设作

为新形势下拓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阵地的突破

口，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程领导

小组和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牵头的办公室，

协调市建设规划办、农业局、财政局等相关单

位，于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启动农村文化广场建设，
计划用３年时间在全市每一个行政村建设一个
灯光篮球场、一个文艺舞台、一栋村级公共服

务中心综合楼，组建一支农民文艺队、一支农

民篮球队，满足农民群众求乐、求知、求技的

强烈愿望。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市农村文化广
场工程累计投入资金２１８亿元，建成灯光篮球

场８５６个、文艺舞台７５４个、村级公共服务中
心综合楼５８９个，成立农民篮球队１１５５支、农
民文艺队８５１支。

在农村文化广场建设中，从市委主要领导

到村干部实行创建工作责任制，一个市领导包

一个县、一个县领导包一个乡、一个乡级干部

包一个村、几个干部包一个点，市直县直部门

对口帮扶，责任到人，推行工作落实问责制，

一个责任书签到底。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部

署、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的要求，我们积极整

合资源，将 “村村通”、远程教育、文化、体

育、科技、卫生、计生等各系统投放农村的公

共服务资金和项目集中使用，推动资金放到基

层、工作延伸到基层。同时，采取 “五个一

点”的办法 （争取上级支持一点、财政解决一

点、对口帮扶部门资助一点、动员社会捐助一

点、干部群众自筹一点），倡导党员自发缴纳

建设农村文化广场特殊党费，号召个体户、企

业家、打工青年捐款捐物，动员农民积极义务

投工投劳，多方筹集建设资金。据统计，目前

全市社会捐资近２０００万元，农民自发投工已达
３８万人次。

二、以农村文化广场为平台，广泛开

展 “山歌唱好人、山歌诵党恩、山歌传礼

仪”活动

努力打造农村 “永不散场的体育盛会、永

不落幕的文化舞台”，确保发挥应有作用，让

农民长期受益，是建设农村文化广场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我们充分利用农村文化广场这个平

台，积极探索用文艺的形式建设精神文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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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言志、以歌明理、以歌传情。来宾山歌雅俗

共赏、独具魅力，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全市有

２万多名出门就唱歌的山歌手，其中获得自治
区 “歌王”称号的就有１６个。我们整合发挥
这支队伍的作用，在全市范围举办具有浓厚地

方特色的 “山歌唱好人、山歌诵党恩、山歌传

礼仪”主题山歌进千村活动。如山歌手用朴实

亲切的来宾方言传唱荣获 “全国敬老之星”荣

誉称号并成为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农

村妇女蓝绍会和因奋不顾身救火牺牲荣登 “中

国好人榜”的何素美： “高山打鼓远闻声，来

宾 ‘绍会’远闻名；中国好人她上榜，又是孝

老大明星。”还比如，用山歌传播文明礼仪知

识，倡导大家做 “文明有礼的来宾人”：“交代

一声后生哥，中华美德大家学；孝敬父母传礼

仪，父母恩情记心窝”。我们还注重用山歌会

形式开展 “全会精神进千村”活动，宣传党的

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爱国歌曲大

家唱和建党９０周年，组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活动，传诵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丰功伟绩。

两年多来，全市农村利用文化广场举办山歌会

１万多场，发放山歌册子６万多册，创作了各
类山歌、彩调、三句半在内的节目 １万多个，
《四个老奶逛新村》还荣获全国首届农民艺术

节最高奖。如今，这些脍炙人口的山歌在桂中

大地广为传唱，传递文明、传诵党恩，对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农村文化广场有力推进了农村移

风易俗，促进了乡风文明

１拓展了乡风文明建设的阵地。农村文化

广场建起来，发生变化最为彻底、影响最大的

是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村村建起文化舞台，

屯屯有球赛场地，寨寨有温馨的农民书屋，山

歌唱起来、篮球蹦起来、健身热起来、舞蹈跳

起来，未成年人校外活动中心乐起来，农民思

想道德文化素质高起来。

２促进了农村文体活动的空前繁荣。农村
文化广场已经成为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

阵地和施展文体才华的大舞台。无论是重要节

庆还是农闲时节，农民群众都会自发举行跨

村、跨乡、跨县篮球邀请赛和农民文艺队交流

演出活动，桂中大地 “日日有欢笑、夜夜有歌

声”。

３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丰富的
农村文化广场活动，使农民群众找到了欢乐，

纷纷从酒场、赌场转到了球场、戏台、图书

室，昔日的治安混乱村变成了今日的 “文明示

范村”、“治安先进村”。

４促进了乡里和睦村邻团结。农民在参加
各种广场文化活动中，进行着心贴心的交流、

手牵手的沟通，加强了团结，构建了和谐。一

些村屯还通过友谊活动增进了解，解决矛盾。

实践证明，农村文化广场非常管用，农民

非常欢迎，已经成为农民离不开的精神家园。

我们将利用这次机会，学习借鉴各省市的好经

验好做法，不断总结经验，加大创建力度，更

好地发挥农村文化广场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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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地方戏曲优势　传播现代文明风尚

莆田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是 “海

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陆域面积 ４２００平
方公里，海域面积１１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约３２０万人。莆田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妈祖文
化独特、港口资源丰富、人文积淀深厚等市情

特点，先后荣获 “中国木雕之城”、“中国古典

工艺家具之都”、“中国银饰之乡”等称号，是

海峡西岸经济区快速崛起的港口城市和滨海宜

居城市。

莆仙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

称为宋元南戏的 “活化石”，２００６年列入国家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涌现出 《春草闯

堂》、《团圆之后》等一批精品力作。我市现有

１３１个莆仙戏剧团，演职人员近４０００人，每年
演出６万多场次，观众达３０００多万人次。莆仙
戏在我市城乡广受欢迎，逢年过节、结婚寿

庆、升学乔迁等各类节庆，许多村社和群众都

会请莆仙戏剧团前来演出助兴，逐步形成一种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习俗。近年来，莆田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始终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

挥莆仙戏群众基础广、影响大的优势，通过

“编印百个剧本、开展百场演出、组织百团调

演、开展百对共建、录播百个剧目、投入百万

资金”，开展莆仙戏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

创新了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载体，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应。长

春同志和云山同志、延东同志对这种运用戏曲

形式建设精神文明、教育人民群众的做法给予

了高度肯定。我们的做法归结起来，主要是

“四个突出”：

一、突出以德树人、以文化人

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以公民基本道德

规范为内容，以传统地方戏曲为媒介，立足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根植群众生产生活，反

映了生活中孝老爱亲、诚实守信、邻里和睦、

文明礼仪等问题，将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 “普

通话”转化为 “地方话”、 “大主题”转化为

“小故事”、 “大社会”转化为 “小舞台”，多

层次、多角度展示了社会新风尚、新气象，使

广大群众在寓教于乐、寓情于理的演出中读懂

政策、明辨是非、知晓事理，充分发挥了先进

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

心的作用。群众看完都感慨地说： “小戏切合

农村实际，演的是身边人身边事，很有教育意

义，我们百看不厌。”

二、突出借台加演、借戏宣传

充分利用莆仙戏常年深入村社演出、群众

喜闻乐见的有利条件，把加演现代小戏作为参

加调演表彰、定级晋级的重要依据，组织每个

莆仙戏剧团每年加演１００场以上现代文明小戏，
实现借台加演、借戏宣传。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１０年全市各莆仙戏剧团共加演现代文明小戏
近万场，加演活动已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新载

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 “轻骑兵”，被百姓

形象地称为 “家门口的文化大餐”。此外，我

们还结合电影 “２１３１工程”，在全市开展的万
场电影下乡放映中，加演现代文明小戏，扩大

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三、突出典型引路、典型示范

确定一批演出热情高、阵容强、基础好的

品牌剧团作为演出示范剧团，选定一批人口密

集、交通便利、演出场次多的乡村戏台作为演

出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剧团、演出示范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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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全

面开展。同时，还定期开展调演表彰活动，集

中展示文明小戏加演的优秀成果。录制百个优

秀加演剧目在市电视台展播，制成ＤＶＤ光盘作
为文明乡风宣传教材，以激发人们关注参与加

演活动的热情，推动加演活动不断掀起新高

潮。目前，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呈现出创作

队伍强、演出水平高、加演场次多、宣传效果

好的喜人态势。现代文明小戏 《搭渡》还成功

入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年度资助剧目”，全国仅有２台小戏获此殊荣。

四、突出通力协作、上下联动

市委、市政府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莆

仙戏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的意见》，对加演

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组织领导等提出

了明确要求。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积极探

索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机制，每年筹集一百

万元资金作为现代文明小戏演出活动经费，用

于创作优秀剧本，重奖一批优秀剧目、优秀剧

团和优秀演职人员。我们还通过主动结对、推

荐结对、指定结对的方式，组织百个文明单位

与百个莆仙戏剧团开展结对加演活动，并作为

文明单位、文明剧团考评的重要内容。各有关

部门也充分利用这一有效的宣传平台，结合各

自职能，把公民道德、廉政文化、社会治安、

诚信经营、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普法教育、

食品安全等内容融入文明小戏创作中，先后创

作演出了一批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剧目。我

们在近年征集创作剧本的基础上，精选１００个
优秀剧本编印成 《莆仙戏现代文明小戏剧本

集》，为加演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莆

仙戏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展现出蓬勃发展的

生机活力，不仅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熏陶和教育，有力地促进了乡风文明，在

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同时，文明小戏也保留了莆仙戏优

秀的传统特色，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深受

群众喜爱，呈现出 “群众爱看、剧团受益”的

良性局面，形成了年产值超亿元的文化产业，

推动了莆仙戏的繁荣发展。莆仙戏现代文明小

戏加演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加演活动还

是个新生事物，需要我们继续探索、持续提

升。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虚心学习各地

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力度、巩固成果、提升

水平，促进现代文明小戏加演活动实现新发

展、取得新成效，不断开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新局面。

（福建省莆田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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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湄潭是贵州省北部一个内陆山区县，国土

面积１８６４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８万，农业人口
４２万。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以科学发展
观为引领，立足县情、积极探索，不断深化

“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

创建活动，着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文

化、培育新型农民、美化农村环境，深入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一、富在农家，夯实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物质基础

１切实增强农民发展能力。着眼农民增收
致富，大力引导农民转变发展观念，克服小富

即安、小进即满思想，不断增强致富奔小康、

富而思进的发展理念，强化科技增收、生态农

业、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等现代农业意

识。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和送下去的方式，有

针对性地对农民群众进行培训，让农民掌握

２—３门农业适用技术和１种以上非农技能。
２帮助农民开拓持续增收的发展路子。通

过调整产业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引导农民

培育适宜本地的茶叶、水稻和辣椒等品种，增

强农产品竞争能力，拓宽农民依靠科技培育产

业、进入市场、增加收入的渠道。目前，全县

建成优质茶叶基地３２５万亩，年产值达１０亿
元，从业人员达到 ２５万人；建成优质水稻
２０５万亩，每年增加农民收入 ４０００多万元；
建成优质辣椒基地１２万亩，年产值达 ３６亿
元；年产优质烟叶１７万担，烟农年收入１３亿
元。在全省率先建成第一个绿色食品工业园

区，２０１０年园区 完 成工业总产值１０亿元，辐

射各类产业基地８０余万亩。
３为农民群众勤劳致富创造各种有利条

件。多方筹资２３亿元，新 （改）建公路１００
余条、１１００多公里。投资３４亿元实施农网改
造，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户户通电”的目标。

投资３亿元实施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惠
及群众１５９万人。

二、学在农家，激活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内在动力

１加大教育投入，狠抓 “两基”攻坚。筹

资２亿元实施教育工程项目，全面落实农村义
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促进教育均衡发

展，比全省提前３年实现 “两基”目标。

２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提
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农民１６５万人次，传
授农业科技、市场营销、法律知识等，使之成

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３按照 “建得起、管得好、愿意学、用得

上”的原则，在每个村建立一个便民图书室，

开展 “读书用书科技示范户”评选活动，调动

广大农民读书用书的积极性。

４全面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搭建起
更广阔、更便捷的学习平台。目前，通过学习培

训开办茶叶加工厂、“农家乐”、乡村旅馆或者

成为 “黔北民居”建筑师、科技辅导员的农民

比比皆是，农民发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阔。

三、乐在农家，彰显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无限活力

１广泛开展把忠心献给祖国、把孝心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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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把爱心献给社会、把诚心献给他人、把

信心留给自己的 “五心教育”活动和关爱留守

儿童、关怀空巢老人、关心外出务工农民的

“三关工程”，激发广大农民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热情，增进邻里和睦互助，促进乡风文明

和谐。

２坚持开展送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

乡”活动，深入挖掘花灯、薅秧歌、金钱杆等

民间文艺形式，组建了近百支农民文化宣传队

伍，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惠农政

策、法律知识、传统美德。兴隆镇龙凤村田家

沟的村民，有感于 “四在农家”创建中农村发

生的巨大变化，自编自演了花灯戏 《十谢共产

党》。这发自肺腑的心声，不仅在当地广为传

唱、产生极大反响，在全国也引起了共鸣。

《十谢共产党》表现的真挚民情、质朴民心，

情之所依、心之所向，是广大农民给共产党的

最高褒奖。

３广泛开展 “书画进农家”、 “戏曲进农

家”、“格言树新风”等活动，扎实开展 “文明

村镇”、“平安村寨”、“星级文明户”、“科技

示范户”等评比活动，５年来举办各类培训及
评比活动２１６场次，用先进文化教育和引导广
大农民，培育农村文明新风。

４将运动场地修进村村寨寨，健身器材安
到农家小院，组织开展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周、农民运动会，形成了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５紧紧围绕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

发展”主题，扎实有序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实施了村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

村规民约、村民自治、文明村寨标准等规章制

度，使各项管理民主、自觉、有序、规范。

四、美在农家，丰富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物质内涵

１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改善农
民的居住条件。全县规划建设 “四在农家”创

建点１９５个，新建改建 “黔北民居”１５０８８户，
圆满完成了５７５７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黔北
民居”新村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亮点。

２开展 “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发动农民

群众清理垃圾、改圈改厕、种花植树等，彻底

消除 “农村五乱”现象，美化家居环境，提高

生活质量，达到 “环境美”和 “心灵美”的

统一。

３配套完善排污、公厕、路灯等村寨基础
设施，村寨实现了水泥路、自来水、农网改

造、电视通讯、庭院硬化到户，文化设施、计

卫室、农村客运建到点，３５万人直接受益，农
村生产生活环境切实改善。

４扎实搞好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
林工作，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安装节能灶，建

设农村户用沼气池３万多个，森林覆盖率达到
５８％，良好的自然环境促进了乡村旅游、生态
旅游的蓬勃发展。

富在积累、学在深入、乐在传递、美在提

升。我县将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总要求，以这次经验交流会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创新管理、提高质

量，努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迈上新的

台阶。

（贵州省湄潭县委、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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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建

夯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

竹山县地处鄂西北秦巴山区腹地，是全国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发源地。自 １９９３年开
始，我们始终坚持把农民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主体，把充分激发群众创建热情作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大动力，把促进农村文明富

裕和谐作为文明创建的根本目标，深入持久地

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争创评选活动，使 “十

星”品牌常创常新、永葆活力，成为推进山区

乡风文明的突破口，成为推进新形势下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一、创新十星创建载体，促进农村社

会进步

近年来，根据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总体部署，我们把 “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细化到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中，不断拓

展创建领域、丰富创建内涵、完善创建标准，

适时提出了 “十改十建创十星”的创建思路，

积极支持引导群众整治环境卫生、转变生产方

式、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文明素质，使 “十

星”创建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挂钩，起到了较好

的效果。 “十改”，即通过改房、改水、改电、

改路、改厨、改圈、改厕、改院、改地 （耕

地、园地、林地、绿地、墓地）、改池 （沼气

池、垃圾池），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变

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十建”，即按照 “１＋９”
模式建设新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综合办公场

所＋党员群众创业就业培训中心、综治维稳
室、便民服务室、村级综合服务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计生服务室、村级卫生室、图书阅览

室、文体广场），构建覆盖城乡、综合配套、

高效便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创十星”，即通

过开展争创 “十星级”文明乡镇、文明村、文

明社区、文明户和 “十星级”党组织等系列活

动，营造创建的浓厚氛围。 “十改十建创十

星”，使群众在参与创建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

处，移风易俗、改造家园、建设美好幸福生活

的热情不断高涨，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目前，全县建成通村水泥路２３００多公里，完成
“一建三改”４万户，统一集中连片新改建秦楚
风格文明示范村院１００多个，１２０６个２０户以上
自然村全部实现通水、通电、通水泥路、通电

话、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全县植被覆盖率达到

８０％，９８％以上的农户参与了新型合作医疗，
８０％农户饮上了安全水，农民的生产条件、生
活环境不断改善。我县被湖北省委、省政府确

定为山区 “城乡一体化试验区”。

二、突出十星创建重点，帮扶农民致

富增收

在创建活动中，针对发展不够是山区最大

实际、脱贫致富是群众最大愿望这一现实，我

们以破解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为

突破口，先后八次对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

内容进行完善，确定为致富星、生态星、道德

星、信用星、科技星、法纪星、计生星、文教

星、团结星和健康星，形成 “以致富星为统

领，一星带九星，十星齐发展”的创建态势。

１突出致富星创建，提高致富本领。坚持
因地制宜，突破性发展以茶叶、烟叶、花生、

蔬菜为主导的种植业，以畜禽、水产为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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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以农家乐为主导的餐饮服务业，以民

歌、奇石、根雕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全县５万
农民取得专业技能证书，年外出务工农民超过

１０万人，涌现出４万个自主创业具有一定实力
的农民市场经营主体。

２狠抓信用星创建，破解创业难题。以信
用星创建为依托，在农户中深入开展法纪星、

道德星和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 （镇）、信

用企业等信用创建活动。对获得信用星的农户

进行评级授信，农户凭信用等级证书就可以直

接在信用社获得 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００元的信贷扶
持，不仅手续大大简化，利率还比常规贷款

低，极大地解决农户创业资金不足难题，深受

群众欢迎。

３围绕科技星创建，培育新型农民。大力
开展送知识、送信息、送科技、送法律、送医

药、送文化下乡活动，积极提供各项支持和服

务，帮助群众提高综合素质、更新思想观念、

调整收入结构，多渠道增加现金收入。全县涌

现各类科技致富标兵２０００余人。

三、培育十星品牌文化，营造和谐文

明乡风

深入持久的 “十星”创建，已成为一种独

特文化、一个响亮品牌、群众最普遍的价值追

求。“十全十美，十星光荣”的文化精髓深深

植根于群众的内心世界，融入群众的现实生

活。农民群众将十星视为一种荣耀，交友嫁娶

看十星、合作创业看十星、经商贷款看十星、

评先表模看十星。现在，无论是悬挂于农户门

楣上的 “十星”牌，还是悬挂于厅堂内的 “十

星”创建明白袋；无论是张贴的春联、传唱的

民歌，还是群众大会评十星、敲锣打鼓送十

星；无论是自然村院的 “十星歌”文化墙，还

是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公示栏；无论是矗立

在村口代表人文精神的村标，还是村内的农家

书屋、文体活动阵地，到处都充满了 “十星”

文化的影子。目前，全县有６８万户 “十星级

文明户”，６０００户 “十星级文明示范户”，还

涌现出剪纸、根雕、奇石、民乐等文化中心户

１１００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
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观念和文明乡风正日

趋浓厚。竹山县多次被评为国家、省、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竹山县城被评为全国文

明县城。“十星”创建还成为湖北 “辉煌荆楚

六十名片”之一。

四、创新工作机制，激发十星创建活力

１创新领导机制。县乡村各级成立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 “县级主导、部门主帮、乡

镇主管、村组主抓、群众主体”的创建格局。

２创新创评机制。按照 “宣传发动—对标

创建—自评互评—考核审定—公示授牌”的基

本程序，坚持半年初评、年底复评，以创为

主、创评结合，能上能下、动态管理。

３创新帮建机制。采取政策资金划拨一
点、部门帮扶一点、企业捐助一点、群众自筹

一点的办法，通过以城带乡、帮建共建、以奖

代补，对被评选为 “十星级”文明乡镇、文明

村、文明社区和首次评为 “十星级文明户”

的，分别给予 ３０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和
２００元的奖励。

４创新考评机制。把 “十改十建创十星”

各项工作纳入单位年度目标和干部绩效考核，

与各项评先表模挂钩。

５创新民管机制。成立 “十星”评选协

会、红白喜事协会、文体活动协会、卫生保洁

协会和公益建设协会，健全村民自治互助组

织，让群众在参与创建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相互监督、共同提高。

长期以来，竹山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一

直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

视、大力支持，我们备受鼓舞，衷心感谢。我们

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深入

学习全国各地先进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永葆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生机与活力！

（湖北省竹山县委、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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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村新型文明社区

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日照市东港区地处我国沿海中部、山东半

岛南翼，现辖 ３个街道、７个镇，陆域面积
１０３０平方公里，海岸线 ５７公里，总人口 ６９
万，有着 “滨海生态、亿吨大港”的最大特色

和优势。近年来，东港区充分发挥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支撑带动作用，重点打造农村新型文

明社区，有效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

了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大

提升了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一、注重贴近实际、遵循民意，创新

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思路

东港区是个新建区，也是传统农业大区，

７０％的人口还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对农村部分群众的思想观

念、生活理念带来新的冲击，出现了 “腰包越

鼓、脑袋越空、精神越贫”的现象；另一方

面，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农民群众求富、求

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对加强新形

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在深入农村调研时感到，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抓什么、怎么抓，如何增强创建活动的生命

力，关键在于 “路径选择”问题。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抓文明创建不能搞主观主义和形而上

学，也不能照抄、照搬、脱离实际，必须深入

了解群众急什么、想什么、盼什么，缺什么、

怕什么、怨什么，真正摸准农村脉搏、贴近基

层生活，才能得到群众认可、取得工作实效。

２００７年以来，我们按照 “三环布局 （中心村、

大村、边缘村）、因地制宜，政府引导、以奖

代补，群众主体、社会参与，文明有标、创建

有形”的思路，以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

质、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建立起

“农民富裕为基础、农民满意为标尺、农民幸

福为追求”的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创建模式，走

出一条符合东港实际、符合群众利益、符合发

展要求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路。

二、注重拓展外延、丰富内涵，提升

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层次

长期农村工作实践让我们体会到，广大农

民群众最急的是找到致富的路子，最想的是拥

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最盼的是能享受到和城里

人一样的公共服务。为此，在创建活动中，我

们关键抓好了以下三件事：

１抓住农民富裕这个基础，在既富口袋、
又富脑袋上下工夫。围绕 “富口袋”，坚持以

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为取向，突出发展日

照绿茶、有机蓝莓、精品渔业等高效生态农

业，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目前全

区茶园面积已突破６６万亩、蓝莓发展到１万
亩、浅海生态养殖面积达到１４万亩，成为全国
重点产茶区、山东名特优经济林蓝莓之乡、省

级 “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为推进农

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围绕

“富脑袋”，实施了每个村建设一条高标准的文

明街、一处群众休闲娱乐的街心公园、一个设

施完备的文化大院、一处功能完备的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的 “四个一”工程，构建起 “区有教

育基地、镇有文化中心、村有文化大院、组有

农家书屋、户有科技书橱”的公共文化阵地网

络。目前已建成文化大院４９０余处，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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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余处、配套图书１２０万册。同时，深入开
展了 “东部街道带西部镇、经济强村带薄弱

村、规模企业联系专业村、机关单位联系示范

村”的 “双带双联”活动，为推进农村新型文

明社区建设提供了动力。

２盯紧农民满意这个标尺，在改善居住环
境上下工夫。一方面，把实施 “农村家园清洁

工程”作为基础工作，启动了文明街、街心公

园、文化大院、综合服务中心 “四进村”活动

和 “三网” （电话通讯、有线电视、互联网）、

民生手册、电脑、沼气、生态厕所 “五进家”

活动，扎实开展 “美在家庭”活动，突出抓好

改厨、改厕、改圈和沼气池建设。另一方面，

扎实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完成和在

建农村住房２２２９１户、改造危房６４１２户，累计
拆除房屋１３０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楼２５０万平
方米，城镇化率提高到６２９８％。
３树立农民幸福这个追求，在均衡公共服

务上下工夫。制定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 “十

个一”标准，重点构建区有中心、镇有大厅、

村有站点的三级便民服务网络，最大限度地方

便群众求学、就医、购物、健身、娱乐；建设

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站，积极实

施广播电视 “村村通”、庄户剧团 “村村建”、

公益电影 “村村放”等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年

均免费放映公益电影６０００多场次，举办各类演
出、比赛２６００多场次；定期对农村新型文明社
区开展督查考核，推动实现了村民日常购物、

小病诊治、文体娱乐、幼儿上学、学习技术、

纠纷调解、日常事务办理 “七不出”社区，极

大地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三、注重创新机制、统筹推进，确保

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实效

１突出规划指导。坚持因地制宜、经济实

用，不搞违背客观条件和不切实际的大拆大

建，统筹规划推进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充

分利用现有办公场所、废弃荒地、草垛场、汪

塘等，在经济基础较弱的村建文明 “小品”，

在较好的村建文明街，在较大较富裕的村建街

心公园，在区域大村建街心公园、文化大院，

在区域中心村、强村建综合服务中心，形成了

以点带线、连线成面的辐射格局和生活服

务圈。

２突出群众主导。按照 “政府引导、部门

帮建、社会支持，民主商议、突出特色、尽力

而为”的要求，坚持一事一议、大事公决，把

“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

交给群众拍板定夺，最大限度地引导群众支持

创建、参与创建、献力创建。

３突出政策引导。采取 “财政以奖代补拿

一点、村集体一事一议出一点、市场运作筹一

点、社会各界捐一点、对上争取引一点、群团

组织帮一点”的方式，积极整合各类政策、资

金等资源，有效破解了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

瓶颈。

４突出机制督导。建立起 “区委统一领

导、文明委具体协调、部门单位积极参与、镇

村具体落实”的工作体系，把农村新型文明社

区建设工作纳入全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与评

选文明村镇和评价镇村干部工作绩效相挂钩，

确保了农村新型文明社区建设快推进、快

见效。

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虚心学习各地

的好经验好做法，继续深入推进农村新型文明

社区建设，提高创建水平，不断开创全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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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七个一”文明创建工程惠农利民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东部，面积２５３万
平方公里，辖１３个旗市区，人口２７１万。呼伦
贝尔有千里草原，万顷林海，风光无限，享誉

海内外，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呼伦贝尔遍

地是宝，资源富集，煤炭储量１１００多亿吨，石
油远景储量１０亿吨，是一个发展潜力无限的地
方；呼伦贝尔历史厚重，文化灿烂，孕育了中

国北方东胡、匈奴、鲜卑、室韦、蒙古等十几

个游牧部族，这里还是举世公认的蒙古族发祥

地、成吉思汗的故乡，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

方；呼伦贝尔毗邻俄蒙，口岸众多，是中国唯

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边境线长１７２３公
里，沿边有８个一类口岸，是我国一个向北开
放最前沿的地方；呼伦贝尔民族众多，有４３个
民族，少数民族人口５０４万，是一个民族风情
魅力独特的地方。２０１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９３２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９３２亿元，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１４８５７元和６２９５元，其
中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７６元。
在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呼伦贝尔以

美丽与发展双赢战略为指导，通过深入开展以

每个村嘎查有一个文化宣传员、一个文化宣传

栏、一个信息服务中心、一个草原书屋、一个

文明讲堂、一个志愿服务队、一个主题系列活

动为内容的 “七个一”文明创建工程，取得了

显著成效。

１以文化宣传员引领农村牧区社会新风。
从大学生村官、党员干部、民营企业家、中小

学教师和农牧民文化带头人中选拔义务文化宣

讲员６８９名，采取广播宣传、进村入户、印制
宣传页等形式，宣讲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支

农惠农政策；组织创办农牧民业余文艺演出

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积极倡导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开

展大调解活动，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切实

改善了农村牧区社会治安，提高了文明程度。

２０１０年，全市共开展宣传员培训５６场，开展
宣传员座谈会１４５场，发放蒙汉文宣传单２０余
万张。

２以文化宣传栏巩固农村牧区思想文化阵
地。在全市３４５个村嘎查文化室、５４个文化广
场、２２个文化公园设立板报橱窗、文化墙、乡
情村史陈列室等文化宣传栏４８０块，宣传科普、
法制、环保和政策等方面内容，并安排专人负

责，每季更新一次，使宣传栏成为广大农牧民

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知晓村务政务和学习科技

知识的平台。

３以信息服务中心畅通惠农惠牧渠道。根
据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的特点，在嘎

查开设 “牧民网吧”，建设蒙汉两种文字网站，

利用互联网实施 “科普、保健、宣教、保障、

致富、治安、文化网络联牧户”工程，建立起

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的信息服务网，为农牧民

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截至目

前，全市已建成８个蒙汉两种文字的服务网站，
１５个不同规模的农牧民信息服务中心，３０５个
远程教育网络站点，２９１个科技信息培训网点，
已覆盖全部苏木乡镇，近８０万农牧民从中受
惠。同时，我市还开通蒙语调频广播，翻译蒙

文学习资料，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文字语言不

通的问题。

４以草原书屋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
加强农村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效整

合城市、行业、单位和农村牧区创建资源，以

城乡共建、军警民共建等方式，定期向农牧民

群众赠送各类书籍报刊，共建成苏木乡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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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站５２个，两万册图书规模的草原书屋１０４
个，另有１８０个在建当中。同时，深入挖掘本
土民族民间文化，繁荣发展蒙古语言文学创

作，举办蒙古语诗歌创作那达慕，收集整理各

类民族民间文艺作品８６４个，民族文化得到传
承和弘扬。

５以文明讲堂培育新型农牧民。利用村嘎
查综合性活动室，采取 “专家学者 ＋领导干
部＋农牧民群众”的形式，定期举办文明讲
堂，使农牧民群众广泛接受教育。在文明讲堂

上，党校老师运用身边大量的生动案例，深入

浅出地引导广大农牧民讲道德、讲正气、讲文

明；百余名道德模范人物，以事迹报告的形

式，用朴实的话语、真实的事例，使大家学有

目标、赶有榜样；由６０名村嘎查书记、党员致
富带头人组成的百万农牧民创业先导团，用身

边的典型激励人、启发人，调动了广大农牧民

创业的积极性；法律工作者从 《村规民约》入

手，为群众答疑解惑，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法

制观念。两年来，共举办文明讲堂２０００余场，
培训农牧民１２万余人次。
６以志愿服务队拓展农村牧区服务空间。

发挥农技专家、科普人员和种养殖能手作用，

在全市４１０家农村牧区经合组织中推广志愿服
务队，突出抓好农牧业科学技术、生产资料供

应、农产品销储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农牧民提

高增收致富本领。发展农村牧区志愿者队伍，

帮助照顾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组

织农村牧区文化能人、文体骨干开展文化和体

育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全

市已发展业余文艺队伍１３２０支。组织建立农村
牧区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

爱国卫生运动，有效改善了农牧民的生活

环境。

７以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深
入开展以 “培育新农牧民、倡导新风尚、发展

新文化、建设新家园”为主要内容的 “美丽呼

伦贝尔人人爱、有你参与更精彩”系列主题活

动。通过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选树了乔玉芳、刘廷江等农村牧区道德模范典

型。在农牧户中广泛开展 “新敖登牧民”、“阿

拉奔敖登牧户”评选表彰活动，实现了创建活

动的全覆盖。积极组织民族特色文化主题活

动，举办牧民那达慕、农牧民运动会、马文化

节等群众性文化节庆活动，开展达斡尔族鲁日

格勒节、鄂温克族瑟宾节、鄂伦春族篝火节、

俄罗斯族巴斯克节等民俗活动，有效地传承了

悠久厚重的民族文化。

截至２０１１年上半年，“七个一”文明创建
工程已覆盖全部苏木乡镇，受益农牧民达到８６
万，受益面达９６％。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 “七

个一”文明创建工程，农村牧区面貌焕然一

新，广大农牧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农牧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出现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

农牧民。通过创建活动，打造了一批文明程度

高、创建带动力强的文明村镇，阿荣旗那吉镇

荣获全国文明县城称号，鄂温克旗伊敏河镇等

５个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我市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

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美丽发展、科学崛起、共享繁荣，推

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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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直属机关
２０１１年，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

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和创建文明单位为重
点，不断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

步提高了机关干部职工文明素质和机关文明

程度。

一、着力加强机关思想道德建设

按照中直机关文明委十五次全会的部署，

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深入推
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干

部职工头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集中开

展形势政策教育，举办了 “关于当前有关热点

问题”系列形势报告会、“党在百姓心中”专

场报告会和杨善洲事迹报告会，组织参观了大

型主题展览。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

习教育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切实加强理

想信念教育，进一步打牢了机关干部职工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深入贯彻落实 《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以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学习宣传为契机，深入开展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努

力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中直

机关特色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做好 “五五”普

法的总结表彰和 “六五”普法布置工作，召开

中直机关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促进了机关

法制建设。中央纪委举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学习报告会、座谈会和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先进工作者事迹报告会，中央办公厅、中央宣

传部举办培训班、专题报告会，中央组织部开

展 “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和应对 “四个

考验”、克服 “四个危险”的专题讨论，中央

对外联络部开展 “学理论、学党史、学先进、

促科学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中央政法委认真

开展 “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

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记协等单位把理论学

习、形势政策教育与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活动结合起来，求是杂志社开展 “服务科

学发展，深化创先争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八大胜利召开”主题实践活动，广电总局组

织开展机关干部到基层调研蹲点活动，不断改

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能力。

二、大力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

隆重热烈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是２０１１年中
直机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直机关各单

位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一系列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了党史学
习活动，举办两场中共党史专题报告会，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参加 “全国党建知识竞赛”，在

全国党史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开展中直

５７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机关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征文活动，编辑出版
《开天辟地９０年———中央直属机关纪念建党９０
周年征文选编》。全国政协办公厅举办主题展

览、征文和演唱会等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系列活
动，中央组织部开展举办一次主题党日党课、

召开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一次志愿帮

扶、走访慰问一次老党员的 “四个一”活动，

中央宣传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央统战

部开展以学习历史为主的读书活动，中央政法

委隆重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优秀党员干警，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编委

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中国外文局等单位开展

爱党爱国为主题的知识竞赛、主题演讲、诗歌

咏诵会活动，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邀请专家作

专题报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中直机关工

委、中国法学会、全国台联等单位组织机关干

部赴李大钊故居和革命老区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

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组织举办学党史、跟党

走演唱会，中国科协组织 “我看科协这五年”

征文活动，广电总局举办第四届职工艺术节和

大型群众歌咏活动，增进了对党的真挚感情。

三、切实加强机关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认真组织中

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举办

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报告会，邀请有关专家作

专题辅导报告，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直机

关文化建设的意见》，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动中直机关文化建设

的热潮。继续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结合

“世界读书日”，围绕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积

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读书学习中不断提高思

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加强和改善

宣传橱窗、内部刊物、局域网、阅览室、健身

房等机关文化阵地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机关文化活动，丰富了干部职工的文化生活，

举办了中直机关喜迎新春文艺晚会，中直机关

干部职工和老干部１０００余人观看演出。中央办

公厅开展 “好书相伴”读书活动，全国政协办

公厅每月为机关干部放一部电影，中央统战部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与深入贯

彻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结合起来，全国总工会开展 “十佳读者”评选

和 “好书相伴”活动，中国科协召开科协系统

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中国侨联举办华侨华人

研究系列讲座，新华社举办 “注重礼仪 提高素

质”文明礼仪讲座和纪念建社８０周年经典图
书展，中国外文局把楼层文化展示工作与开展

“健身、快乐”主题系列活动结合起来，丰富

了干部职工文化生活。

四、深入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紧紧围绕 “创建文明机关，当好人民公仆”

主题，结合 “创先争优”活动，以开展全国文

明单位、首都文明单位 （标兵）、中直机关文明

单位评选推荐活动为抓手，通过多种形式，深入

推进机关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搞好评

选推荐活动，下发 《关于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

单位、２０１１年首都文明单位 （标兵）和中直机

关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文明单位评选推荐工作的通
知》，召开文明办主任会议进行布置，组织中直

文明委委员投票，成立检查组进行检查抽查，确

保了评选推荐工作的顺利完成。共评选推荐全

国文明单位８个、中直机关文明单位１４１个、首
都文明单位及文明单位标兵７４个，促进了机关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央纪委、中央

对外宣传办公室组织参与 “文明上网，共建和

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中央对外联络

部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文明单位的先进事迹，中

央６１０办公室开展 “节能办公”、“践行低碳理

念 服务科学发展”主题实践活动，中央党校、

中央文献研究室、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

对窗口单位服务承诺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人民

日报社开展 “八点半志愿者”活动，不断培养

和扩大报社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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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共建工作

参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中直机关的

良好社会形象，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

献。结合北京精神的征集、推荐、学习、宣

传，深入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活动。

大力开展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主题

宣传实践活动，为北京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作出

贡献。向首都文明委和北京市妇联分别推荐表

彰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和第
八届首都和谐家庭。积极参与和支持首都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参与首都周四垃圾减量

日等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中央外办发出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倡议书”，中央编委办公室

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开展精神文明共建

活动，中央党校编排大型舞蹈 《黄河》参加北

京市海淀区青龙桥地区 “军民同心跟党走”双

拥文艺演出，中国日报社开展智力扶贫，以外

语特色和优势为扶贫对象开展英语教师培训。

六、大力加强精神文明队伍建设工作

年初，召开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第十五次全会，及时调整了５名中直机关文明

委委员。组织召开宣传处长、文明办主任会

议，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文明办主任会议

精神。组织中直机关部分单位文明办主任外出

学习考察，加强中直机关与基层单位交流和中

直机关各单位之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

解和感情。利用 《工作简报》和中直党建网精

神文明建设专栏，反映中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动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交流各单位精

神文明创建经验，展示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风

貌。中国文联及时调整机关文明委领导机构和

工作机构，中国侨联、中国出版集团把从事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专兼职干部的培养与党务干

部、纪检干部、业务干部的培养结合起来，中

央编译局组织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干部外

出学习参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我们

的工作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干部职工的期

待相比，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

是：对新形势下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

律分析研究不够，精神文明工作队伍建设有待

进一步加强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

作中切实加以改进。

（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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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
２０１１年，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高举旗帜、

围绕中心、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

工委的决策部署，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取得

了良好成效。

一、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为契机，开展
学习教育，打牢党员干部的思想基础

围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门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把纪念活动同

学习党的理论、继承优良传统、颂扬伟大成

就、总结成功经验结合起来，广泛开展以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教

育活动，进一步巩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基

础。精心组织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活动；组
织开展 “学党史、读经典”系列活动，分主

题、多角度、全方位对中共党史、经典理论

进行深入解读；组织召开中央国家机关 “真

情献给党”演讲报告会；邀请北京市 “党在

百姓心中”演讲报告团为中央国家机关党员

干部举行了专场演讲；组织开展庆祝建党９０
周年党史知识竞赛，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参观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和 “艰难与辉煌”历史

文献展。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学习、纪念和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深了党员干部对党的

理论、党的知识、党的历史的学习理解，增

强了历史使命感，坚定了热爱党、跟党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二、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为重点，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党员干

部的智慧和力量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２０１１年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切

实把全会精神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之

中。提前研究制订关于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学

习贯彻方案，印发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出部署；邀请新闻出版

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等领导和专家连续

举办了３场学习辅导报告；开展 “部委与基层

主题联学”，组织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有关

业务司处负责同志，分赴浙江宁波、四川成

都，深入乡镇文化站、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出

版发行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基层党员干部职

工就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习研讨。

通过集中研讨、辅导讲座、组织座谈、开办培

训班等多种学习形式，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文化改革发展，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饱满的工作热情，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

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还结合实际，就加强机关文

化建设，凝聚行业精神、部门核心价值理念提

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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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建设为民、务实、清廉机关为

目标，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

设在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

用，认真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马凯同志对中

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坚持在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机关作风上下

工夫，在建设为民、务实、清廉机关上下工

夫，不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要求，举办

了两场杨善洲先进事迹报告会，李源潮、刘云

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２００多位部级干部在内
的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共计 ４０００多人次参
加。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事迹

报告会，邀请海军榆林保障基地副司令员龚允

冲等５名同志为中央国家机关局处级党员干部
作了先进事迹报告，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的良好氛围；组织开展 “身边的榜样”宣传教

育活动，引导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从身边的

人学起，从身边的事做起，激发立足本职岗位

创先争优的积极性。抓好 “中央国家机关网络

舆情监测”平台建设，通过搜集、整理境内外

媒体和网络论坛对中央国家机关作风建设、建

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情况的反映，帮助各部门

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中央国家机关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加强作风建设等方面情况的反映。召

开中央国家机关 “创先争优、改进作风”经验

交流会，推广典型单位的经验做法。认真加强

调查研究，努力探索机关精神文明的规律，

２０１１年先后三次组织各部门机关党委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负责同志到吉林、安徽、山东等地，

学习了解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机关文化的经验

做法；组织开展了 “创建文明机关，争做人民

满意公务员”活动专题调查研究，采取座谈

会、现场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全面了解中央国

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提出加强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主 要 措施。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结合部门、系统和行业实

际，普遍提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作风建设主

题，积极创新和搭建了作风建设的有效载体，

有效地推动了机关作风和政风建设。

四、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载体，

大兴读书学习之风，营造良好的机关文化

氛围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结合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引导党员干部培养积极健康的读书习惯，

营造分享知识、快乐学习的良好氛围，进一步

充实和提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内在动力。突

出历史文化特色，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做好部

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部级文化历史讲座

自２００２年启动至今已坚持了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共
组织１２次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组织４
次专场展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

务委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马凯，出席纪

念部级历史文化讲座１０周年活动，对部级领导
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进一步

落实马凯同志关于要不断总结和推广各级党组

织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认真读书学习的好经

验、好做法的批示精神，经过充分调研，组织

召开 “读讲一本书”活动现场推进会。总结推

广了国家人口计生委 “读讲一本书”活动经验

做法。抓好 “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通

过定期组织推荐书目、举办读书讲坛、邀请名

家导读、开展读书交流等形式，服务并引导中

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认真读书学习。２０１１年
“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组织主题讲坛１２
次，为党员干部推荐１８种图书，中央国家机关
党员干部５０００余人次参加活动，带动了中央国
家机关读书活动的新热潮。通过读书学习和交

流活动，深化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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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评选推荐全国文明单位为引领，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推进群众性创建活动

深入开展

按照中央文明办的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从

实际出发，提前谋划、精心设计、规范操作，

组织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全国第三批全国文明

单位评选推荐工作。推荐评选前，专门组织部

分部门文明办主任到安徽开展专题调研，结合

专题调研成果，研究制订了全国文明单位评选

推荐的原则、条件和程序。为真正把基础扎

实、创建成绩突出、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单位

推荐出来，在往届评审程序的基础上，增加了

集中交流环节，申报单位同台公平竞争，逐一

介绍情况，展示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成

果。经过集中交流、现场评审、实地考察和网

上公示，各部门既学到了经验、又看到了不

足，很好地促进了各部门之间的学习借鉴交

流，对于提升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央国家机关各

部门也结合实际，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创建文明机关、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

先进单位，扎实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做

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是方

向、是灵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定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提升党员干

部文明素质，营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的浓厚氛围。三是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

创新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

动力。精神文明工作一定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的需求，增强主动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才不

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四是统筹兼

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机统筹、科学兼

顾，才能使工作有朝气、有活力，要善于统筹

协调、借势借力，集中力量、集聚优势，形成

整体效应。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重要一年，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

大，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国家机关担负着从宏观

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重

要职能，应该用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做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在以往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基础上，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开展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

动。集中一段时间在中央国家机关深入开展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

动紧密联系部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党员干部

思想实际，着重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理论

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群众，创造新

的业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进一步增

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

同、感情认同，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

和干扰，增强宗旨意识，加强党性修养，转变

工作作风，提升能力水平，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工作业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二是开展 “转变作风、心系基层、为民服

务”主题实践活动。按照 “创建文明机关，争

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总体要求，２０１２年在
中央国家机关广泛开展 “转变作风、心系基

层、为民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

到一线、到基层，了解国情、感受实践，增进

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锤炼思想品质，增强工作

本领。加强道德培训，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加

强官德建设，形成良好政风，为全社会做出表

率。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

实际，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并使之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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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

通过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中央国家机关广

大党员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

平，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

三是开展部门核心价值理念宣传展示活

动。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中央国家

机关开展部门核心价值理念总结提炼工作，形

成体现时代精神、反映部门特色、符合行业实

际的部门核心价值理念，并通过媒体、网络进

行集中宣传展示。通过宣传展示活动，进一步

增强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成为中央国家机关党员干部的信仰追

求和自觉行为规范，激励党员干部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是积极选树先进典型，开展典型宣传表

彰活动。认真组织好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 “创

建文明机关、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表彰，广泛发动部门参

与，认真总结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的成就和经验。同时，结合创先争优活动专项

表彰和十八大代表推选，宣传中央国家机关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和中央国家

机关党的十八大代表风采，充分展示中央国家

机关党员干部良好精神风貌，树立中央国家机

关 “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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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
建设系统

２０１１年，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

紧围绕住房城乡和建设中心任务，以加强道德

建设、作风建设为重点，以多种形式的文明创

建为载体，以进一步提高住房城乡建设职工队

伍综合素质、提升行业文明程度为根本，在推

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稳步发展，确保各项工作

任务的完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理论武装、凝聚共识，奠定

了行业发展的思想基础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把加强思想理论建

设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首位，组织干部职工深

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

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集中开展形势政策

宣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进一步明确了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面对２０１１年投资规模大、建设任务重、
推进速度快、惠民举措多的实际情况，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凝聚全行业的智慧，科学

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大

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引导干部职工不

断破除陈旧思想观念，推动行业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的思想理论基础进一步巩固。

二、坚持以德育人、弘扬正气，提升

了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结

合行业特点，普遍开展了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组织干部职工

学习先进英模事迹，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

心。以建党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和新中
国成立６２周年等重大节庆纪念活动为契机，广
泛开展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坚定

了广大干部职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着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本

职业务、岗位技能和法律法规等知识，涌现了

一批学习型单位、学习型员工。以建设诚信政

府、诚信行业、诚信企业为目标，积极推进诚

信体系建设，诚信信息平台作用得到较好发

挥。广东、湖南、天津、浙江等地及时公布建

筑市场不良行为信息，内蒙古、河南将房地产

信用档案建设与企业准入和人员注册相结合，

从业人员诚信意识不断增强。在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中，全系统有２人被评为全国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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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１２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注重加
强文化建设，召开了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第

五届企业文化建设论坛暨推广青岛市政公用局

“用心惠民”品牌文化建设经验现场会，表彰

了６５个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同时，各级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推广力度，

及时发现、努力挖掘先进典型的精神内涵，深

入开展向杨善洲以及系统内先进典型学习活

动，通过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大力宣扬典型

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学先进、争先

进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自觉追求。

三、坚持改进作风、创先争优，树立

了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大力倡导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开展调查研究，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组

织的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简化办事程序，方便了基层和群众；积极推行

政务公开、办事公开和服务承诺制度，接受社

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在全系统窗口单位和服务

行业深入开展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组织

开展了 “打造一流作风、建设一流队伍、展现

一流形象、提供一流服务”主题实践活动。各

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惠民服务贯穿于创先争

优全过程，树立了以身作则、秉公办事的领导

形象，朝气蓬勃、敬业奉献的职业形象，依法

行政、廉洁自律的机关形象，文明优质、热情

服务的窗口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江

苏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全省住房保障等１０个服务
行业和窗口单位深入开展 “筑城建坚强堡垒，

展窗口先锋形象”主题活动，提高了服务质量

和水平，树立了窗口单位良好形象；黑龙江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以 “五型”机关建设为载体，

大力推动机关创建，连续５年被评为全省 “端

正政风行风、优化发展环境”最佳单位和 “关

注民生、服务发展”群众满意单位，２０１１年又

被表彰为 “全国文明单位”；广西住房城乡建

设厅提出打造示范窗口、便民窗口、形象窗口

目标，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争创活动，促进了

各项工作的发展进步；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以加强物业管理为抓手，深入开展为民服务活

动，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陕西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将部颁７个 《文明行业标准》纳入窗口

单位服务行业创先争优内容，推动文明创建深

入开展；浙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窗口单位开

展 “党员之星”和 “服务标兵”评比活动，提

升了服务水平和质量；宁夏住房城乡建设厅开

展 “领导大走访，为民办实事”活动，了解群

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吉林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 “三帮扶”活动，甘

肃、青海、西藏、新疆等地也都采取不同方

式，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四、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丰富

了文明创建的内涵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结合工作实际，以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主题，普遍开展了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工地、文明小区、

文明景区等创建活动，摸索和积累了许多好的

经验做法，评选表彰了一大批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不少单位还积极参加所在地区组织的

文明创建活动，获得了省、地 （市）、县级文

明单位荣誉称号。天津市规划建设交通工委在

施工企业和民心工程建设中，深化文明工地创

建，选树了一批文明创建示范工地和劳动模

范；上海市建设交通党委大力弘扬世博精神，

创新开展文明施工社会化测评、窗口行业政务

微博、夏令热线主题服务行动等创建项目，有

４个行业被评为上海市文明行业，４２个单位被
表彰为市级文明单位；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以文明行业创建为主线，紧密结合创先争优活

动，突出文化建设和诚信建设，打造出了一批

文化品牌和诚信典型；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目标，山西、安

徽、福建、湖北、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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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结合地区和部门实际，积极推动创建活动深

入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不断完善文明创建

的标准规范，制定颁布了 《城市供热文明行业

标准》，使创建活动不断规范。以第三批全国

文明单位评选表彰为契机，在对上届１５家全国
文明单位进行复查的基础上，召开了全系统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部署工作，

推广交流经验。在新一届全国文明单位推荐评

选工作中，全系统共有９７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
明单位，受到中央文明委的表彰。其中，部推

荐了１８个单位，地方推荐了７９个单位。深入
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会同团中央命名表

彰了９２个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组织青年文明
号开展 “创先争优服务月”活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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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

交通运输行业
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是实

施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２０１１年交通运
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全国宣传部长

会议、中央文明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及全国

交通运输工作会、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座谈会的部署与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领导重要批示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贯

彻 《交通运输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以

学习杨善洲同志活动、迎接建党９０周年活动等
为契机，积极组织实施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着力践行
交通运输行业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深化群众性

文明创建活动，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着

力提高交通运输职工文明素质和行业文明程

度，实现了 “十二五”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良好开局，为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科学发展安

全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坚持两

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同步推进。２０１１年１月
２０日至２２日，李长春、刘云山和张德江等中
央领导相继作出批示，对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 “十二五”

时期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进一步

加强交通运输文化建设、加强交通建设成就和

先进典型宣传等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中央领导

同志在批示中，特别强调了 “交通运输业的大

发展，与重视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

设是分不开的”，要求交通运输行业 “在 ‘十

二五’期间，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

力加强交通文化建设，为交通运输事业新发展

提供新动力”。

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

交通运输部及时组织开展相关学习宣传活动。

一是部党组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召开会议，研
究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的具体措施。二

是在２０１１年春运期间，积极做好交通运输先进
人物 （集体）服务春运、确保人民群众安全便

捷出行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三是积极配合中

宣部组织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开展行业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专题宣传，在人民网组织了一期在

线访谈，由部领导向社会介绍了近年来交通运

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四是结合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活动，宣传报道好行业基层党员、
党组织先进典型的奉献精神。五是及时组织召

开了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

全面部署和安排相关工作。其中，于２０１１年４
月１４日在陕西召开的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部党组书记、部长李

盛霖在讲话中强调，交通运输行业认真学习贯

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就是要深刻认

识和准确把握交通运输业的本质属性，坚定不

移地坚持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和

准确把握交通运输发展的战略机遇，坚定不移

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刻认识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重大意义，坚

定不移地坚持做好 “三个服务”；深刻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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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交通运输职工的时代精神，坚定不移

地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为指导 “十二五”时期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健康发展，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了 《全国

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认真分析了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现状与形

势需求，明确了 “十二五”时期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

要目标、主要任务、基本要求和保障措施，还

印发了 《２０１１年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要点》，为 “十二五”时期和２０１１年行
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任务，积极促进两个文明同步建设、协调

发展。

认真组织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不

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

交通运输部于２０１１年８月开始，在全行业窗口
单位组织开展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并把

开展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与促进交

通运输科学发展、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制定了 《关于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

窗口单位深入开展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的指导意见》，要求全行业紧紧围绕交通运输

中心工作，按照 “强管理，解难题，促发展，

保民生”的要求，提升服务能力，改进服务作

风，坚持保障和服务民生，努力把交通运输窗

口单位办成优化发展环境的示范窗口、服务人

民群众的便民窗口、推动政通人和的温馨窗

口、展示行业风貌的形象窗口。在２０１１年，李
盛霖部长和部党组成员多次到基层窗口单位开

展工作调研，或参加基层单位群众评议等活

动，指导全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

展。交通运输部还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在部机
关举行了全国模范道班、模范养路工 “为民服

务创先争优”先进事迹报告会，邀请青海省玉

树公路总段囊谦公路段异地养护一工区、山西

省晋中市祁县公路管理段东观道班、甘肃省甘

南公路总段王格尔塘养管站、江苏省无锡市公

路管理处石埠山胡埭养护工区、新疆塔城公路

管理局老风口防风雪保交通抢险基地和河北省

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养护中心女子大道班等全

国公路养护 “双百” （１００个全国模范道班和
１００个全国模范养路工）代表，到部机关交流
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的成果和经验，在

全行业引起了积极反响。并通过在行业媒体设

立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专栏、编印简

报、邀请部领导参加在线访谈等形式，营造氛

围，创新载体，积极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各省

（市、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通过召开现场会

等方式，扎实推进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并

涌现了山西太原高速公路公司小店收费站、北

京公交集团客运六分公司一车队、北海第一飞

行队等一批先进典型。

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充分发

挥行业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２０１１年 ３
月，胡锦涛总书记对学习杨善洲同志模范事迹

和崇高精神作出重要指示。４月１２日，交通运
输部党组印发了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

志重要批示精神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

通知》，对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提出了

明确要求，要求全行业要紧密结合贯彻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纪念建党９０
周年活动、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做

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等活动，把向杨善洲同志

学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部机关积极引导机关

干部下基层 “接地气”、察民情办实事、抓基

层打基础，把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转化为推

动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 “学先进、树新风、建体系、创一流”

活动为载体，在巩固包起帆、许振超等先进典

型学习宣传成效的基础上，在２０１１年交通运输
行业又先后培树、宣传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

征的先进典型。如 “北海神鹰”潘伟、 “当代

交通运输服务团队的楷模”郭娜陆地航空班和

全国 “双百”基层模范道班模范养路工等。在

服务亚运会、大运会、撤离我在利比亚人员、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三期工程竣工等重大事件

和重大活动中，在交通运输行业也涌现出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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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交通运输部专门进行了表

彰。其中，交通运输部于 ２０１１年 ７月印发了
《关于开展向潘伟郭娜陆地航空班学习的决

定》，详细介绍了潘伟、郭娜陆地航空班的先

进事迹，号召全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向先进典型

学习。

广泛持续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入。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组织开展了文明工地、和谐工程、建功

立业劳动竞赛、文明样板路和文明样板航道等

创建活动，有力发挥了对重点工程建设的支撑

保障作用。在交通运输管理领域，组织开展了

规范行政、文明执法创建活动。在交通运输服

务领域，组织开展了出租车行业文明创建、巾

帼建功、青年文明号等主题实践活动，引导服

务窗口单位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并

涌现出安徽 “微笑服务、温馨交通”、河南

“星级服务区”、云南 “路畅人和”等一批管理

科学、服务规范、形象良好的优质服务品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央文明委表彰了第三批全国
文明城市 （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经交

通运输部及各省区 （市）积极推荐，河北海事

局等９８个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的机关、基层单位
获得了表彰。此外，交通运输部还认真贯彻落

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意见》，立足于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从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入手，从保障农民

群众安全方便出行出发，积极推动城乡客运文

明一体化发展，积极支持和促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积极

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文化建设。在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闭幕后，交通运输部党组及时传达并研

究了贯彻意见，印发了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行

业文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全行业深

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 《决定》精神，把

握总体要求，明确建设目标，形成行业特色，

深化创建主题，实施品牌工程，推出文化成

果，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在新的起点上扎扎

实实推进行业文化建设，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

业文化建设水平。

在２０１１年交通运输行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时代特色鲜明、行业特色突出、地域特色浓厚

的行业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组织各级交通运输

部门开展交通运输文化建设 “十百千”工程

（打造十大交通运输文化品牌，创建一百家交

通运输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培养一千名交通运

输先进典型）创建活动，使行业核心价值体系

得到进一步巩固践行，为深入推进行业文化建

设起到了示范作用。扩大交通运输文化建设示

范单位覆盖面，在继续巩固发展公路、水运建

设和管理等领域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并争取覆

盖到海事、救捞、船检、公安等交通运输其他

各领域。组织开展了文化建设培训、公路 （港

口）文化节、交通运输文化论坛等系列活动，

文化产品成果丰硕，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多彩。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文

明创建工作。坚持 “两手抓、两不误”，坚持

以人为本、利民惠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重要目

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有力

地推动了中心工作，提升了全行业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总体水平。一是在２０１１年春运工作期
间，组织各地道路运输部门和客运企业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便民利民活动，积极为旅客出行提

供优质服务。二是结合联合开展全国收费公路

专项清理活动，北京、江苏、黑龙江等多个省

市已经实施了降低公路收费标准、撤并不合理

收费站点、增加收费通道提高通行效率等多项

措施，积极回应并进一步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

关注的问题。三是围绕人民群众较为关注的桥

梁安全、公路客运安全等问题，交通运输部专

门作出部署并组织各地对公路桥梁、公路客运

安全情况进行排查，特别是对特大桥、大桥和

达到一定年限的老旧桥梁和长途卧铺客车进行

了重点排查与安全隐患整治，始终把保证人民

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放在首位，也为行业文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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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交通运输部在

２０１１年还以推进服务规范化为基础，切实加强
全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组织开展行业文明示范

岗、文明单位和文明子行业和文明标兵推荐评

选活动。还结合行业纠风工作，对交通运输行

业建设、服务、执法和管理工作中，对违反职

业道德、社会公德、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并

引起不良反响的行为，及时督促整改落实，有

效地加强了行风政风建设，使人民群众对交通

运输行业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主要经验及体会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紧扣主题主线。坚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主线。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也是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抓住行业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这一根本。不断深化行业核心价值体系

践行活动，要以交通运输改革发展的生动实

践，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真正认同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增强投身交通运输改

革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抓住围绕民生民情、

着力提升社会满意度这一着力点。文明创建工

作要围绕民生、民意、民情，为人民群众多办

实事办好事，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形象与社会满

意度。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突出基层基础，着力

深化 “学树建创”文明创建活动。基层单位良

好的队伍素质、严格的现场管理和完善的设施

条件，是提升行业文明创建活动水平的重要保

证。 “学树建创”活动要与文明样板路建设、

文明航道建设、文明车船和文明汽车站客运站

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变化，不

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化水平。随着改革发

展的不断深入，交通运输行业的管理体制、组

织模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转换传统的思维模式，转

变固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主动、及时调

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

工作领域，不断提高文明创建工作科学化

水平。

三、深化创建工作的思路

充分认识加强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

重要性。始终站在交通运输行业科学发展、安

全发展、和谐发展和进一步推动行业文化建设

的高度，紧扣主题主线，着力增强交通运输科

学发展的凝聚力，深入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行业社会满意度，让

文明创建工作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进一步完善文明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把

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总体规

划，与经济工作一同计划部署、一同检查落

实、一同推进提高，做到协调发展、同步发

展。建立行业文明创建目标责任机制，完善评

比表彰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建立文明创建工

作的资金保障和人才培训机制，为深化文明创

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把文明创建与提升行业服务水平相融合，

不断丰富文明创建工作内容与载体。坚持用锐

意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路方法去解

决文明创建工作中面临的新课题，深入交通运

输发展的第一线和新领域，加强对行业精神文

明建设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总结实践经

验，探索发展规律，拓展和深化群众性行业文

明创建活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科技的手

段推进行业文明创建工作，把文明创建与提升

行业服务水平相融合，用制度化、规范化的管

理方法不断提升文明创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交通运输部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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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系统
一、２０１１年铁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部署安排和实际成效

２０１１年，铁路系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

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

主线，紧密围绕铁路安全、服务、多元化经营

等重点任务，大力加强铁路精神文明建设，广

泛开展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铁路

职工整体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为实现铁路科

学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坚

定理想信念激发爱党爱国爱路热情。坚持把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基础工程和灵魂

工程，贯穿到铁路精神文明建设各个领域。采

取中心组学习、报告会、专题培训等形式，组

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考察铁路工

作时的重要指示和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围绕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党史基本教材，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增强党性观念，提

高思想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

义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充分发挥铁路

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的作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形式多样的参观教

育活动，激发干部职工爱国爱路热情，坚定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信念。

扎实开展推进铁路科学发展宣传教育，增

强发展信心凝聚强大合力。围绕加快转变铁路

发展方式、强化运输安全管理、提升铁路服务

质量、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科学有序推进铁

路建设等铁路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开展

研讨和学习交流，理清了铁路发展思路，明确

了方向。围绕部党组提出的 “安全是铁路饭碗

工程、服务是铁路本质属性”等一系列新理念

加强理论解读和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

牢固树立 “让人民群众满意”这个根本标准，

认真践行 “以服务为宗旨、待旅客如亲人”的

工作理念，全面改进服务态度、优化服务环

境、提高服务质量。紧密结合不同时期的形势

特点和重点任务，充分利用报刊台网等阵地，

采取编发宣传提纲、举办报告会、组织经验交

流等形式，广泛开展形势任务宣传教育，坚定

干部职工推动铁路科学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不断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稳定职工队

伍营造和谐环境。广泛开展以 “坚定信心、振

作精神、凝聚力量”为主题的大谈心活动。各

级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平等交流，倾听意见建

议，了解职工诉求，为理顺职工情绪，鼓舞士

气，迅速稳定铁路安全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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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部、局、站段三级职工思想分析网

络，修订完善 《职工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在

全路１８个站段设立联系点，聘任信息直报员，
及时发现、收集和分析一线职工的思想动态，

增强了职工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突出机车乘务

员、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等重点岗位人

员，做好 “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确保职工

队伍思想稳定。积极探索利用官方微博、职工

论坛、手机报等新兴互动平台，加强职工思想

教育工作，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

大力选树培育铁路先进典型，强化思想引

领激励岗位争先。进一步深化典型宣传工作，

以安全、服务、多元化经营为重点，培养和选

树能彰显铁路时代精神、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先

进典型群体，充分展示当代铁路职工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采，影响和带动广大干

部职工学习先进、奋勇争先。全路推出了以宣

传呼和浩特局焊轨段高级工人技师、全国十大

劳动模范郭晋龙为代表的一批生产一线的先进

典型。部党组下发 《关于开展向郭晋龙同志学

习活动的通知》，中央电视台 “时代先锋”栏

目对郭晋龙的先进事迹进行重点报道；大力宣

传兰州局兰州客运段 Ｋ１３１／１３２次旅客列车真
情服务旅客，立足岗位做奉献的先进事迹；大

力宣传武汉局旅行服务公司售票员李爱英同志

勇斗歹徒、保卫售票点国家财产安全的先进事

迹，在全路掀起学习先进典型的热潮，增强了

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学先进、争先进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积极开展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文

明素质树立行业新风。结合铁路行业特点，积

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 “服务

旅客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深化服务宗旨、

服务标准和岗位职责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

部职工统一思想和行动，把 “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根本标准落到实处，切实提升文明服务

素养，全面提高铁路行业服务质量。在巩固创

建成果、坚持长效管理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文

明委的部署，扎实做好铁路系统全国文明单位

的推荐参评工作，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

提前公示、择优评选的程序，引导职工群众广

泛参与推选，使铁路行业文明创建过程成为总

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水平的过程。铁路系

统２６个铁路单位被命名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单
位，２５个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通过复查保留荣
誉称号，３８个全国铁路文明单位获得表彰。
《人民铁道》报、铁道部政府网开辟了 “精神

文明建设巡礼”栏目，铁路系统报刊、电视

台、网站、站车广播等宣传平台，大力宣传铁

路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事迹，推动铁路精神

文明建设深入开展。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职工精神家园。认真总结铁

路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实践，研究提出文化建设

重点攻关课题，召开铁路文化建设座谈会开展

研讨与交流，铁道部党组下发了 《关于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铁路文化建

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铁路文化建设的总体

思路、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积极组织职工艺

术节、运动会、读书交流会等群众性文化活

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加大对铁路文艺创作的支持力度，

推出 《雪暴·１８１４》等一批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铁路文艺作品。积极

推进铁路文化体制改革，人民铁道报社等３家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制

定 《铁路 “扫黄打非”行动方案》，建立联防

协作机制，加强铁路新闻出版物管理，净化了

铁路站车文化市场。铁道部 “扫黄打非”办公

室被评为全国 “扫黄打非”先进单位。

二、主要经验和体会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彻精神

文明建设全过程，保证铁路精神文明建设朝着

正确的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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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转

变发展方式这个主线，始终坚持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安全生

产、服务质量、多元化经营等中心工作开展精

神文明建设，在服务大局中展示作为，用铁路

科学发展成果检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 “人民铁路为人民”的

宗旨，认真践行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标

准，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

提高铁路职工整体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大力

提升铁路服务质量，打牢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

基础。

四是必须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理念，贴

近职工群众生活生产实际，最大限度地满足职

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全员参

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力。

三、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

和举措

２０１２年铁路系统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思
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主线，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着力深化铁路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努力提高铁路职工思想道德素质，促进铁

路文化发展繁荣，为全面深入推进铁路科学发

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筑牢共

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抓住中央制定颁布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契机，深入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坚持不懈地

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

不断强化国情路情教育，深化以爱岗敬业为主

要内容的铁路职工思想教育。以迎接党的十八

大召开为契机，开展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宣传教育，增进广大职

工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浓厚感情。开展铁

路精神宣传教育活动。立足丰厚的铁路文化积

淀，围绕推进铁路科学发展实践，动员全路广

大干部职工讨论、提炼和概括，形成体现时代

特色和行业特色，为职工广泛认同的铁路精

神。通过理论阐释、宣传教育、经验交流等活

动，让铁路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全路干部职工

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行业规范，打牢

广大干部职工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扎实开展 “推进铁路科学发展”主题宣讲

活动，凝聚铁路发展合力。围绕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确保运输安全稳定、提升铁路服务质

量、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序推进铁路建设

等重点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和集中研讨，通过

举办理论宣讲、理论讲坛等形式，引导全路广

大干部职工形成推进铁路科学发展的思想共

识。在全路集中开展以 “推进铁路科学发展”

为主题的宣讲活动，在部机关和铁路局、站段

两级领导班子中开展 “转变思想观念，推进科

学发展”大讨论活动，统一干部职工思想。开

展安全发展理念的宣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深

化对 “安全是铁路饭碗工程”的认识，增强安

全风险控制的内在动力。开展为民服务理念的

宣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深化对 “服务是铁路

本质属性”和 “让人民群众满意”根本标准的

认识，激发改进服务工作的内在动力。开展推

进多元化经营的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干部职工

的市场意识、效益观念和经营能力。

深入开展 “严格管理与关爱职工”主题谈

心活动，营造和谐向上氛围。及时把握职工思

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

采取班子集体谈心、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谈

心、干部与职工谈心、党员骨干与身边职工谈

心等方式，认真倾听职工群众呼声，理顺思想

情绪，解决实际问题，让广大职工感受温暖，

消除困惑，努力作为。坚持职工思想动态分析

制度，充分发挥部、局、站段三级网络分析的

作用，加强职工思想分析研判。围绕安全生

产、客货服务、运输经营等关键岗位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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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就业大学生和复退军人等重点群体，有针

对性地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充分借助官方网站、微博、论坛、手机报

等新媒体，拓展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提升思想

工作的互动性和实效性。

积极开展 “迎接十八大、讲文明树新风”

活动，深化铁路精神文明创建。制定 《关于铁

路系统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实施意见》，组织

开展学雷锋纪念日主题实践活动、 “岗位学雷

锋，争做好员工”系列活动、 “学习雷锋，奉

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以及 “雷锋号”工作品

牌创建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在铁路系统

特别是窗口单位掀起学雷锋热潮。积极开展窗

口单位职业道德教育和站车文明服务实践活

动，增强铁路职工文明服务意识，促进铁路服

务质量提高；加强对广大铁路旅客的教育引

导，深入宣传旅客文明出游和公共礼仪知识，

使铁路站车成为培养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阵地。组织好铁路文明单位创建、文明站车评

比等群众性创建活动，广泛宣传铁路系统全国

文明单位、全国铁路文明单位先进事迹，树立

铁路文明服务新形象。

大力培育具有鲜明特色的铁路文化，推动

文化发展繁荣。深入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大力培育具有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铁路

文化，切实增强铁路行业文化软实力。认真落

实部党组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加强铁路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

安全文化、服务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在引

领思想、习惯养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发挥

铁路文化阵地作用，加强对铁路文化宫、俱乐

部、文体中心、纪念馆等文化场所的管理，形

成功能完善的文化活动网络。加强铁路报刊、

广播、电视等宣传文化阵地建设，拓展铁路文

化传播空间。要丰富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深

入推进铁路文化线建设，建设一批硬件完备、

特色鲜明的文化场所和设施。开展文艺汇演、

歌咏比赛、体育健身、读书交流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不断满足干部职工基本文化需求。加强

对文化产品创作的引导，通过新闻、影视、戏

曲、文学、摄影等多种文化形式，推出具有铁

路行业特色的优秀文化精品。加强铁道部门户

网站、手机报、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建设，发展

健康向上的铁路网络文化，建成铁路职工网上

精神家园。加强站车文化市场的开发和管理，

切实提高站车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位，营造良

好的旅行文化环境。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工

作，净化和规范站车文化市场，确保铁路站车

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大力弘扬文明新风。

加强领导、提高水平，努力开创精神文明

工作新局面。铁路各级组织充分认识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始终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摆上全

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党委和行政议事日程，

纳入铁路文化建设总体规划，纳入铁路科学发

展考核体系，与行政工作一同研究部署、一同

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推动铁路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健全长效机制，进

一步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

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广

大铁路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

制，形成全国铁路合力推进铁路精神文明建设

的生动局面。深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

新问题，深入研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

规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结合铁路安全、服

务、经营等中心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着力巩固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思

想道德基础，着力提升职工文明素质和行业文

明程度，着力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职工的根本

利益，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铁道部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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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统
２０１１年是我国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中央出台了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

展的决定》１号文件，召开了最高规格的水利
工作会议，对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

署，推动全国上下兴起了大干水利、兴水惠民

的新热潮。一年来，水利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和水利部党组的决策部署，牢牢

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大力开

展 “走出机关服务基层”、 “为民服务创先争

优”活动，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水文

化建设、机关文化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在成功举办大事喜事、妥善应对急事难

事的过程中，引导和激励广大水利干部职工积

极投身于水利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推进水

利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

批准水利部作为中央文明委成员单位，陈雷部

长成为中央文明委委员。

一、强化形势任务教育，为推进水利

跨越发展统一意志凝聚力量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 （党委）中心组示范、

引导和辐射作用，通过集中宣讲、专题辅导、

研讨交流等方式，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

组织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举办水利部党组

中心组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扩大）学习班，进一步

加深广大干部职工对中央一号文件的学习理解

和把握。部党组专门召开全国水利系统贯彻落

实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大会，传达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在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

彻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水利部联合组织中央

一号文件宣讲团，分赴全国各地开展宣讲活

动。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辅导读本》。举办中央一

号文件知识竞赛。开展 “践行中央一号文件”

媒体采访报道活动，组织媒体记者深入实地、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采访报道各地推进水利

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新成效。围绕贯

彻中央一号文件与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联合组

织 “百村调研”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到基

层和农村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和水情，与农

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群众宣讲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中华大地处处呈现出一幅

幅锐意进取抓改革、凝心聚力促发展的治水兴

水生动画卷。

二、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推进水利跨越发展夯实思想基础

以大力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为载体，广泛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坚持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持以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广大干部职工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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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信念更加坚定。通过

举办理论学习讲座、青年文化大讲堂、 “强素

质促发展”荐书读书等活动，努力打造学习品

牌，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

科学文化素质。实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程，先

后举办以提高干部综合素质为主题的各类培训

班，启动万名县市水利局长培训计划。中国水

科院坚持举办 “院士论坛”和 “名家讲坛”。

广东水利厅广泛开展 “读书·思考·进步”群

众性读书活动。青海水利厅在全体党员和职工

中开展每周 “读一本好书，写一篇感受”活

动。按照 “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部

文明办牵头先后完成水文、农村水电、水行政

执法、水利勘测设计、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

管理等专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为全面构建水

利职业道德体系积累经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

的道德实践活动，长江委制定 《长江委机关工

作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小浪底建管局组织开

展 “三个一” （一个职工一个形象、一个党员

一个榜样、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一面旗帜）主题

教育，甘肃省水利厅开展 “践行甘肃精神、争

做陇人楷模”宣传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融入水利干部职工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

生动实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

认同更加深刻。

三、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推进

水利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紧扣水利中心工作，水利系统各单位精心

设计活动载体，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召开

水利部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大

力弘扬 “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

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奋力推进水利跨越

发展。召开水利部创先争优活动经验交流会暨

“走出机关、服务基层”主题实践活动动员会，

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 “走

出机关、服务基层”主题实践活动，为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提供动力和保证。举办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暨革命歌曲演唱会，表彰
一批部直属机关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对 “党员示范岗”和 “党员

示范窗口”命名表彰。召开水利部窗口服务单

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视频会和水利系统窗口服

务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工作现场会，进一步

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创新实践载体，加大推进

力度，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创改善民生

之先、争服务人民之优，以创先争优新成效推

进民生水利新发展。组织推荐水利系统 “群众

满意的好党员”先进典型，充分发掘他们的先

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

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通过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广大干部职工投

身水利改革发展的热情更加高涨。

四、大力加强水文化建设，为推进水

利跨越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组织力量起草编制印发 《水文化建设规划

纲要》，明确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

则、主要任务及保障措施等重大问题，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水文化建设指明前进方

向。先后举办全国水利系统基层单位专兼职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者水文化知识培训班、《纲要》

宣贯班，不断提高水利基层单位精神文明专兼

职干部水文化建设的思想认识、能力和水平。

积极探索水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组织 “行走

黄河看水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赴黄河采

风及创作活动，邀请作家走进黄河、走近水

利；举办全国水利系统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征文暨
朗诵大赛，举办 “党旗飘过 ９０年”———水利
系统纪念建党９０周年诗歌朗诵会，在国庆前夕
举办 “放歌水利———优秀水歌曲展演”活动。

先后举办全国水利系统羽毛球精英赛、部机关

革命歌曲演唱会等系列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唱响奋进凯歌，振奋行业精神，努力营造团结

鼓劲、和谐向上、奋发有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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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推进水利跨越发展引领风尚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部署，认真做好第三批

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工作，中国水科院等１４个单
位被授予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水利部水文局

等９个单位通过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复审，受
到中央文明委的表彰。深入开展全国青年文明

号创建工作，与团中央联合开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度水利系统全国青年文明号的评选命名工作，

全国水利系统共１２个单位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
荣誉称号。大力加强文明细胞制度化建设，先

后修订印发农村水电文明站 （所）、文明水文

站、文明工地、文明灌区和青年文明号的创建

管理暂行办法，把文明细胞建设引入了制度

化、科学化、规范化轨道。黄河水利委员会建

立１０个黄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淮河水利委员
会持续开展治淮文明建设工地创建活动，海河

水利委员会积极推进 “和谐海委”建设，珠江

水利委员会开展 “爱心父母牵手困境儿童大联

盟”行动。水利系统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蓬勃

发展，水利行业文明风尚更加弘扬。

（水利部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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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
２０１１年，卫生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文明委的

部署和要求，紧紧围绕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为保证中

心任务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动力

保障。

一、抓理论武装工作，提升学习能力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宣传和教育，积极搭

建理论学习平台，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中心组学习的带头作用。坚

持以党组中心组学习为龙头引导党员领导干部

加强理论学习，结合工作实际深入思考、把握

大局和方向，提高思想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根据深化医改的形势和任务，围绕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党风廉政建设、食品安全、
卫生管理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集中

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活动。

二是深入开展思想理论学习教育活动。坚

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形势政策的学习宣传教

育。卫生部开展 “每月一讲”学习教育活动９
次，邀请领导、专家和学者深入开展形势政

策、民主法制、党风廉政建设等宣传教育，提

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举办专题培训班，认真

学习 “十二五”规划、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举办三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

班，进一步统一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２０１１年
七一前夕，组织开展 “为了生命的托付———全

国医药卫生系统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文艺晚会”，
集中宣传医药卫生战线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

引导广大卫生工作者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

三是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积

极搭建有利于促进学习的平台，使思想理论教

育更加具有吸引力，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

积极性，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坚持围绕年度热

点、难点问题，向广大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

目。根据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

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二、第三批学习书目，向广

大党员干部推荐第二批学习书目。发放 《中国

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毛泽东传》、《理论热点面对面》等书籍。组

织开展阅读 《苦难辉煌》、 《复兴之路》、 《从

怎么看到怎么办》等书籍的读书活动，营造浓

厚的学习氛围。从２０１０年起，组织机关公务员
利用节假日回乡调研，已经召开两次 “春节回

乡见闻”调研活动汇报会。组织广大干部职工

认真开展读书活动，得到积极响应和广泛参

与。充分发挥媒体作用，积极推进政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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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化工作成效明显。

二、抓行业创建工作，提升文明水平

按照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

求，卫生部大力开展 “三好一满意”、“志愿服

务在医院”、“文明单位”等创建活动，提高健

康教育工作水平，为保障群众健康做好事、做

实事。

全国卫生系统突出为民服务这个重点，推

动深化医改惠及百姓。在全国１２００所三级医院
实行多种方式预约诊疗。优化医院门、急诊环

境和流程，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推行

“先诊疗，后结算”模式，提供方便快捷的检

查结果查询服务等，不断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

提高。全国已有３８００多所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开展同级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

作，促进合理检查，降低患者就诊费用。在

１３００多所医院开展 １００个病种的临床路径试
点，近１００所医院开展电子病历试点，推进合
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促进医疗质量

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

发展。

在卫生系统大力推进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的意见》，深入开展 “志愿服务在医院”

活动，在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培育文明风尚，弘

扬扶危济困精神，充分发掘和运用社会资源，

为公众搭建奉献爱心的平台，为构建和谐社会

贡献力量。结合抗旱救灾、抗震救灾、抗洪救

灾等工作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窗口单位

制定服务承诺和服务标准，推动卫生志愿服务

活动深入开展。

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做好卫生系统全

国文明单位的评选、考核工作，切实提高卫生

系统文明创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在卫

生系统营造积极创建、争当文明的氛围，组织

卫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迎接建党９０周年为契
机，深入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教育，广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继续

广泛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净

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组织全国

相约健康社区行巡讲活动，传播科学健康知

识。积极参与举办 “中央国家机关健康大讲

堂”活动，注重健康科普教育，普及健康

知识。

三、抓行业指导工作，提升工作效能

２０１０年５月以来，根据中央部署，卫生部
党组指导全国医药卫生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按照 “落实医改任务，提高服务水平，

改进医德医风，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要求，

指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创先进、

立足岗位争优秀，扎实开展 “三好一满意”活

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立足为民服务， “三好一满意”成效

明显。２０１１年，卫生部结合深化医改，特别是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一重点任务，在

认真总结基层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在全国

卫生系统深入开展以 “服务好、质量好、医德

好，群众满意”为主要内容的 “三好一满意”

活动。把深入开展 “三好一满意”活动作为医

药卫生系统贯彻中央要求、开展为民服务创先

争优活动的实践载体，出台了一系列便民利民

惠民的措施，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国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特别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改善服

务态度，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质量管理，规范诊疗行为，持续改进医疗

质量；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大力弘扬高尚医

德，严肃行业纪律；深入开展行风评议，积极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不断创新载体，激发创先争优的积极

性。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形

式，亮出示范岗位，亮出职责范围，亮出先锋

形象，争创群众满意窗口和优质服务品牌，提

高群众满意度。普遍开展以岗位培训为主要内

容的 “提素质、比技能、讲奉献、树形象”活

动，全面提升行业职工素质和服务能力，努力

形成 “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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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群众评议，倾听群众意见的工作方法，把群

众满意作为评价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标准，将

评议结果通过党务、政务公开栏等形式向群众

通报。大力宣传和反映医药卫生系统的先进典

型事迹，弘扬高尚医德。组织全国卫生系统向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和王振义院

士学习。通过选树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职

工立足岗位、奋发向上、为民服务的动力，在

全行业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

良好氛围。

三是突出为民服务，立足岗位服务群众健

康。优化窗口单位服务流程，普遍开展预约诊

疗服务。广泛开展便民服务活动。充分发挥行

业优势，深入开展 “送医、送药、送健康”等

活动，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围绕提高

干部素质、保证中心工作两大任务，以为民服

务创先争优为重点，引导和激励广大机关党员

干部提高自身素质、争创优异工作成绩，为人

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

研讨等形式，汇集广大党员干部智慧，细化政

策措施，推动研究和解决医改实践中出现的困

难和问题，激励广大干部职工争当推动卫生事

业科学发展的先锋。

四、抓作风建设工作，提升行业形象

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以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扎

实开展作风建设教育，把理想信念、纪律法

制、廉洁从业和优良传统教育作为重点，夯实

廉洁从业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

严肃行业纪律，弘扬高尚医德，加强医德

医风建设。制定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

范》，坚决查处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

之风案件，严肃行业纪律。广泛开展患者满意

度调查活动，推行医院院务公开制度，深入开

展行风评议，积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深入开

展 “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及时解决医患关系

不和谐等问题。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开展 “下基层、

知民情、促医改”实践锻炼活动。２０１１年，卫
生部组成７个调研组，分赴陕西、甘肃和新疆
的县 （旗）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单

位开展实践锻炼活动，重点围绕基层医疗卫生

窗口单位落实医改任务、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基

本情况和各项医改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开展蹲

点调研，推动机关干部转变作风，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增进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和对基层群

众的感情。

（卫生部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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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１年，中国人民银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和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

本，以抓班子、带队伍、促业务为重点，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扎实推进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为人民银行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

精神动力、营造和谐工作环境和文化条件。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把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

中央的决策上来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通过采取党校集中轮训、举办专题研讨

班、学习报告会等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

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建党９０周
年为契机，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

党历史》第二卷、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９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编辑印发了 《党史知识

问答》等书籍，并通过读书沙龙、“好书推荐”、

读书俱乐部等形式，在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

“读好一本书，写好一篇心得”活动，引导干部

职工学党史、知党情、听党话、跟党走；利用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宣传橱窗、内部刊物、内部局

域网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成就展、知识竞赛、座

谈交流等富有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干部

职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本

职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十七届六中全会召

开后，专门编写、购置党委中心组学习材料，举

办培训班，对会议精神进行解读，各级党委

（党组）中心组组织专题学习，结合人民银行中

心工作，研究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

二、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

育，通过组织观看影视剧、阅读文学作品、学

习道德模范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贯穿到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不

断增强干部职工的认知、认同，并转化为干部

职工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开展回顾 “十一

五”展望 “十二五”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和 “我

的五年”征文活动，让干部职工在回顾 “十一

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银行改革创

新巨大变化中受到教育，激发动力。通过 “经

典电影回顾”等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观看、传

诵优秀经典作品；大力开展主题读书活动、经

典作品赏析、文艺晚会及演讲、朗诵比赛，抒

发爱国爱党情感。通过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书画摄影比赛、图片展等多种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
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国热情。

三、积极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央行

人”主题实践活动，树立人民银行良好社

会形象

以开展文明办公、争当文明公民、文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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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为主要内容，以人民银行文明办编写的 《中

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文明礼仪手册》为基本教

材，采取集中学习、专题讨论、橱窗宣传、网

上开辟专栏、组织文明礼仪展示等形式，扎实

开展学习文明礼仪知识和规范、宣传文明礼仪

知识和规范、“做文明有礼的央行人”大家谈、

向干部职工赠送文明礼仪知识台历和评选文明

礼仪标兵等活动，引导干部职工文明工作、文

明生活、文明交往、文明出行、文明娱乐，形

成事事讲文明的良好风气。将开展 “做文明有

礼的央行人”活动与提升服务水平结合起来，

在对外营业的部门和临街的金融服务窗口中开

展了 “比礼仪、赛文明，比服务、赛和谐，比

技能、赛效率，比作风、赛形象”的优质服务

竞赛活动，提高了窗口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水

平。健全践行文明礼仪的相关制度，结合岗位

工作实际，制定了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守

则》、 《“窗口”工作人员文明服务用语和禁

语》、《文明服务公约》等，把践行文明礼仪作

为文明单位和工作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使践行文明礼仪有了硬约束。人民银行系统开

展 “做文明有礼的央行人”主题实践活动的做

法被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设》刊发。

四、全面开展央行文化建设，营造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人民银行系统结合实

际，积极开展央行文化理论研究，注重抓好总

结提炼央行核心价值观、央行精神的工作，采

取多种形式积极培育央行精神。一是印发 《关

于在人民银行系统开展央行文化建设的指导意

见》 （银党 ［２０１１］２１号），部署在人民银行
系统全面开展央行文化建设；对各分支机构开

展央行文化建设加强指导，利用多种形式，发

现、总结、推广基层行开展央行文化建设的经

验做法。二是组织人民银行系统开展征集央行

核心价值观、央行精神表述，收集整理所属单

位总结推荐的央行核心价值观、央行精神，选

择了解央行历史和央行文化知识，有一定文化

底蕴的同志集中进行再提炼，在此基础上专门

召开座谈会，初步总结提炼了央行核心价值观

和央行精神。三是举办央行文化建设培训班，

组织人民银行系统党委宣传部长１００余人，进
行央行文化建设有关问题集中学习培训。四是

采取制定岗位工作规范、上级行带下级行、老

带新等形式，培养符合央行核心价值观、央行

精神的行为习惯，引导干部职工把先进的央行

文化理念融入更好履行制定贯彻执行货币政

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推进金融

改革之中。开展 “央行文化建设大家谈”、“在

岗位践行央行文化”等，大力推动央行核心价

值观、央行精神和工作理念的贯彻落实。五是

开展 “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期间，以 “传承、文明、和谐”为

主题，以爱党、爱国、爱央行、爱本职为重

点，组织开展一系列干部职工喜闻乐见、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陶

冶干部职工情操。

五、精心组织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和先

进人物评选活动，掀起学习道德模范、争

当道德模范的热潮

人民银行文明办根据中央文明办 《关于评

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５号）精神，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人
民银行系统各分支机构积极推荐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组织干部职工踊跃参与对第三届全国

道德模范的投票评选工作。在参与评选的过程

中，组织干部职工对道德模范候选人的先进事

迹进行认真学习，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素

质。以开展 “身边的榜样”主题活动为重点，

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宣传全国道德模范和

人民银行系统各单位评选出的先进人物的先进

事迹，引导干部职工崇尚道德模范、学习道德

模范、争当道德模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认真开展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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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榜样”评选活动，各级行结合实际，经群

众推荐、网上投票、党委研究等程序，评选出

各个岗位、各个层面的先进典型。利用内部刊

物、文艺演出、召开座谈会、先进事迹报告会

等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身边的好人好事。

在建党９０周年之际，组织了人民银行系统先进
个人事迹报告会，５名爱岗敬业、见义勇为等
方面的先进典型作事迹报告，并通过电视电话

会议系统向广大干部职工现场直播，使干部职

工深受触动和教育。

六、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推

动业务工作不断发展

人民银行系统各单位对本单位的年度创建

规划的落实情况认真进行总结回顾，并结合新

的形势任务要求对今年创建方案的内容进行调

整充实。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党委 《关于进

一步加强人民银行县 （市）支行建设的意见》，

以引导干部职工努力提高整体素质、争当业务

标兵为重点，扎实推进县 （市）支行创建工

作。以加强检查指导、宣传推广典型经验等形

式，大力推进分行机关、中心支行系统、处、

科 （室）创建工作。组织干部职工以金融知识

宣传、金融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创建信用乡

（镇）村、信用社区、信用企业等形式，大力

开展结对创建活动，推动当地经济金融不断发

展。通过评选申报、组织现场考核复查、文明

委会议研究、在 《金融时报》上进行公示、报

中央文明委批准的程序，１３个创建工作突出、
工作业绩先进、领导班子团结有力、干部职工

队伍积极向上的单位被表彰为全国文明单位。

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单位建设管理办法》

和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单位建设量化考评办法

（试行）》，通过自愿申报、评选推荐、材料审

核、现场考核、文明委会议研究、网上公示、

人民银行党委审定等程序，评选表彰了９２个单
位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人民银行文明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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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系统
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中央文明办

的指导下，在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

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资

委和中央企业的工作大局和中心任务，促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和拓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干部员工的文明素质

大幅提高，为中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紧紧围绕 “十二五”改革发展总

体思路，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迈上新

台阶

中央企业创先争优活动认真贯彻中央部

署，紧紧围绕 “十二五”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

总体思路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强做优

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的目标，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开

展创先争优，形成了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

秀、员工提素质、企业上水平的生动局面。中

央企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以为民服务为

重点，以群众满意为导向，以增强 “服务意

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品牌意识、诚信意

识”等五个意识和加强企业总部机关党的建设

为主要内容，努力在建立健全 “机关服务基

层、基层服务员工、员工服务客户”的良性机

制上下工夫，进一步增强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国资委党委把握工作方向，强化分类指

导，以点带面推进工作开展，形成了上下联

动、齐争共创、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在中央确定石油、石

化、电力、通讯等７家中央企业首批重点联系
企业后，又增加航空运输、医药、汽车、旅

游、粮油食品及 “三农”服务等１６家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中央企业作为重点联系单位，对开

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作出全面部署。中央

企业创先争优领导小组组成 １１个检查组，对
２３家重点联系企业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情况进行集中检查，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召开

座谈会、查看资料、现场点评等方式，充分肯

定成绩，查找不足，加强调研指导和交流。实

施 “党群共建工程”，提升群众工作水平，通

过建立联系点制度，开展 “党建带团建工作先

进单位”评选表彰，组织两次 “身边的榜样”

巡回演讲，召开部分中央企业党群共建创先争

优经验交流会，与１１６户中央企业团委负责人
签订责任书，加强党群共建专题宣传等系列活

动，推进党群共建工作开展，呈现出党群共

建、创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在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中，各中央企

业突出实践特色，着力在创新服务中解决人

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不断深化和创新经

常性党建工作，有力地助推了中央企业的改

革发展，受到了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

李源潮、张德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

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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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文明单位创建为主要抓手，推

动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扎实开展

国资委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构。３月，
国资委党委批准成立了国资委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和国资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

公室。明确了领导机构和日常工作机构，理顺

了管理职能，指导中央企业建立健全领导机构

和工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中央企业创建工作

的开展。

以文明单位评选为抓手，推动工作扎实开

展。按照中央文明办关于推荐第三批全国文明

单位、复核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的文件精神，

国资委文明办严格按照中央文明办的有关要

求，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标

准，认真制订工作方案，细化考核标准，明确

工作要求，认真做好申报推荐的组织考核工

作。经过实地考核、征求意见、网上公示等多

个环节，推荐中央企业６２家单位参加第三批全
国文明单位的评选，同时对第二批全国文明单

位进行了复查考核，圆满完成第三批全国文明

单位推荐申报和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复查考核

工作。除国资委系统评选表彰的全国文明单位

外，中央企业共有２５７家单位被全国各省市推
荐评选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１１月底，完成
了在京中央企业推荐６６家首都文明单位和２８
家首都文明单位标兵的推荐申报工作。

以全国文明单位和首都文明单位 （标兵）

评选考核为有力抓手，各中央企业根据 《中央

企业文明单位考核指标体系》等要求，层层分

解指标，对照检查本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和创建目

标，完善了党委 （党组）统一领导，党政共同

负责，政工干部为骨干，群众组织为依托，党

政各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员工广泛参与

的精神文明创建机制，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作

为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凝聚力、提升企业

形象的重要举措，有效强化了长效机制建设。

随着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

将这项工作更多辐射到基层单位，从而形成中

央企业精神文明创建基本覆盖的格局，推动中

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水平。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展现中央企

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

成果

大力宣传道德模范，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２０１１年，中央企业鞍钢员工郭明
义、中国石油员工王欣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中国铁建员工赵海生、宝钢员工

王军等７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国资委
文明办根据中央文明办有关精神，积极参与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评选工作，承办完成

中央文明办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公众投票

统计工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２３所职工史
永乐、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北方车辆研

究所退休员工杨玉仙、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高

级党群政工经理魏新志、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宣传部部长钱桂林、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真才基等５名同志获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

国资委文明办还组织对中央企业全国道德模范

为代表的道德模范人物和先进群体进行广泛、

深入宣传，展现中央企业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的新成果。

“修身律己，做文明人”短信创作转发活

动效果显著。按照中央文明办的总体部署，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
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国资委文明办积极

参与组织 “修身律己，做文明人”文明短信传

递活动。５月３１日，由中央文明办与国资委文
明办共同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中央文明办

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国资委副秘书长杜渊泉出

席并讲话。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

三家电信运营公司先后发言，向社会发出写文

明短信、传播文明短信的承诺和号召。开展活

动期间，三家电信企业共创作、转发近３亿条
精彩短信，借助文明短信传递，有力地推动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的传播与践

３０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行，进一步弘扬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明和谐的手机文化风

尚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四、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创建活动，

打造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亮点

成功组织召开中央企业 “文明服务央企先

行”经验交流会暨 “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命名

大会。为进一步推动 “文明服务央企先行”活

动深入开展，在石油、电网、电信、航空运

输、旅游等窗口单位开展以 “规范服务、优质

服务、诚信服务、满意服务”为主要内容的

“文明服务央企先行”活动，３月，国资委文明
办在广州组织召开了中央企业 “文明服务央企

先行”经验交流会暨 “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命

名大会。国资委副秘书长杜渊泉同志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中央文明办协调组行业创建处

处长赵树杰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命名表彰中

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电信、中航集团、港

中旅集团、华侨城集团等１４家窗口行业中央企
业的２７家单位为 “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同时

在国资委网站开设专栏、与 《企业文明》杂志

社合办专刊、制作展板等方式对活动进行大力

宣传展示，收到良好效果。这次交流会作为品

牌工作案例受到国资委直属机关党委表彰，被

授予 “国资委直属机关创先争优精品工作”。

组织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走进央

企”群众性歌咏活动，向建党 ９０周年献礼。
鞍钢、东方电气集团先后与中央文明办和中央

电视台共同举办了 《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

家唱》专题节目。中央企业广泛组织开展 “爱

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以实际行动

迎接建党９０周年。活动再现了企业改革发展成
果，展现了干部职工精神风貌，激发了员工爱

国、爱企、爱岗的热情，唱出了员工的胸怀和

干劲，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开辟网上 “央企精神家园”和 “中央企业

精神文明建设巡礼”专栏，展示央企风采。国

资委文明办与中央文明办共同开展 “央企精神

家园网上建设活动”。已有中国大唐、航天科

技、国家电网、中国远洋、东方电气等２０家央
企在中国文明网、国资委网以及相关网站立体

再现了企业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

明创建成果，相关企业的领导和新闻发言人还

在网上作了访谈，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国

资委文明办还开辟 “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巡

礼”专栏，对２０１１年推荐表彰的中央企业全
国文明单位，遴选出５０家将其典型做法和经验
在国资委网站专题刊载，展示中央企业争创全

国文明单位的丰硕成果，起到了引领带动

作用。

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央企业广泛开展的 “做

文明有礼的中国人”活动，干部员工参加签名

寄语活动达到４００多万人。在春节等重要的传
统节日开展的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通过

经典诵读、节日民俗、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等

活动，营造了喜庆热烈、安定团结、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此外，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展

现了广大员工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主题征

文、诗歌朗诵、激情广场歌咏比赛、 “我身边

的共产党员”演讲赛，以及各企业迎新春联欢

会、趣味运动会、野外拓展等群众性活动，已

成为中央企业常态化的精神文化生活；摄影、

美术、书法、各运动项目的协会也在企业普遍

成立，吸引了众多员工参与，丰富了业余生

活，提高了素质修养。

五、扎实开展 “四个一流”员工队伍

建设，促进中央企业员工素质不断提升

增强广大员工的业务素质和岗位技能，带

动中央企业员工队伍整体素质提高。中央企业

坚持以全员培训为基础、以技能大赛为载体、

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不断深化员工素质

工程，努力培养职业素养一流、业务技能一

流、工作作风一流、岗位业绩一流的员工队

伍。去年共有８５个工种的２０７名员工被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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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称号。１１月２８日，在宝
钢召开了中央企业职工经济技术创新现场经验

交流会，学习、宣传、推广宝钢 “蓝领创新”

经验，深入推进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作。联合

国家外专局举办中央企业项目管理创新技能大

赛，搭建 “白领”展示才华、提高技能的新舞

台，４２家中央企业的７２支队伍２１６名选手参
赛，２４支代表队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举
办８期国际化人才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各类专
业人才１３００余人。组织４家中央企业的焊接能
手赴德国参加 “嘉克杯”国际焊接技能大赛，

７名选手获得三个项目、六个组别的第一名。
在女员工中开展 “巾帼创新业、建功 ‘十二

五’”活动，共有３０个集体和１７名个人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等称号。中国大唐等企业坚持举办值长技能大

赛，适应产业转型和发展清洁能源的需求，增

设风电等竞赛专业，促进了新能源领域技能人

才培养。中国海油、中国华电、中国中铁把技

能大赛作为员工再学习、再培训的过程，实现

技能攀升、岗位晋升、素质提升的良性循环。

中铝公司、中国黄金分别承办全国有色金属行

业和黄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着眼行业一流，

培养高技能人才。国家电网在青藏交直流联网

工程中开展岗位建功活动、中交集团在港珠澳

大桥开展 “五比一创”活动、中国建筑开展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既在实践

中磨炼了员工队伍，又扩大了工会组织参与建

设典范工程、精品工程的社会影响。

把班组建设作为夯实企业管理基础的重要

途径，不断提升班组建设水平，提高了企业基

层管理水平。中央企业继续与清华大学等学校

合作，开展班组长岗位管理能力资格认证远程

培训，上网学习的班组长达到 ４万人，其中
２０１１年新增１３６００余人。在全国３１个省、区、
市的８３个城市举行了首期中央企业班组长岗位
管理能力资格认证考试，１万余名班组长参加
考试，考试通过率达９８％。中国移动深化班组
长训练营，加强班组考核评比，并提出了 “三

横Ｎ纵”班组建设模式和区域协作交流模式，
整合集团各部门力量，深入推进班组建设，打

造卓越班组。中粮集团提出了集团班组建设通

用标准，并把 “全产业链”战略落实在基层班

组，使班组建设更贴近业务发展、贴近员工需

求。航天科技树立了以 “余梦伦院士班组”为

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班组，围绕重大工程、重点

项目开展岗位建功活动，促进了嫦娥二号、天

宫一号、神舟八号等重大任务圆满成功。国电

集团召开班组建设现场推进会，高起点、高要

求推进班组建设。一汽集团开展班组创争活

动，评选出１５０个 “洪军式班组”。航天科工、

中国化工加强班组长培训，注重班组管理创

新，深化争创 “学习型红旗班组”活动。鞍钢

以对标找差、持续改进为内容，１４７个班组的
２２２项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神华宁煤集团
２８６８个班组的３００７名班组长全部实行公推直
选，促进了基层民主管理和班组长队伍建设。

中国华能组织１７１３个班组开展 “小指标”竞

赛，实现修旧利废 ６３６０万元，控制成本费用
９５９亿元。

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央企业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中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企业社会责任意

识，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完善社会责任信

息披露和沟通机制，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全面提升社会责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切

实实现中央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是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带动各类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２０１１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
２７９７万亿元，营业收入 ２０２４万亿元，上缴
税款１６８万亿元。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全力保障市场供应，电力、电信和涉农企

业加强 “三农”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二是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中央企业坚

持完善和落实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员工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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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依法与员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基

本实现了员工五大类基本保险的全员覆盖，不

断加强安全生产保障职业健康。以建设和谐企

业为导向，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推广员

工帮助计划 （ＥＡＰ），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
强员工忠诚度和归属感。三是紧急关头发挥关

键作用。中央企业充分发挥顶梁柱作用，在抗

击雨雪冰冻、汶川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特殊时

期，在保障深圳大运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关键

时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四是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１年１—９月
有９２家中央企业对外捐赠１６９亿元。截至目
前，中央企业定点扶贫涉及全国２１个省市区、
８３００万人口，仍有９３家中央企业定点扶贫１８９
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占全国定点帮扶国家重点

贫困县数量的近一半。

扎实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使百

万农民工得到真诚关爱。２０１１年，国资委文明
办下发了 《关于在有关中央企业组织开展关爱

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举办了中央企

业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各有关

中央企业加强领导，制定措施，有力推进，认

真动员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积极为农民工送温

暖、献爱心，开展以劳动技能培训、权益维

护、情感关怀、文化服务、素质提升等为重点

的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理解、尊重和关爱农

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了中央企业和谐稳

定，取得了良好效果。中煤集团开展 “爱心结

对，携手成才”拜师结对活动，中国三峡总公

司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举办技能大赛，提升

农民工综合素质，使之成为生产一线的生力

军。通用技术集团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

组织 “企业文化下工地”活动，并树立优秀农

民工典型，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企业的

忠诚度。中国建筑工程、中国水电集团为１６万
多名农民工进行健康体检和常见病治疗，维护

他们的身心健康。中国铁建注重８０后、９０后
新一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专门设立民意倾谈

室，对他们进行心理咨询和精神疏导。华能集

团广泛与当地小学结对共建，为农民工子女

“送知识、献爱心”。中国中铁为农民工开办书

屋，开展读书竞赛活动，提升农民工文化修养

和文明素质。

国资委文明办积极参与推动地方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在京中央企业积极行动，宣贯和弘

扬 “北京精神”。国资委文明办与首都文明办

在中央企业兵器工业集团２０１所共同举办首场
学习实践北京精神报告会。国资委文明办先后

多次参加首都文明办 “北京精神”表述语座谈

会，组织１８家在京央企参与网上投票工作，多
次下发文件指导在京中央企业参与到 “北京精

神”的宣贯，先后共征集 “北京精神”春联千

余副、有组织地发放 “北京精神”挂图海报、

书籍数千份，在引导中央企业践行 “北京精

神”，推动首都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

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属地、社区的建设，大力开

展城乡共建、社区共建、志愿服务等工作，以

精神文明建设一盘棋的思路，促进中央企业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国资委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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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系统
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是实

施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关系统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

面推进海关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一

年。一年来，全国海关根据中央文明委２０１１年
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以 “把好国门、做

好服务、防好风险、带好队伍”为总要求，大

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一、以创先争优为动力，提高窗口单

位文明执法水平

根据中央提出的创先争优活动总体要求，

总署新一届党组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确定了

“四好”的实践主题。各海关单位紧紧围绕这

一主题，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创新载体，

努力提高窗口单位文明执法水平。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和争创 “国门

先锋”活动，以便民利企为导向，以海关一

线窗口单位为重点，积极搭建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的实践平台，推动为民服务在一线

铺开、在窗口落实，在基层见成效。大力开

展文明服务品牌建设，如南京海关推进 “金

钥匙服务品牌”，实行 “零距离服务，零差错

通关”；青岛海关在关区范围内创建 “票票飘

红”、“小丁票票精”等１２９个个人和集体服
务品牌。

二、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
契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

主旋律，在全系统营造爱党、知党、颂党的浓

厚氛围。

一是召开纪念大会。七一前夕，总署党组

召开全国海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暨
“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纪念大会通过电视电

话会议系统向全国海关转播。

二是开展全国海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表彰。评选出

８２个全国海关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０５名全国海
关优秀共产党员和２１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广泛
开展向身边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

三是开展群众性纪念活动。各海关单位按

照总署党组要求，以 “为国把关争先锋，为党

献礼比贡献”为主题，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了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群众性纪念活动。在七

一前夕，普遍组织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走访

老党员、老干部等活动。面向基层单位和党员

群众开展 “优秀文化进基层”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进

行宣传教育，为建党９０周年营造了热烈隆重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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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开展 “我为党的生日献礼”创意作品

评选展示活动。评选展示活动由总署统一部

署，各海关单位和海关文化建设工作协作区组

织实施。全国海关共报送９个类别创意作品１
万余件，从中评选出８５个最佳作品和９５个优
秀作品。在总署机关举办了全国海关 “我为党

的生日献礼”创意作品展，于广洲署长与总署

党组全体成员及各司局主要负责同志参观展览

并给予高度评价。

三、大力推进海关文化建设，以文化

这面旗帜聚拢人心、提升士气、促进和谐

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切实增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一是大力推动学习型海关建设。根据中

央关于建立学习型党组织的总体要求，各海

关单位通过阅读经典，建立 “读书社”，开展

各具特色的 “书香活动”，开辟网上学习专

栏，举办知识讲座、读书沙龙和读书漂流等

形式，按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用好书影响关员。还有的单位开展读书成果

展示活动，通过知识竞赛、讲演比赛、刊载

读书心得等形式，促进青年关员的学习交流。

我署组织开展了 “优秀党史图书进基层”活

动，延伸两年来 “优秀图书进基层”活动的

良好效应，为地处内陆、业余文化生活相对

贫乏的２０个直属海关单位的５６个隶属海关配
发了一批优秀图书，满足广大关员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全民阅读活动在海关的

广泛开展提供了物资保障。

二是成立全国海关文体协会单项分会，

丰富海关文化建设的组织形式，构建群众性

文化活动平台。在全国海关文体协会的基础

上，成立了摄影、书法美术、文艺、体育、

文学创作等 ５个分会。成立全国海关文体协
会单项分会对于完善全国海关文体协会组织

体系建设，丰富海关文化建设的载体形式，

不断增强海关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精气神

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进各基

层单位关史荣誉室、图书阅览室、球类健身

室、文娱活动室和室外运动场等 “四室一场”

建设，出台 《海关文体建设预算管理办法》，

对边关文体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予以重点

支持。

四是积极推进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

组织海关心理专业人才在沈阳海关等５个海关
开展课题研究，召开部分海关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工作座谈会，总结推广三种心理工作模

式，编写 《海关人员心理健康读本》。黄埔海

关建立人文关怀和心理发展中心，建立三级管

理心理工作体系，深入推进关员心理健康与

和谐。

四、以规范服务、强化管理为宗旨，

不断深化准军事化海关纪律部队建设

以准军事化海关纪律部队建设为抓手，大

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形式、方式方法和传

播方式创新，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

一是扎实开展各项创建工作，在推进系统

创建中丰富创建成果。认真做好第三届全国文

明单位评选的申报、推荐和复查等各项工作，

在 《全国文明单位评选标准》的基础上，进一

步突出海关特色，明确 “业务实绩突出、思想

教育深入、创建工作扎实、廉政建设有效”等

具体创建要求，坚持以评促创，重在过程，确

保实效。拓展文明创建的载体和平台，组织各

直属海关、隶属海关单位积极参加所在地组织

的各项创建活动，如争创全国青年文明号、工

人先锋号、巾帼文明岗、党员示范岗等。

二是以总署党组扩大会形式对准军事化海

关纪律部队建设进行总结部署，要求突出 “学

军”内涵，严格责任体系、严格考核体系、严

格监督体系，把学习人民解放军、建设准军事

化海关纪律部队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持久

地推进下去。

三是开展 “内务规范强化月”活动，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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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海关队伍形象、整顿纪律作风、规范办公秩

序为重点，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继续加大

《海关内务规范》执行力度，从关 （警）员仪

容仪表、精神状态、言行举止入手，严格训

练、管理和检查，着力培养关员雷厉风行、令

行禁止、高效严谨的作风，提高内部管理

水平。

（海关总署政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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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系统
２０１１年全国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

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

线，牢牢把握 “一个牢记、四个必须”的总体

工作思路，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顺利实现

“十二五”时期税收事业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强

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一、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

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

通过学习领会，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

特点新变化，进一步增强了机遇意识和忧患意

识，准确把握 “十二五”发展的主题，进一步

增强了服务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好

“十二五”时期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

规划，找准工作开展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广泛

开展成就展览、知识竞赛、文艺表演、座谈交

流和 “我的五年”、“身边的变化”等富有特色

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职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满

怀信心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努力实现 “十二五”税收工作目标。

二、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为新形势下加强税

务系统党的建设、认真履行税收职能的强大动

力，作为关系税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件

大事。一是落实创先争优工作制度。建立和完

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重点加大对基层一线

窗口单位的指导力度，把联系点建成示范点，

推动了面上工作；兑现公开承诺制度，基层党

组织制订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党员

提出参加活动的具体打算，并采取适当的方式

向群众公布，做出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建立

了领导点评制度，上一级党组织负责人适时对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进

行点评，实事求是肯定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

的问题和努力方向；落实群众评议制度，上一

级党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适时组织党员、群众

进行评议。二是抓好经常性督查和随机抽查。

督导和抽查各地创先争优工作开展情况，防止

把创先争优活动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

上而未能落实到行动上的现象。三是加强调查

研究，采取召开座谈会、举办专场报告会等形

式，总结交流创先争优工作经验，及时解决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推动创先争优活

动取得实效。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从内容上紧密结合干部职工关注的热点问

题，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社会上发生的

重大事件，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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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探索把思想工作与税收业务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把做好面上的思想工作与通过 “一帮

一”等形式做好个别人的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

主讨论等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入情入

理、潜移默化。从手段上有效运用计算机网

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建设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的新平台。从途径上充分利用文化体育设施，

组织摄影、美术、书法、音乐等爱好者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升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

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从组织关怀上，继续组

织好先进模范疗养，发放困难职工贫困补助，

让干部职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制度上研究

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适时召开思

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修改 《全国税务系统思想

政治工作条例》。

四、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思想政

治建设全过程，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理想信念。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和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干部职工职级待遇

的调整，及时与干部职工沟通交流，分析宣讲

形势，准确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把思想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了对社会热点

问题的引导，围绕物价上涨、股市波动、房地

产热、医疗保障、子女就业、收入差距等方面

的热点问题，把党和政府以及上级有关部门的

各项政策措施讲清楚，把对干部职工的利益安

排讲明白，做了大量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平

衡心理、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了本单位本部

门和谐工作的良好局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党的革命历史、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成就等各种教育资源，广泛开展学习革

命历史、诵读经典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育

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倡导理性爱国、行动报

国，自觉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切实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岗位敬业奉献、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生

活的强大动力。

五、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为契

机，做好各项文明创建工作

做好 “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城乡妇女

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人民满意公

务员”、 “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文明单位”

等的推荐、表彰工作。进一步创新税务系统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继续开展 “窗

口行业创建文明单位网上行”，健全和规范以

税收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体系，组

织开展了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搭建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实践平台。

六、广泛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纪念活动

在全系统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

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

旋律。广泛开展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学

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正确认识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必然性。广泛开展有特色的群众性纪念活

动，在七一前夕，普遍开展走访老党员、老干

部活动。广泛开展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为主要内容的知识竞赛、诗歌朗诵、征文演

讲、书画摄影、座谈交流等群众性活动。广泛

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举办了旨在歌

颂党、歌颂伟大祖国、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歌咏比赛。系统各级工会、共青团、妇委会

等团体也结合自己特点，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

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七、继续加强税务文化建设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文化建

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巩固和推广 ２０１０年
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税务文化论坛成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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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税务文化建设总体思路，选取

部分省市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动员和吸引税务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税务文化建设，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税务文化建设活动。

八、“中国税务林”建成并投入使用

２００７年，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税务系统发
起 “保护国家生态，绿化雪域高原”在拉萨市

建造 “中国税务林”行动倡议，全国税务系统

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共募集资金２０２０余万
元，并全权委托西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承办各

项建设等工作。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 “中国税
务林”资产移交及后续管理备忘录签订仪式在

西藏拉萨举行，“中国税务林”建成并由国家

税务总局正式移交给拉萨市人民政府。 “中国

税务林”是联系全国税务系统与西藏自治区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全国税务系统干部职工关

心与支持西藏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对于保

护西藏生态环境，推进经济发展，巩固社会稳

定，促进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和工

作人员的自身建设

大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强化工作人员的

党性意识、品行意识、团结意识和服务意识，

形成严格管理、团结和谐、廉洁奉公的良好风

气，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建设成为率先垂

范、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坚强集体。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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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系统
２０１１年，国家工商总局以党的十七大和十

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有关精神为指导，围

绕中央文明委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立足市场监管
和行政执法职能，以社会管理理念大力开展工

作创新，印发了 《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

职能作用积极做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通

知》和 《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

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意见》，对

包括网吧整治、扫黄打非、淫秽色情信息整治、

打击传销、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及产品整治等在

内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积极推动全国工

商系统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网吧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网吧市场秩序关系到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

青少年成长环境，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要求做好

黑网吧治理工作。国家工商总局一直高度重视

黑网吧治理工作，采取了有力措施，持续规范

网吧市场秩序。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与文化部在安徽省合肥市联合召

开全国规范网吧经营秩序经验交流会，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攸平出席

会议并讲话，明确要求各级工商部门以社会管

理理念、法制管理理念、技术管理理念、制度

建设理念推进查处取缔黑网吧工作创新。在新

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下，全系统共同努力，

黑网吧治理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局面。

二、不良广告整治合力初步形成

２０１１年，国家工商总局继续把深入清理整
治网上非法 “性药品”广告、性病治疗广告和

低俗广告、整治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传播淫

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作为广告市场整治重点，加

大网上非法 “性药品”广告和性病治疗广告整

治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查处利用互联网

和手机媒体发布非法涉性和淫秽色情广告的行

为，加强与网宣办、通信管理、卫生、药监部

门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初步形成了整治合力。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已对网
上非法性药品和性病治疗广告进行了１４次监
测。总局先后２次公布监测发现的含有非法涉
性广告的网站名单，部署查处１５４家发布非法
涉性文字链接广告的专业／导航网站、３８０家含
有非法涉性广告内容的链接网站。其中，总局

督办查处了１８家网站发布的４６条非法涉性用
品药品广告案件，曝光了１２个含有非法涉性用
品药品广告的网站和５个为非法涉性用品药品
广告提供链接服务的专业／导航网站，并将监
测发现的未备案、备案信息虚假或服务器在境

外的５８家含有非法涉性用品药品广告的网站名
单通报中央外宣办。

三、“扫黄打非”工作效果良好

按照全国扫黄办和总局工作部署，总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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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方 “扫黄打非”、打击淫秽色情信息工作

的指导力度，各地把市场检查与追根溯源、端

窝挖点相结合，日常监管与集中统一行动相结

合，坚持查源头、追窝点，彻底查缴各种低俗

非法出版物，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取得了

良好效果。截至目前，总局已向各地及时发出

或转发查缴封堵重点非法出版物各类电报 ２９
份，涉及书目 （专辑）８０余部，有效指导了全
国工商机关开展工作。在清理整治红色旅游景

区出版物市场专项工作中，湖北省工商机关查

获非法出版物１８万册 （张），贵州省工商机

关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６０００余册。在打击淫秽
色情出版物和有害信息方面，江西省工商机关

查缴非法出版图书、光盘近１２万余册 （张）；

四川省工商机关查处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户

５６１户，收缴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１１万余册
（张）；贵州省工商机关收缴淫秽色情图书、光

碟４４００余册 （张）。

四、打击 “网络共享”网站及设备产

品专项治理行动影响持续扩大

“网络共享”网站及设备产品极易成为助长

低俗信息传播、泛滥的渠道和工具。打击 “网

络共享”网站及设备产品专项治理行动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全国境外卫星电视

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部

署，２０１１年１—５月、１０—１１月，全国工商机关
相继开展集中打击 “网络共享”网站及设备产

品专项治理行动、互联网电视棒集中整治行动，

社会影响持续扩大。在打击 “网络共享”网站

及设备产品专项治理行动中，全国各级工商机

关共召开会议部署９０６次，发文部署４７７次，组
织督查８００余次，进行市场巡查、采取打击行动
８４９１次；共承办了３４４条转办的案件线索；排
查利用市 （商）场或网络 （网店）销售非法

“网络共享”设备产品及服务活动的线索７１７
件，查处相关企业２６１４家，查缴非法 “网络共

享”设备产品和非法销售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

施共３７５万台 （套／件），依法吊销企业营业执

照８家；通报并配合有关部门屏蔽网络非法销售
“网络共享”设备或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违法信

息１００条，关闭网站９个；移送至相关部门违法
违规线索４４件，其中移送至公安部门线索２１
件，移送至国家安全部门线索２件。

特别是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有力地打击

和震慑了各类非法行为，扩大了整治行动的影

响。江苏省无锡市工商部门在前期摸排的基础

上，会同有关部门对无锡招商城８家商户进行
突击检查，当场查获各类非法视频设备１６８套
（个），其中含卫星电视天线 ７７套、电视棒 ８
个，影音盒４８个、ＤＭ共享盒 ３５个，对案情
严重的５个摊位当场予以查封，责令停业整顿。
山东省临沂市工商局根据群众举报，联合临沂

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西郊批发市场端掉一

个非法销售批发大量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的窝

点，共查获涉案机顶盒 ３８６１个、大锅盖 １０２０
套、高频头６７５个。这些大要案件先后被总局
和全国专项治理办公室刊发简报予以通报。

五、打击传销工作深入开展

２０１１年，总局继续加强与综治、公安、教
育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推进 “防止传销进

校园”活动，针对在校师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宣

传教育，严厉打击以 “招聘”、“就业”为名诱

骗在校学生参与传销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年

初，总局钟攸平副局长在打击传销电视电话会

上把打击诱骗学生参与传销作为工作重点进行

了部署；下半年，总局、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

开展的打击网络传销专项行动期间，总局先后

两次召开部署会议，针对在校师生运用互联网

相对普遍现象，将打击诱骗在校学生参与网络

传销活动违法犯罪作为重点，严厉打击网络传

销，湖南、重庆等省市查处了一批涉及学生参

与的传销案件；积极与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在

高校开展 “防止传销进校园”活动，指导各地

通过讲座、“开学第一课”、组织在校学生观看

打击传销题材警示片 《黑梦》等方式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教育，北京、上海、福建、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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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四川、广东等２０多省市相继组织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 “防止传销进校园”活动。

六、农村文明集市、诚信市场创建活

动赢得民心

城乡市场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通，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总局和各级工商部门

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农村文明集市、诚信市场

两项创建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优化了市场

秩序，赢得了民心。农村文明集市创建方面，

按照总局与中央文明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在农

村广泛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的通知》的要求

和 “先行试点，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务求实

效”的工作思路，工商机关积极会同各级文明

办、农委 （农办）、公安、国税、地税部门，

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涉农市场为重点，集中

开展农村集市商品质量和经营行为整治，广泛

开展创建 “诚信经营户”、 “星级经营户”、

“放心消费户”、“文明摊位”等活动，引导和

激励经营者诚信经营，将创建文明集市活动纳

入市场信用分类监管范围。诚信市场创建活动

方面，在４月召开的全国工商系统市场网络监
管工作座谈会上，对各省 （区、市）工商局推

荐的 ３０家市场开办单位进行了表彰，授予
“创建诚信市场先进单位”，下发了 《关于进一

步开展创建诚信市场活动的通知》，提出了包

含３０条具体内容的 《创建诚信市场示范标

准》，并在１１月召开的全国工商系统推进市场
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座谈会上，对深化诚信市场

创建活动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强化对各地创

建工作的具体指导。

七、低俗玩具整治取得重要进展

根据中央文明办的要求，春节前后，总局

部署全国工商机关集中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整

治低俗玩具专项行动。根据对１２个省区市的不
完全统计，专项行动期间，各级工商机关共出

动执法人员６３１万多人次，对９１６万个经营

户进行了全面检查，先后查缴低俗玩具和低俗

商品 ９９７８件，淫秽、低俗音像制品、书籍
２５００７件，进一步规范了玩具市场秩序。专项
行动期间，江苏、甘肃等省工商局专门成立了

低俗玩具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订了 《低

俗玩具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重庆市工商局要

求各区县工商局主要负责人作为这次专项行动

的第一责任人，对专项行动亲自组织部署、亲

自带队检查，部分分局还把开展此次专项行动

的情况列入工作责任考核的内容，实行责任追

究。上海市工商局把低俗玩具的监管作为基层

工商所执法人员 “网格化监管”的重点，加大

了市场巡查的频率和覆盖面。江西省、重庆市

工商局将校园周边、玩具市场作为检查重点，

把学生上学、放学等时间作为检查的重点时

段，进行重点清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八、“窗口文明”建设活动蔚然成风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总局党组的

要求，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工商系统窗口性单

位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抓手，掀起了窗口文明建

设的新高潮。企业登记方面，实施 “窗口擦亮

工程”，立足企业登记窗口，增强服务意识，

改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实行服务承诺

制度、首办负责制度和限时办结制度，认真做

好登记信息的公开工作，逐步扩大登记信息公

开的范围和内容。外资企业登记方面，结合外

资登记窗口联系外资企业、贴近市场主体的特

点，重点抓好党员示范窗口创建活动，向社会

和外资企业做出了 “资料齐全马上办、资料不

全指导办、特殊项目跟踪办、紧急项目加班

办”的四项公开承诺，对外资局干部提出了

“符合条件的确保畅通、有利企业发展又不违

反原则的适当变通、需与相关部门联系的主动

沟通、确实行不通的要让企业想得通”的工作

要求，使创先争优活动落实在窗口，水平体现

在窗口，效果反映在窗口。截至１０月底，共计
完成外资企业名称核准６１９件，企业设立变更
２９１户 （次），外资企业个案授权２７户，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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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范、高效、勤政、服务的良好形象。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国家工商总局正式颁
布实施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国家工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伯华强调要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实施 《工商

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加强工商行政

管理职业道德建设，建设 “三个过硬”的工商

行政管理队伍。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

规范》要求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努力做到：

“政治坚定，忠于职守；执法为民，高效服务；

依法监管，公正维权；严守禁令，廉洁勤政”。

在工作中，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 《工商

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进一步

提高文明服务的水平，实施 “窗口擦亮”工

程，不断加强窗口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２年，国家工商总局将全面贯彻落实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履职尽责，开拓创新，深入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提高全社会的

道德水准。

（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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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系统
２０１１年，在中央文明委和银监会党委的领

导下，在中央文明办的指导下，银监会紧紧围

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服务监管，服务大

局，各项工作整体推进，为促进银行业改革与

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持，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

围，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精神支撑和思想

保障作用。

一、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和

教育活动，扎实推进银监会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

银监会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委要求，围绕中

心工作，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精心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教育。一是围

绕业务主线创新载体，推进银行业良好文化建

设。２０１１年 ４—５月，开展了 “辉煌银行业：

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系列报告会，邀请

银监会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集

团等八家单位主要负责人作讲座，系统讲解银

行业改革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以及面临的新

情况新挑战。报告会既就银行业发展某一方面

重点内容谈成就、谈体会，又总结深刻经验，

谈启示、谈规划，可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成为在银行业系统推进

良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系

列形势政策报告会得到了中央国家机关、银行

业金融机构和银监会系统干部职工的高度评价

和较大反响，报告会报告集出版后受到社会广

泛好评。二是抓住特殊时点，把握员工思想动

态，将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外化于形、内化于

心。银监会文明办准确把握银监会成立八周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周
年三个特殊时点，精心策划和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干部职工

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

一，为庆祝银监会成立八周年，以银监会内网

为平台，在全系统干部职工中开展 “我这八

年”网络征文活动，并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

《与银监会共成长——— “我这八年”网络征文

优秀作品选》。征文活动历时 ５个月，收稿
２７３９篇，在内网登载２６４２篇。银监会系统逾
１０％的干部职工通过亲身经历、切身感悟、工
作体验和共同记忆，以文学的细腻和触觉展示

银监会成立八年来的监管进步和行业变化，抒

发对银行业监管事业的真挚感情，畅谈 “与银

监会共成长”的美好记忆和生动故事；结合本

单位本部门本岗位工作实际，笔谈银监事业发

展的探索与思考，讲述本单位本部门的创业

史、奋斗史，记录银行业的巨大发展和变迁。

征文通过情真意切的叙述、体会与感悟，宣传

了银监会干部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感人

事迹，弘扬了银监会 “有效监管，防范风险”

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了全系统干部职工良好的

精神风貌。第二，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银监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 “中国

银监会系统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唱支赞歌给党
听”文艺晚会。晚会所有节目均由银监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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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自编自导自演，来自银监局和直管金融机

构７８０多名干部职工演员参加了演出，集中展
示了全系统文化建设成果。第三，为纪念辛亥

革命１００周年，银监会举办了 “重温辛亥史，

振兴银行业”大型历史图片展，系统回顾和展

现辛亥革命的风雨历程，帮助干部职工重温辛

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意义，抒发爱国

情怀，教育和引导干部职工加深对中国银行业

发展史的宏观了解，激发广大干部职工以满腔

热情投身银行业监管工作中。

二、推进监管文化建设，提高监管有

效性和队伍凝聚力，将精神文明建设深植

于银行业监管工作实践中

２０１１年，银监会及派出机构在履行监管职
责过程中，注重从实际出发，加强工作总结和

经验积累，围绕监管理念、行为规范、职业操

守和专业形象，积极培育新机构的良好文化。

一是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结合中央关于加强文化建设的有关要

求，对 《关于推进银监会系统监管文化建设的

意见 （试行）》做了进一步修订完善，出台了

《关于推进监管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银监党

发 ［２０１１］２６号，以下简称 《意见》）。推进

监管文化建设是提升监管队伍整体素质，增强

队伍凝聚力，提高监管有效性，确保 “管法

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监管理念

取得实效的有效途径，是改进和完善银行业监

管、加强银监会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是推进

银行业监管专业化和国际化、促进监管工作科

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意见》正式提出了银监

会系统 “有效监管、防范风险”的核心价值理

念，并确定了培育具有时代感、使命感和银行

业监管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要求系统

各单位不断巩固、完善和发扬 “具有强烈使命

感的责任文化、系统集成的协作文化、开拓创

新的进取文化、问题到我为止的执行文化、能

干事不出事的廉洁文化”，还在具体的工作原

则、实现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

指导性意见。二是在监管文化建设中，我们将

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引导派出机构结合各自实

际进行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经验总结。 《意见》

下发后，系统各单位结合文件要求和自身实际

制订了较为具体、颇具特色的实施方案，并在

银行业良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

大量功课，不断探索和丰富监管文化内涵和建

设途径。如上海银监局开展 “应当树立怎样的

精神”大讨论，深入探索监管文化内涵的真谛

和实现形式；河南银监局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

基础，以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为引导，弘扬 “红

旗渠精神”、 “包公精神”和 “焦裕禄精神”；

江西银监局重点围绕监管履职探索监管文化建

设途径，把解决辖内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

务问题作为监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来

抓，提前一年实现了江西省金融机构空白乡镇

金融服务全覆盖的目标；北京、四川、广西、

黑龙江、湖南、安徽、广东、河北等银监局纷

纷在依托监管文化服务监管、提升精神文明建

设实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是将监管文

化建设与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培育依法监管

的行为规范；将监管文化与廉政文化相结合，

规范和调节监管者的行为举止，实现 “以文载

道、以文化心”的文化熏陶；将监管文化与银

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监管文化的引

领、导向和辐射功能。

三、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办要求，做好

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和现有全国文明

单位复查工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

入开展

银监会根据中央文明办要求，认真研究、

精心部署，对各大银行和各省级政府 （文明

委）推荐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候选 “全国文明单

位”进行审核把关，同时整理了 ２００８年以来
银监会系统获得省部级以上文明单位称号的有

关情况，还对照有关评选标准，在经过层层推

荐和征求省局及有关金融机构党委的意见基础

上，按照好中选优、重在基层、重在一线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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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推荐上海银监局等８个单位作为候选申报
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并最终获批。

四、以评先创优工作为抓手，大力推

进系统内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把中央文明

办要求落到实处

２０１１年，结合银监会实际，狠抓评先创优
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在评选方法上，认真总结

这几年的评比实践经验，完善评选方法和评选

机制，严格评选程序、发扬民主、突出重点，

采取民主投票和网络公示的方式，让干部职工

广泛参与和监督。在名额分配上，坚持向监管

岗位、向基层一线倾斜，并兼顾各条线比例搭

配的适当平衡；对在监管和经营方法、手段、

技术等方面有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的给予重点

考虑，同时实行纪委一票否决。经过评选，从

全系统推荐的１２３个候选文明单位和１６６个候

选监管标兵中分别遴选出８８个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度银监会系统文明单位和１００个２０１１年度监管
标兵，确保先进典型评选的客观、公正，提高

先进典型的公信力和感召力。评选结束后，银

监会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暨评先创优工作总结表

彰大会，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同志发

表讲话，肯定了２０１１年银监会系统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更好地凝聚起全系统

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

进展，为银行业监管和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思

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表彰大会在银监会系

统营造出以 “先”为镜、奋勇当 “先”的积极

氛围，推进了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

台阶。

（银监会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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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系统
２０１１年，按照中央文明委的要求，保监会

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保

险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工作中心任务，扎实推进

理论武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行风

建设、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在展

示行业良好形象、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提

高党员干部职工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着力强化科学理论武装，不断提

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

一是认真组织理论学习。结合保险业党员

干部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实际，充分运用各种手

段，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中大力进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

展观，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宣传普及教

育，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不断坚定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二是深化时事

政策学习。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

中、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向全系统下发

学习通知，制订机关学习方案，督促指导学

习。着力宣传保监会党委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

和监管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使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更好地为党员干部所掌握。三是大力

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制定印发 《关于推进

保监会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对保险业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做出规划，提

出要求，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龙头作用，建

立健全党组织集体学习、领导干部学习培训、

调查研究和讲党课制度，建立健全基层党员轮

训、党员个人自学制度，建立健全学习激励、

考核评价、监督检查和学习成果转化的制度，

组织对保监局和直管保险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

的督促检查。四是充分利用 《党建工作简报》

和内网信息平台，定期组织学习经验交流活

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成果及时转化为工

作思路、措施和办法，进入各级领导干部的决

策视野，运用到具体工作中。

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

提高行业思想道德水平

一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一步贯

彻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引导广大

干部职工自觉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操守

和行为规范。二是围绕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

开展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法

纪等方面教育，以诚信建设为核心，开展道德

培育活动，强化保险业干部职工诚实守信意识

和社会责任意识。三是着力推动 《保险从业人

员行为规范》和 《保险监管人员行为规范》的

贯彻落实。推动建立适应行业改革和发展要

求、体现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具有明

显行业特色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进一步增强

行业的凝聚力、激发干部职工的创造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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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广泛开展行业文化建设活动，不

断提升行业软实力

一是积极开展行业文化建设实践。如浙江

保监局全面整合行业文化资源，开展 “行业文

化建设年”活动，系统推进 “５＋３”建设工
程，即 “五个一”的宣导动作、“三个一”的

主题活动，引导全行业树立浙江特色的行业核

心价值观、行业精神、行业愿景、行业使命、

行业行为信条和行业行为准则。大连保监局积

极组织搭建行业文化建设平台，成立保险行业

文化理论研究会，围绕行业经营管理先进单

位、模范、标兵人物开展创作活动，大力推进

行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和成果转化。各保险机

构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各具特色的品牌文化建

设，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不断提升行业形象。二是把握文化发展规律，

探索文化建设路径。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

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 “保险文化

建设”主题征文活动。征文围绕保险文化内

涵、要素以及构建行业核心价值体系、推进保

险企业文化、行业文化、监管文化和社会文化

建设等方面，在行业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 “文

化讨论热”。召开 “中国保险文化建设推进

会”，邀请国内保险行业专家学者，为加快推

进保险文化建设、实现 “文化兴业”出谋划

策，探索破解保险文化建设难题。

四、努力推进行风建设，不断提升行

业形象

一是各单位把加强行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保监局能够结合行业实

际，制定下发行风建设指导意见，建立行风建

设责任制，深入开展行风建设工作，着力解决

行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行业社会形象，

服务、促进、保障当地保险业科学发展。一些

保监局以保险公司三、四级机构为重点，开展

全省范围的民主评议行风活动，取得了积极效

果。二是广泛开展 “树行业新风，让人民满

意”主题活动。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保险主

体恶性竞争、保险销售误导、理赔难等严重损

害行业社会形象的突出问题入手，推行信息公

开和政务公开，实行公示制、承诺制，向社会

公布办事程序、服务规范、监督方式，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着力解决监管、服务、经营管理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各种损害被保险

人利益的行为，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各项工作

的根本标准，进一步提高保险行业的公信力和

信誉度。三是开展行风专项治理工作。完善相

关机制，针对假保险机构、假保单、假赔案等

“三假”案件，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活动。

经过一年的努力，治理市场秩序工作取得成

效。虚假批退、虚挂应收初步遏制，虚假赔案

逐步减少，银行保险和电话销售中的不规范现

象有所好转，意外险市场违规竞争问题得到较

好控制。四是加强干部职工社会责任意识教

育。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增强保险从业人员的文明意识、服务意

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广泛

开展扶老、助残、助学、济困、赈灾等活动。

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激发了从业者

的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

五、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不断提高行业文明程度

一是根据中央文明办有关要求和保监文明

字 ［２００８］１号、保监文明办 ［２０１０］１号文
件精神，在系统内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

单位的自查、复查工作。保监会文明办在各单

位先行自查、逐级复核的基础上，采取听取汇

报、查阅档案、现场考察等形式，对全国文明

单位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进行复

查，对保监会系统文明单位和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先进单位进行抽查。从总的情况看，各单位

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度重视，能够把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融入各项业务工作之中，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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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和方法，形成鲜明的创建特色。二是

做好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中国保监会系统文明单位
的评选、表彰工作。经过层层把关、择优推

荐、社会公示等程序，江苏保监局等５６家单位
获得 “中国保监会系统文明单位”称号。向中

央文明办推荐了６家单位，入选第三批全国文
明单位。经复核，保留保监会系统原有的２家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发

挥了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展示了行业的良好

形象。三是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坚持系统创建和地方创建相结

合，引导各保监局和保险公司不断加强与地方

党委、政府及精神文明建设职能部门的联系。

如江苏保监局积极同当地文明办、金融办联

系，搭建创建平台，形成工作机制，牵头辖区

内的行业文明创建工作，加强工作指导，有效

提高了行业文明创建水平。一些保监局还组织

保险公司积极开展 “创建文明单位、争做人民

满意公务员”、“文明示范岗”、“群众满意示范

单位、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优质保险服务

窗口”等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四是充分发挥党政工团和保险学会、协会的作

用。通过广泛开展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

进集体、青年文明号、青年五四奖章、青年岗

位能手、巾帼建功、模范职工之家等评选表彰

和岗位技能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扩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的覆盖面、参与度和影响力。五是积

极开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保
监会系统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歌咏比赛、保险业纪
念建党９０周年书法、绘画和摄影展览、“在党

旗下成长”和 “缅怀先烈、永跟党走”青年演

讲比赛等主题活动。

六、切实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工

作针对性

一是对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状况开展调

研。根据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情况调研的通知》要求，２０１１年５月，选
取９个保监局和５家保险公司认真开展书面调
研。６月，围绕通知确定的问题，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江苏、福建、厦门保监局、苏州保监分

局以及有关保险公司开展调研，采取座谈会、

走访等形式，全面了解全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

整体状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分析思考，提出

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上报中央

文明办协调组。二是深入开展保险文化建设工

作调研。召开部分保监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和部

分保险公司宣传部长参加的座谈会。了解系统

内各单位开展文化建设的情况，交流经验做

法，共同研究探讨推进保险监管文化和行业文

化建设的工作思路，方法措施和有效载体，为

全面开展保险监管文化和行业文化建设提供参

考。三是加强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的调

研。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调研，了解保

监局、保险公司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开展情

况、存在的问题并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探索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

（保监会文明办）

２２３



全国气象部门

全国气象部门
２０１１年，全国气象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庆祝建党９０周
年为契机，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以服务

中心、建设队伍为主要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气象文化建设，为加强气象

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坚强的保

证，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气象服务保障工作。

一、思想建设

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充分利用报纸、网站等媒体和举办形势报告会

等方式，开展形势任务教育；专门下发通知，动

员全国气象部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全面落

实全国气象局长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大力推

进学习型部门建设，搭建了６个方面的学习平
台，不断创新学习品牌，《紫光阁》杂志报道了

气象部门学习型部门建设情况。胡锦涛总书记

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后，中国气象局党组召开了

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迅速下发了学习通知，部

署全国气象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气象局党组下发

了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的通知》；全国气象部门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广

大干部职工进行专题学习，深刻领会和准确把

握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气象文化建设。

二、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一是明确创先争优活动重点。认真落实胡

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对创先争优

活动的重要指示，召开了局创先争优活动领导

小组第五次会议，制定下发了 《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明确了７个方面
１９项具体工作任务。二是不断丰富活动载体。
开展了党员互评、群众测评和领导点评工作，

做到了 “领导带头，不留死角”。对四川、云

南、厦门及华北区域等省 （市）局创先争优活

动进行了检查指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开展了

新一轮公开承诺、汛期服务即时承诺、重大任

务专项承诺，明确了具体的承诺事项和履诺措

施。以实现 “十二五”良好开局、全国 “两

会”、汛期气象服务、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为民
服务创先争优、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等为抓手，开展了 “破解发展难题，为 ‘十二

五’开局做贡献”、“在汛期气象服务中创先争

优”、“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深入基

层为民服务”等主题活动。全国各级气象部门

设立了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成立了党员突击

队等。中国气象局举办了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会和学习座谈会，各级气象部门开展了向

“身边的榜样”学习活动。三是创争活动成效

明显。气象部门创先争优活动受到上级充分肯

定。１月１９日在中央国家机关组织部长会上，
４月２８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党群共建创先争优经
验交流会上，１０月１３日在中组部召开的窗口
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座谈会上，气象部门都

做了典型发言。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信息交

流》第９７期，中央创先争优活动 《简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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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８期、１５１５期专刊登载了气象部门创先争优
活动信息。中国气象局机关应急减灾与公共服

务司党支部被中组部、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

小组授予 “广州亚运会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

三、开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全国各省 （区、市）气象局组织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各单位广
泛开展了 “一先两优”评选表彰工作，召开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暨 “一先两优”

表彰大会；举办了中国气象局局长、党组书记

郑国光党课报告会并向全国气象部门直播。组

织开展了学党史、歌咏比赛、主题党日、走访

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等系列活动。

四、文化建设

为全面了解气象文化建设的现状以及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组织全国气象部门开展了气象

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在此基础上，中国气象局

文明办形成了 《牢记历史使命　深入推进气象
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对近年来全国气象部

门开展气象文化建设的情况作了全面梳理和系

统总结，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思路。组织开展了

“十二五”气象文化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织

撰写了 《“十二五”气象文化发展研究报告》。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局党组下发了 《关于

推进气象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组织全国气

象部门广泛开展了气象文化和气象精神主题大

讨论活动。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气象文化活动。中国气

象局机关举办了第５个 “机关作风建设月”活

动，全国气象部门举办了第１０个党风廉政宣传
教育月活动。举办第三届全国气象行业运动

会，１１００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比赛。举办了第
五届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庆祝我国卫

星气象事业４０周年文艺汇演和青年党史知识抢
答竞赛、“根在基层”调研活动等。

五、文明创建

认真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推荐上报和

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复查工作。各省 （区、

市）气象局普遍开展了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深

化创建内涵。２０１１年全国气象部门共有３０个
单位被评选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３３个单位
通过复查保留了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截至２０１１
年年底，全国气象部门共有国家级文明单位

２２６个 （次） （包括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工

作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 ８８０个、地市级
文明单位１３３４个、县级文明单位２２５个，文明
单位比例达到９９５７％。制定了支援西藏、新
疆气象文化对口交流计划，组织有关省 （区、

市）气象局、直属事业单位与西藏、新疆气象

部门结成了１０个共建对子。
广泛开展党建带群建活动。在全国气象部

门和广大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了争创 “工人先

锋号”、“青年文明号”、 “巾帼建功岗”等文

明创建活动，一批单位和个人先后荣获 “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巾帼建

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模范职工之家”、

“五四红旗团委”、“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中国气象局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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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系统
２０１１年，全国各级妇联组织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主线，按照中央关于

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做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具体部署，

服务大局、开拓创新，开展了富有特色、成效

显著的工作，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

得了新进步。

一、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活动兴起高潮

各级妇联组织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
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在广大

妇女中掀起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的高潮。举办各族
各界妇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座谈会，
引导广大妇联干部和妇女群众全面领会七一讲

话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任务要求。在妇女

报刊和网站上开辟纪念建党９０周年 “颂党恩、

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专

题和 “党的光辉照我心”等专栏，大力宣传优

秀女党员先进事迹，报道妇联组织纪念建党９０
周年活动，积极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七一讲话的

浓厚氛围。开展 “学习党的历史、展示巾帼风

采”网络知识竞赛，普及党史知识，激发妇女

群众爱国情怀，得到了广大妇女的热烈响应，

共有 ４０万余人参加答题。依托农村和社区
“妇女之家”，举办系列座谈会、党史知识竞

赛、专题讲座、 “党的女儿、时代楷模———百

名优秀女共产党员风采”展览等，推出中国妇

女运动百年大型画册，在各族儿童中开展 “童

心向党歌飞扬”等教育实践活动，切实用党的

伟大成就激励妇女，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妇

女，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

律，使广大妇女进一步加深对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认识，筑牢与全国

人民一道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妇女思想道德教育扎实开展

各级妇联组织坚持教育提升、实践推动、

典型示范、舆论引导等多措并举，持续做好妇

女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宣传、教育和实践贯穿于妇联开展的群众性

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推动妇女思想道德

建设取得新成效。积极参与 “我们的节日”主

题教育活动、“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网上签

名活动等，不断提升广大妇女道德素养，激发

她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推进现代女性大讲

堂、和谐家庭大课堂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拓展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

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妇女思想道德教育和家庭美

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分别在全国１０个省区市
组织开展 “妇女社会情绪调查”、“女农民工精

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及

婚姻状况调查”等调研工作，形成调研报告，

为加强妇女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参考。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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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乡”活动。精心组织 ２０１１年全国妇联
“送温暖、三下乡”示范活动，全国妇联主要

领导同志亲自带队赴新疆、云南等民族边疆地

区，为妇女儿童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爱。

三、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深入发展

各级妇联组织不断加大和谐家庭创建力

度。在各级文明办指导和支持下，切实推动文

明家庭与文明城市同步创建、同步测评，认真

总结推广和谐家庭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案例，组

织开展第八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评选工作，推

动文明家庭建设迈上新台阶。继续开展 “低碳

家庭·时尚生活”主题活动，在广大家庭中开

展以家庭年减少碳排放量为指标的低碳达标活

动，开展鼓励妇女和家庭以徒步、自行车代替

汽车健康出行的低碳万里行活动，为和谐家庭

建设注入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继续深化学

习型家庭示范城市、社区建设，在示范带动的

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将学习型家庭创建工作推

向深入。大力发展符合妇女特点、适应家庭需

求的家庭文化、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建设，全

国妇联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第五届全国妇

女健身 （网络）展示大赛，得到群众的广泛参

与和热烈响应，共有１３１支队伍１９５项比赛项
目视频在网上展示，７４２５万人次参与投票。持
续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办好 《欢乐一家亲》栏

目，推荐各省区市的才艺家庭，充分展示和谐

家庭的精神风貌，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和家庭的

文明程度与生活质量。

四、选树和宣传妇女典型成效明显

全国妇联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在全国引

起强烈反响，共有１１３亿人次参与投票。认真
组织开展全国三八红旗手 （集体）评选表彰工

作，举行表彰大会，授予陈燕萍等１０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授予张广秀等３７８人
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授予北京大学中外

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等２５６个单位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荣誉称号。与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 （中国）等单位联

合组织开展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评选表

彰工作，对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员曹晓风等１０位获奖的青年女科学家予
以表彰。在评选表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妇联

舆论宣传阵地的优势和作用，向广大妇女和家

庭大力宣传全国道德模范中的女性典型和各类

女性优秀人物的突出事迹，为广大妇女树立可

亲、可敬、可学的榜样，以榜样的力量引领亿

万妇女自觉提升自身素质，为实现 “十二五”

规划目标任务建功立业，有力提升了妇女群众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水平。

五、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稳步推进

各级妇联组织把巾帼志愿服务作为妇联做

好新形势下妇女群众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创

新的重要抓手，努力构建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新

格局。全国妇联紧扣 “立足基层、面向家庭、

见诸日常、细致入微、持续发展”的工作宗

旨，制定下发 《全国妇联关于深入开展巾帼志

愿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巾帼志愿服务的总

体要求、品牌建设和队伍发展等重要工作内

容。在全国统一发布特色鲜明的巾帼志愿服务

标识，塑造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新形象。深入推

进社区巾帼志愿服务行动计划，以开展 “百万

空巢老人关爱服务行动”为重点，大力开展帮

扶贫困妇女和家庭、关心关爱空巢老人、开展

文化体育活动、美化社区居住环境等巾帼志愿

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掀起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的新热潮。召开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工作推

进会，认真总结和推广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的先

进典型和优秀经验，对今后工作作出部署。加

大对巾帼志愿者的业务培训，编写全国统一的

巾帼志愿服务指导手册，研究开发巾帼志愿服

务培训课程，开展首期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示范

性培训，志愿者个人素质和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目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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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注册的巾帼志愿者超过２２０万人，参与活
动人数逾３７０万人。其中，有１５个省区市参加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均超过了１０万人，１６
个省区市建立各类巾帼志愿服务工作队伍合计

超过９４万支。各地妇联开拓思路、因地制宜，
创造了很多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

法，推出了 “巾帼爱心呼唤器”、“爱心照料储

蓄社”、“爱心大姐”、“爱心妈妈”联盟、“四

点钟社区学校”、“关爱一生”等一大批巾帼志

愿服务品牌项目，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巾帼志愿

服务活动，在促进社区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等

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全国妇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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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系统
２０１１年，各级共青团组织牢牢把握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十二五”规划开局等契

机，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 “学党史、知党情、

跟党走”、“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活动，

深入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大力探

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宣传教育，积极开展青

少年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引导广大

青少年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

想信念，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养成良好道德品质。

一、广泛开展 “学党史、知党情、跟

党走”主题教育活动

全团抓住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的重
要契机，以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为主

题，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

主题教育活动主要围绕两条线展开。

第一条线是开展６个系列的党史学习活动，
加强青少年对党的基本认识了解。一是全国青

少年 “千网联动学党史”活动，各级团组织联

合全国１３００余家知名网站建立了青少年学党史
专题网页，在网页上提供 《青少年学习中共党

史丛书》等党史图书在线阅读、党史题材影视

片在线观看、爱国爱党歌曲在线收听、爱国主义

网站链接等内容，并开展网上征集交流党史感

言、网上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活动网站总点击

量达１５亿次。二是全国团员青年 “万场党史学

习交流会”，以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各个

领域的基层团组织为基本单位，面向基层青年

开展普遍性学习，全团共举办党史学习交流活

动２万余场，５２０万人次团员青年参加了活动。
三是 “与信仰对话”万场党史报告进校园活动，

邀请专家学者走进大学校园举办党史报告会，

引导大学生铭记党的历史、高扬理想旗帜，团中

央直接组织报告会１００场，全国各类高校共举办
１万余场，６００余万大学生参加。四是团干部
“学党史、强党性、铸信仰”学习教育活动，组

织专兼职团干部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史》

等权威党史图书，撰写、交流心得体会，参加活

动的专兼职团干部近１００万人次。五是党史题材
动漫片编创和观摩活动，团中央组织编创了党

史题材动漫片 《号角》，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

出的一些著名口号入手，挖掘这些口号背后的

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及相关故事素材，用在史实

基础上创作的生动形象的动漫小故事，帮助青

少年较为全面地了解党史的基本脉络，感悟党

和人民的奋斗精神。动漫片通过电视、网络、手

机等渠道播出，影响青少年４００余万人次，同时
推出了漫画丛书 《号角———画说党史口号》。

六是全国团媒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宣

传教育活动，在全国各级团组织所属的报纸、

杂志等媒体上统一开设专题栏目，介绍党史知

识和党史人物事迹。

第二条线是结合清明、五四、六一、七一

等时间节点，逐次兴起活动热潮。清明期间，团

中央联合人民网、腾讯网、人人网等８家知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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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开展了 “永远不能忘记———青少年缅怀革

命先烈”网络专题活动，近１６００万人次网友参
与献花缅怀，网上留言超过１０万条。各地团组
织依托当地烈士陵园、纪念馆等场所，广泛开展

了现场纪念活动。五四期间，广大基层团组织围

绕 “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集中开

展了仪式教育、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汇演、红

色旅游等多种形式的团日活动，参与团员青年

近８００万人次。六一期间，“红领巾心向党”全
国统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各地少先队员中开展，

“学唱一首爱党歌曲、了解一个党史故事、参观

一个革命纪念地、了解一个党的新成就、寻访一

位优秀党员”的 “六个一”活动也广泛推开，

近２０万个少先队组织、８７００多万少先队员参加
了活动。七一期间，各地团、队组织开展了

“在光荣的旗帜下———党团队员话成长”主题活

动，邀请优秀党、团员与广大共青团员、少先队

员共话成长，共同学习党的历史、交流成长体

会，全团共开展重点活动４０００多场。从五四到
七一期间，各地团组织普遍开展了 “永远跟党

走”青春歌会活动，团中央统筹安排了大型青

春歌会传唱活动，沿着党 “诞生———开辟井冈

山根据地———红军长征———延安时期———西柏

坡时期———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足迹，以及在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若干代表性

地点，依次由上海、江西等１４个省级团组织举
办。全团共举办青春歌会５０００多场，吸引４２０
多万青少年参与。七一之后，各地组织团员青

年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广泛开展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领会讲话精

神，深化党史知识学习，将主题教育活动不断

引向深入。

二、扎实开展 “我与祖国共奋进”形

势政策教育

按照中央有关要求，全团在２月下旬至五
四期间，集中开展了 “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

政策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深入领会党

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踊跃投身 “十二五”

建设的伟大实践。

团中央组建由１２位成员组成的宣讲团，深
入１１个省份开展形势政策宣讲。“两会”期间
举办 “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政策网络宣讲

会，邀请４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大学
生代表、青年网友互动交流，网络点击量达

２４００万次，青年网友在微博、论坛、社交网站
等互动平台上发表话题４３２万条。利用全国农
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卫星数字专用频道，

组织全国数十万基层团干部和农村青年在各农

村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终端站点，集中收看形势

政策教育活动专题片并开展学习讨论。同时，

围绕就业创业这一青年最普遍、最迫切的需

求，邀请部分 “中国青年创业奖”和提名奖获

得者组建 “我与祖国共奋进———创业者的足

迹”青年创业典型宣讲团，面向进城务工青

年、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学生、高校学生等开

展宣讲交流活动。

各地团组织也按照全团统一部署，面向各

类青年群体广泛组织了形势政策报告会、宣讲

会活动。宣讲过程中，注重充分考虑和兼顾青

年学生、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农村青年

等不同群体在受教育水平、成长经历、学习工

作环境、面临现实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和思想特

点，注重从青年普遍关心、与自身成长发展和

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收入分配、反腐倡廉、司

法公正、就业创业、住房医疗、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等问题入手开展宣讲活动，做到既宣传

成就、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又直面问题、聚

焦热点、解读政策，切实增强宣讲的针对性、

适用性、普遍性。据统计，今年全团共开展

“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政策报告会、宣讲会

８２６８场，直接覆盖团员青年２６６５万人，通过
视频播放、网络电台、手机微博等多种形式收

听收看、参与互动的青年达４０００余万人。

三、深入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工程

一年来，各级团组织大力推进青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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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培养工程，着力完善理论学习、实践锻

炼、对外交流三大培养途径，进一步提升大学

生骨干培养的系统性、科学性、专业性和品牌

影响力。团中央组织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

第四期２５７名学员在北京、河北两地进行了为
期两周的实践锻炼和理论学习周活动。全国、

省级、校级三级大学生骨干培养格局持续完

善，各级团组织通过理论框架训练与能力结构

培养相结合、社会实践与社会观察相结合的途

径，共培训包括大学生、团干部在内的青年骨

干２０万人次。
围绕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向实践学

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号召，各地大中专学

校广泛组织学生开展以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

祖国”为主题的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近

５００万青年学生深入广大农村基层开展了党史
宣讲、政策宣讲、国情考察、教育帮扶、科技

支农、文化惠民、医疗卫生服务等内容丰富的

实践服务。

四、大力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宣

传教育

一是大力推进团属新媒体阵地建设。建设

并开通了中国未成年人专属网站 “未来网”，

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用网需求，开设了

“幼儿阳光苗圃”、“小学生快乐城堡”、“中学

生花季乐园”和 “红领巾集结号”四大板块，

采用适合未成年人视觉特点和用网习惯的设计

手法，运用游戏界面、ｆｌａｓｈ、卡通、剪纸等形
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努力将网站打造成

为面向未成年人，内容最集中、最丰富，融思

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网络平台。同

时推动各地团组织加强团属新媒体建设，形成

了开展青年思想引导工作的重要平台。

二是积极运用新媒体做好引导青年工作。

开展 “红小鬼动漫故事汇”活动，在线征集青

年学生设计创作的 “红小鬼”动漫人物形象近

３０００个、手机动漫故事作品１万多部，近百万
学生参与了投票评选。围绕 “红领巾心向党”

主题，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了６首新创作歌曲，
约请著名词曲作家创作了两首主题歌曲并制作

了ＭＶ，联合社会力量制作了２个动漫宣传片、
１个网络小游戏，受到少年儿童广泛欢迎。联
合中央外宣办等单位共同发起 “文明上网，共

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征集青少

年作品１３万余篇，发动１０余万青少年参与活
动，在网络上弘扬了积极健康的文明风尚。

五、积极开展青少年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

一是扎实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重点开展

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广泛组

织青年志愿者与农民工子女结对，围绕 “学业

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

捐赠”等内容开展志愿服务。目前， “关爱行

动”已经在全国２７８６个县市区旗实施，已结
对农民工子女较集中学校３２万所，结对农民
工子女７３０万人；参与结对的基层团组织或志
愿者组织共５４万个，参与这项工作的志愿者
４３６万人，在骨干志愿者中选拔培养了 １０２００
多名项目专员；建设各类活动阵地 １７万个；
团中央支持各地实施项目并建设 “七彩小屋”

２２６个、“集善之家”９２个。切实深化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２０１１年新招募志愿者共
１０１６５人，总实施规模达 １７万多人，服务少
数民族地区志愿者超过１万人。此外，组织全
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圆满完成深圳大运会、西

安世园会、贵州民运会等大型赛会活动志愿服

务工作任务，引导更多青年争当志愿者，服务

社会、锻炼成长。

二是深入开展青年文明号活动。评选出

１００６家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开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创建
集体的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配套

制度，对各行业 （系统）各地区活动开展基本

情况全面统计、系统分析、进行针对性指导，

大力倡导和促进行业文明新风。以各个节庆日

纪念日为契机，广泛开展 “青年文明号创先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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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活动”，全年共有 ２９个省 （市、区）和 １４
个部委 （行业）的青年文明号单位参与到为民

服务、创先争优的活动中来。

三是进一步深化保护母亲河行动。开展

“保护母亲河———２０１１年长江流域青少年植树
行动”。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发起

“我的家乡，我的河”微博话题讨论等活动，

开展 “绿色卫士”勋章传递，吸引了４３０多万
青少年网友关注和参与。开展第五届 “母亲河

奖”评选表彰和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命名工

作，在青少年中营造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

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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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是
“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在中央文明委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和

首都文明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

根本，以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为重要契机，以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为主线，突出抓好提

炼、弘扬、践行 “北京精神”，突出抓好 “绿

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和 “垃圾减量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全面推进

公共文明引导工程，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首都科学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

和文化条件， “十二五”精神文明建设开局

良好。

２０１１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概
括起来有 “十个新进展”。

一是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新进

展。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契机，开
展了大量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了

“北京精神”提炼、培育活动，数十次召开了

交流会、研讨论证，２９０多万名市民参与了
“北京精神”投票，最终确定了以 “爱国、创

新、包容、厚德”为主要内容的 “北京精神”，

并正式向社会正式发布。

二是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主题活动取

得新进展。全市新增 １２００个小区、１２００个行
政村和５０个乡镇垃圾分类试点单位，以 “周

四垃圾减量日”和 “再生资源回收日”为载

体，在社区、农村、餐饮行业３个领域，分别
以绿色社区月、绿色乡村月和绿色餐饮月为主

题，开展了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宣

传实践活动。全市新招募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

导员９０００余人， “绿袖标”指导员队伍达到

１４万余人，还宣传表彰了 “五个一百”典型，

即：垃圾减量垃圾分类１００个优秀指导员 （志

愿者）、１００个示范家庭、１００个示范小区、
１００个示范村庄和１００个示范餐馆饭店。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主题宣传

实践活动已现成效。以每月２２日 “文明出行

推动日”为活动载体，广泛开展了公交出行

月、健康步行月、绿色骑行月、路口畅行月、

文明行车月等主题实践活动，绿色出行、文明

交通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进一步拓展了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主

题活动领域，开展了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

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系列活动，

共安排了１０个系列、１００多项子活动，刘淇书
记亲自审定了工作方案，并参观了主题活动展

览。２０１１年，先后有１０６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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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志愿者的身份走进社区、走进市民群众

中，开展艺术普及和观赏文明教育，１０４万名
市民群众参加了各种经常性活动。以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和环保理念为重点，２０１１年还面向社
区、农村开展了 “消防连着你我他 平安幸福进

万家”系列宣传活动，“节水护水我先行”主

题宣传实践活动。

三是精神文明创建取得新进展。朝阳区首

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区称号；西城、东城两区顺

利通过中央文明委的复查，继续保留全国文明

城区称号；海淀区获全国文明城区提名资格。

全市有１３个村镇荣获第三批 “全国文明村镇”

称号；５２个单位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组织
开展创建和评选 “北京文明网站”活动，评选

出首批 “北京互联网文明频道”和 “北京文明

网站”。

四是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取得新进展。

积极参加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全市

群众参与投票评选数量在全国各省市名列前

茅，在４个直辖市排名第一。全市有３人当选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８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１０人荣获 “首都道德模范”称号，２０
人荣获 “首都道德模范提名奖”。刘淇书记接

见了北京市历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历届

首都道德模范和第三届首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并作了重要指示。开展了 “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向中国文明网推荐３３０
名 “身边好人”候选人，８１人入选 “中国好

人榜”。

五是公共文明引导取得新进展。公共文明

引导扩大了队伍规模，扩展了服务领域，实现

了机制建设、活动创新、秩序文明、社会动员

和环境改善五个新突破。将 “排队推动日”拓

展为 “公共文明引导日”。调整建立了市公共

文明协调指导小组，成立了全市公共文明引导

员总队和１６个区县公共文明引导大队，建立了
礼仪、环境、秩序、服务、观赏、网络６个公
共文明引导分队。公共文明引导员队伍扩大到

６７００人，服务站台扩展到 ２３００多个。在纪念

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十周年之际，刘淇书记以复

信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取得的

成绩。

六是未成年人工作取得新进展。探索开展

了 “学道德模范、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

活动；深入推进争当社区小楼门长、文明小引

导员、爱心小使者、家庭小孝星等 “六小”道

德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网络教育衔接等，都取得了明

显效果。

七是军 （警）民共建工作取得新进展。首

都文明办和总政群工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组织

协调驻京部队参加首都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

人”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实施 “和谐工程、

文明工程、关爱工程、育人工程、荣誉工程”

等五项工程。全市２４８５个军 （警）民共建对

子以关爱残疾人家庭、空巢老人和农民工群体

为重点，累计开展 “送文化、送健康、送温

暖”活动１５万余次。驻京部队各单位积极协
助建设少年军校，目前，首都少年军校的总数

已经发展到１２１９所。
八是在加强宏观指导上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１

年，市委、市政府和首都文明委先后出台了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３个重要文件，即 《首都 “十

二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首都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工程》，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名义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些重要

文件，为推进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了重

要思路和遵循。

九是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以创建

“学习型党组织”为抓手，大力加强精神文明

干部队伍建设。大兴 “勤奋学习、调查研究、

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团结协作”之风。举办

了文明办系统干部首批公民道德建设境外培训

班，加大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的力度，制定重

要文稿起草、会议议程、调查研究等１７项工作
制度，进一步提高了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效率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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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精神文明传播工作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１
年，以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主题活动为重

点，策划专题新闻宣传１５次，组织中央及市属
媒体专题采访宣传４０余次，各级各类新闻媒体

宣传报道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稿件２万余条。
开通了首都文明办官方微博 “文明北京”，已

有粉丝近１０万余人，等等。

特色活动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主题活动

首都文明办以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为

主题，组织开了丰富多彩的系列宣传实践活

动。一是 “垃圾减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

宣传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在１２００个小区、１２００
个行政村和５０个乡镇开展垃圾分类试点任务，
以 “周四垃圾减量日”和 “再生资源回收日”

为载体，以绿色社区月、绿色乡村月和绿色餐

饮月为主题，广泛开展了２０余次主题宣传实践
活动。二是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主

题宣传实践活动初见成效。以 “开文明车、行

文明路、做文明人”为行动口号，以每月 ２２
日 “文明出行推动日”为活动载体，组织开展

公交出行月、健康步行月、绿色骑行月、路口

畅行月、文明行车月宣传活动，大力倡导市民

少开一天车，选择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绿

色出行方式，倡导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各行

其道、遵守交通信号，倡导机动车驾驶人礼让

斑马线、文明驾驶、按序通行、有序停放等。

三是 “节水护水我先行”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有

声有色。在中小学校开展体验 “一桶水洗一辆

车”活动和节水护水知识问答赛，邀请专家到

学校、机关、部队、社区进行节水讲座。四是

“消防连着你我他，平安幸福进万家”主题宣

传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制发了１０万份宣传挂图
和３０万份宣传折页，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竞赛
活动，组织消防演练一日观摩体验活动。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２０１１年，以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为主

线，以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为

行动口号，以每月 ２２日 “文明出行推动日”

为活动载体，大力倡导市民少开一天车，选择

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倡导

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各行其道、遵守交通信

号，倡导机动车驾驶人礼让斑马线、文明驾

驶、按序通行、有序停放等。一是全年围绕公

交出行月、健康步行月、绿色骑行月、路口畅

行月、文明行车月５个专题组织开展了１０次形
式多样、寓教于乐的 “文明出行推动日”活

动，现场参与市民近万人。二是大力宣传错峰

出行理念，号召老年人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时

段错峰出行。三是推出了１０条 “北京最佳步

行路线”、１０条 “北京最佳骑行路线”、１０条
公园 “最佳游园健身路线”。四是积极开展首

都文明交通行动，编发了２０万册 《文明交通

守则》，在市区３０个主要路口开展交通民警、
交通协管员、文明引导员引导广大市民创建文

明交通示范路口活动。五是发动市民参与，开

展了 “绿色出行文明交通时尚达人”征集活

动。六是推出主题活动标识和卡通形象 “兔

娃”，聘请濮存昕、蔡明、周涛、李素丽、张

一山担任形象代言人，在４３条公交线路１１７辆
公交车车体上喷绘了主题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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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公共文明引导行动

根据首都文明委工作部署，首都文明办开

展了一系列公共文明引导特色创新活动，并取

得突出的成果。一是建立长效机制，在１６个远
郊区县全面开展公共文明引导行动，达到全覆

盖。成立了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总队，公共

文明引导员大队，礼仪、秩序、服务、环境、

观赏、网络文明引导分队。组建了北京公共文

明巡访团。二是以公共文明引导日为平台，大

力推进公共文明引导工程。同时开展了创建公

共文明引导示范区活动。三是建立假日文明引

导志愿服务行动长效机制。每逢节假日及春

运、清明、两会开展假日文明引导服务。四是

组建了优秀公共文明引导员巡讲报告团。举办

了大型 “红心向党 旗帜飘扬”文艺汇演。五

是以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十周年为契机，推出

“三个十”。即１０名金牌引导员、１０个品牌站
台、１０件公共文明引导行动事件。召开了 《感

动———纪念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行动十周年》

主题晚会。六是把宣传、弘扬、践行北京精神

融入公共文明引导行动中。举办了 “弘扬北京

精神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重读书记信、

重温９·２８报告会暨第１０个公共文明引导日主
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引领北京精神。如此

站台引导秩序文明，使排队成为首都城市一道

文明风景线。

探索创新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

术殿堂文明行”主题活动

首都文明办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开展 “做文

明有礼的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

行”活动。活动以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

明程度为着力点，依托国家大剧院高雅艺术殿

堂优势资源，通过参观与艺术普及教育相结

合、游览与高雅艺术体验互动为一体的特色殿

堂艺术普及模式，精心推出 “艺术殿堂体验”、

“主题展览”、“青少年文艺演出”、“艺术普及

进社区”、“艺术大师零距离”、“文明之星艺术

行”、“文化名人艺术普及志愿服务”、“观赏文

明引导行动志愿服务”、 “网上高雅艺术文明

行”、“观赏文明大家谈”十大系列活动、１００
多项子活动。活动历时６个月，共组织演出讲
座５００余场次，１０６名艺术家以文化志愿者身
份参与了高雅艺术普及活动，１５万名市民百姓

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了重点活动，１０４万名市民
走进国家大剧院参与了各项经常性的艺术普及

活动。“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活动得到

了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同志的批示，

分别在中宣部 《宣传工作》、中央文明办 《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中国文明网、

《北京信息 （调研与参阅）》等刊物媒体报道，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文明一

日游

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市垃圾减分办公室
连续两年组织４０００余名市民代表参加了 “做

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文明一日游”活

动。一日游的目的地包括朝阳区高安屯循环经

济产业园和北京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参与

“垃圾文明一日游活动”的市民代表包括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和垃圾分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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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知名人士、

街道和物业管理人员、学生以及环保组织的成

员。举办此活动的目的是让积极参与垃圾减量

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和市民代表通过亲眼目睹垃

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过程，

亲身感受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实际

效果，培养一支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垃圾

分类指导员队伍。所有观众都将成为各社区的

垃圾分类实施指导员和宣传员，提高居民垃圾

分类方法知晓率和垃圾正确投放率。通过本活

动的举办巩固了文明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垃圾

减量垃圾分类工作。同时更激发了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 “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垃圾减量垃

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宣传实践活动的热情。

（首都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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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战线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天津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提升市民素质

行动计划全面实施， “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

好家园”活动深入开展，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

整体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为天津实现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营造

了良好社会氛围。

一、“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

活动深入开展，热爱天津、建设天津的凝

聚力显著增强

在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 “热爱天津、建设

天津”主题教育活动，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道德基础进一步打牢。开展市民培训和

形势教育，编写 《同在一方热土 共建美好家

园》一书，免费向市民发放１０万册。利用全
市３８００多所市民学校 （村民学校），组织广大

市民深入学习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共举办

各类学习培训近５万场，１００多万人次市民接
受培训。市各主要新闻媒体开设 “同在一方热

土、共建美好家园”活动专题专栏，大力宣传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进

展和成效，营造起共建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

配合 “新一轮奋战 ３００天、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组织广大市民开展 “百万市民环境大清

整”、“巩固奋战成果、共建城市文明”活动，

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搭建平台。坚持用市第九

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

就和天津发展的美好前景鼓舞激励群众。在全

市大中小学开展 “感知新变化、感恩新时代”

教育活动；组织开展了 “百万市民游津城”活

动，１３０万人参与，广大市民热爱天津建设天
津发展天津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增强。

二、开展 “天津精神”提炼总结活

动，研讨形成新时期天津人民共同的精神

追求和价值观念

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精心组织 “天津精

神”提炼总结活动，从群众参与、媒体宣传、

理论研讨３个层面，推动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
各区县、系统发动街道、社区、企业、学校、

村镇等基层单位群众广泛参与 “天津精神”大

讨论活动。新闻媒体在显著位置、重要时段开

辟 “天津精神大家谈”专题专栏，及时报道基

层广大干部群众热议 “天津精神”的情况。

“天津精神”提炼总结活动把群众作为主体，

受到广泛关注，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的热情和

积极性。社会各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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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大讨论。全市各界共召开不同层面的讨

论座谈会６０００余场，参与的市民达到３０余万
人，征集 “天津精神”表述语２９万余条。组
织５个专家组，对群众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
理、归纳、总结和深入研究，在综合专家研究

成果和市民意见的基础上提出１０条 “天津精

神”候选表述语，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群众

投票。在天津日报、今晚报、每日新报、城市

快报、渤海早报印发１５０余万张选票，在北方
网开通网络投票平台，与中国移动联合开发短

信投票系统，覆盖全市 ９６０多万个移动用户。
广大市民踊跃参与，通过报纸选票、网络投

票、短信投票３种形式，两轮共收到群众投票
７４０多万张。“天津精神”候选表述语来源于群
众意见，集中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念

和精神追求，全面展示了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

天津人民在干事创业中形成的精神风貌，称民

心，得民意，进一步鼓舞了全市人民热爱天津

建设天津发展天津的热情和干劲，为天津加快

发展凝聚了共识、积聚了力量。

三、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深入，良

好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

广泛组织开展第二届天津市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和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

２５８万名市民群众通过拨打声讯电话、网络点
击、信函邮寄等方式，共推荐出身边好人１８
万多名。２００多万名市民积极参加第三届全国
道德模范公众投票。天津市孔祥瑞、王欣、顾

金钟３人荣获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张俊兰等８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２１人
当选天津市道德模范，３０人获天津市道德模范
提名奖。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天津市６１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召
开天津市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大会，隆重

表彰道德模范。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崇高精神

和感人事迹，在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开办 “道德

之光耀津城”、 “德耀津城”、 “津门好人榜”、

“身边文明３６５”、“身边感动”、“平凡的力量”

等一批专题专栏，宣传群众身边的好人，弘扬

文明风尚；编辑出版 《精神脊梁———天津市道

德模范风采录》；组织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

回演出，组织道德模范事迹宣讲活动进社区、

学校和企业。在全市举办慰问道德模范活动，

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

进，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和平区连续三届通过全国文明城区资格复

查，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城区荣誉称号。河西

区、滨海新区、东丽区获得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资格。宝坻区黄庄乡小辛码头村等１３个村镇荣
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天津市公交集团 （控

股）有限公司等５１个单位荣获全国文明单位
称号。在天津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三大创建评选
活动中，９０个村镇被评为市级文明村镇，７７４
个单位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１４８个社区被
评为市级文明社区，１０５人被评为天津市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制定 《天津市进一步加强

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涉农区县以建设文明乡风为重点，深入开展

文明村镇、文明生态村、文明户等创建活动，

全年新建文明生态村 １３９个。北辰区双街镇
“创十星、评百户”的经验在全国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交流。 《天津市蓟县以文

化建设推进乡风文明》等４篇经验被中央文明
办编辑的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典型经验》

一书收录，展示了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

五、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公共服务进一

步优化

配合 “新一轮奋战３００天、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组织开展了４次全市市容环境卫生集
中清整日活动。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

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等各方面群众，踊跃参与

“同在一方热土、共建美好家园”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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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整社区环境，清理垃圾、小广告、乱吊乱挂

等，动员群众配合４７５个社区综合整治，极大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民心民气进一步凝

聚，广大市民维护市容环境的自觉性进一步增

强。在全市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天津人”系列

活动，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评选，

举办 “讲文明、讲礼仪”市民知识竞赛及城市

职业礼仪大赛和职业礼仪学习活动。“创文明交

通城市、做文明交通人”活动扎实开展，集中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百日交通秩序整治，广大

市民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的意识进一步

增强。

全市各窗口行业单位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

动，全市３７个市级机关带头创建 “文明窗口”

示范单位，城乡规划建设交通系统 “创为民服

务新亮点、提升城建新形象”主题实践、国资

系统企业形象职工道德 “双提升”工程、金融

系统 “最具活力金融服务机构”活动、政法系

统 “津城百姓评公安”等活动，促进了行业文

明和诚信建设。

六、“革命歌曲大家唱、革命箴言大家

读”活动广泛开展，掀起 “爱党爱国爱天

津”热潮

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文广局等 １２部门在全市组织开展
“革命歌曲大家唱、革命箴言大家读”活动，

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精选

歌颂中国共产党９０年光荣历史、丰功伟绩的优
秀歌曲和中国共产党９０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名
篇名段，编辑出版 《革命歌曲大家唱、革命箴

言大家读》图书光盘。市、区两级群众文化艺

术馆和教育部门组织群众文化工作者、音乐教

师等，深入社区、村镇、企业、学校、军营进

行辅导，送学教唱。市各主要新闻媒体及时报

道各社区、村镇等基层单位歌唱主旋律活动的

情况。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天津

网制作播出了 “革命歌曲大家唱”专题节目，

进行展播展映，进一步推动了 “革命歌曲大家

唱”活动开展。各区县、各系统把唱革命歌曲

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的有效载体，组织发动城市社区、农

村、企业、机关、学校、军营等基层单位的党

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广泛参与。各大中小学

举办了 “颂歌献给党”、革命歌曲大家唱等歌

咏活动，形成了校校有歌声、班班唱革命歌曲

的浓厚氛围。举办 “红色唱响”大型群众歌咏

活动，在全市产生广泛影响，吸引百万市民参

加。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群众歌
咏大会，将唱革命歌曲活动推向高潮。据不完

全统计，全市共举办革命歌曲演唱会、革命箴

言朗诵会、 “庆建党、讲文明、传红情、促和

谐”红段子创作传播赛、红故事宣讲、 “党在

我心中”征文、读书演讲比赛、党史知识竞

赛、书画展览、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２万多
场，３００多万名市民参与。

七、坚持一手抓教育，一手抓管理，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

以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为契机，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全市广大未成年人

中广泛组织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和

“童心向党”系列主题教育活动。１００多万名青
少年参与 “革命歌曲大家唱”、 “好书伴我成

长”、 “成长榜样寻访”、 “优秀童谣传唱”、

“党史知识宣讲”、“经典电影展映”、“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参观”等活动。市关工委 ４０００多
名 “五老”志愿者组成宣讲团，走进 “快乐营

地”，为孩子们讲述 “红故事”，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加大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建设，推进乡村

学校少年宫和体育彩票未成年人 “快乐营地”

建设，学校、家庭、社会 “三结合”教育网络

进一步完善。制定 《加强社区未成年人活动阵

地建设的意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实施办法》，新建 “快乐营

地”２００个。各 “快乐营地”围绕 “童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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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题，为孩子们放映百部经典影片，开展

“阳光体育”、动手参与、经典诵读、感恩教育

等活动 ３０００余场次，１００万名青少年参与其
中。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站，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

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为未成年人提

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组织开展

天津市首届优秀童谣创作征集评选。从１１００余
篇征集作品中，评出 “金童谣”奖１０篇、“优
秀童谣”奖３０篇。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评
选中，天津４首童谣获奖，位居全国前列。组
织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１０多支获奖团队在
“快乐营地”进行百场公益巡演。举办了 “四

月书香、百花齐放”、“五月花开、新蕾绽放”

等系列活动，出版 《国际大奖小说美丽故事绘

本》、 《世界经典桥梁书》等一批优秀少儿读

物，推出经典系列动画片 《榜样》、经典童谣

动漫剧 《童子山》，受到孩子们青睐。

在全市集中开展打击网络和手机色情信

息、整治网吧、净化荧屏声频、净化校园周边

环境和出版物市场专项行动，强力净化社会文

化环境。在整治网吧专项行动中，工商、文化

市场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４８万人次，检
查网吧经营单位１１万多家次，坚决查处取缔
“黑网吧”。教育、公安等部门相互配合，加强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严查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共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３２万余件。“整治网络
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中，市网管办严格监

控互动栏目，及时删除、关闭、封堵有害信息

和网站。公安网监部门删除有害信息近 ２０万
条。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加快建设

绿色公共上网场所，净化青少年网络空间。

１５００名网吧义务监督员积极参与净化社会文化
环境监督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环境。

八、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奉献他

人、提升自我”的志愿服务理念进一步

弘扬

志愿服务作为大规模群众性道德实践活

动，成为新形势下市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载体。８０多万名志愿者活跃津城，积极参与
文明交通、文明出行、爱园护绿、城市文明督

导、关爱外来务工人员等志愿服务活动，在引

领社会风尚中发挥出积极作用。招募组建了

１３９６支、由１４９８８名市民组成的城管文明督导
志愿服务队，活跃在社区、学校、街道，宣传

《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劝导不文明行为，带

动近５万名市民参与市容环境整治。组织文明
交通志愿者开展 “文明驾车、文明骑行、文明

乘车、文明行路、文明停车”等宣传活动。通

过开展 “身边好人爱心接力”、“让老年人双眼

更加明亮，爱老助老，共建和谐天津”公益志

愿服务、 “身边文明从细节做起———文明牵手

会”等活动，使全市志愿服务逐步实现了由以

青年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转变，志愿服务活

动由以阶段性为主向经常化转变，志愿服务组

织的管理由松散型为主向规范化转变，进一步

推动了 “奉献他人、提升自我”志愿服务理念

的普及，在全社会形成了助人为乐、奉献光荣

的浓厚氛围。在志愿精神的感召下，志愿服务

领域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吕文霞、李永、高

立敏当选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南开大学青年

志愿者协会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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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提炼总结天津精神活动

提炼总结天津精神，是建设天津人民共有

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在天津的生动实践。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早在市委九届九次全会上，市委书

记张高丽就提出了 “培育和弘扬天津精神”的

要求。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张高丽同志在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开展提炼总结天津精神活动方案

上批示：“一定要集中群众智慧，扎实开展活

动，充分反映天津精神。”

提炼总结天津精神活动从群众参与、媒体

宣传、理论研究３个层面推动开展，全市人民
积极响应，迅速兴起了天津精神大讨论的热

潮。社会各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天津精

神”大讨论，回顾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

历程，总结宝贵经验，研讨新时期天津人民的

共同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据不完全统计，全

市共召开不同层面的天津精神讨论座谈会６０００
余场，参与干部群众达到３０余万人。活动办公
室共收到群众直接来电来函４２３封，网络留言
３２５条，微博刊发转载 ９２８８５篇，征集天津精
神表述语２９万余条。

活动办公室对群众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

的梳理、归纳和总结。整理了市民认为天津精

神应该包含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市民提出的表

述语，找出了出现频率最高的 １５个词语：创
新、务实、和谐、包容、开放、进取、拼搏、

开拓、爱国、奋进、诚信、实干、奉献、争

先、求真。

市社联组织了由哲学、历史、经济、社会

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加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科院、市委党校５个课题

组，对天津精神表述语进行深入研究，多次召开

研讨会，拿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充分吸纳群众智慧和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活动办公室提出了 １０条候选表述语，于
１２月１２日起接受市民投票评选。天津日报、
今晚报、每日新报、城市快报、渤海早报印发

了１５０余万张选票，北方网开通网络投票平台，
中国移动天津分公司开发短信投票系统。全市

各单位通过多种形式征求群众意见，最大范围

集中群众智慧。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天津精神投票评选中

来，纷纷为心中的天津精神投上自己的一票。截

至１２月２０日，共收到选票３９４５７７０张。 “爱国、
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崇德、务实、

创新、包容”、“立信立德、求真求实、开明开放、

自信自强”、“笃实、创新、和谐、卓越”、“崇德

尚义、务实创新、敢为人先、和谐包容”５条候
选表述语得票率名列前茅。很多群众建议，将

“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组合

成 “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４字一组
的表述形式，更便于记忆。

为充分凝聚民意，活动办公室将第一轮得

票前五名的候选表述语再次接受投票评选。按

照群众意见，把 “爱国诚信、务实创新、开放

包容”表述语一起接受投票。第二轮共收到选

票３５４８０３１张。其中，“爱国诚信、务实创新、
开放包容”得票率为２９３４％，“爱国、诚信、
务实、创新、开放、包容”得票率为２３１７％。

在组织投票的同时，活动办公室先后与市

人大代表联络室、市政协委员联络室、市委统

战部召开座谈会，向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征

求意见。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３日，市委常委会听取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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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总结天津精神活动专题汇报，研究群众意

见，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将得票最高的 “爱国

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作为天津精神表

述语。

“谁不说咱社区好”———天津市 ２０１１
“魅力社区”评选展示活动

活动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创意策

划，天津市文明办、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

市市容园林委、市民政局、市国土房管局主

办，中国电信天津分公司协办。旨在生动展现

天津大规模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小城镇建

设以及社区环境提升、服务创新给城市风貌和

市民精神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活动自７月１１
日启动至９月２６日结束，历经社会推荐、初赛
和决赛３个阶段，直接参与比赛或现场观摩的
居民达２万多人次。在社会推荐阶段，天津电
台新闻广播开设专线电话，采取居民推荐和社

区自荐的方式确定候选社区。广大市民踊跃参

与，纷纷推荐自己心中的魅力社区，同时也讲

述了共建共享环境优美、和谐文明社区的动人

故事。在社会推荐的基础上，经由市民代表、

专家学者、职能部门负责人等组成的活动评审

委员会综合考察评估，来自全市 １６个区县的
１００个参赛社区进入到比赛环节。初赛分别在
各区县进行，各个参赛社区以社区里发生的真

人真事为题材，自创自编自演诗歌、舞蹈、曲

艺、情景剧等，反映社区的环境优美、文明和

谐、生活幸福，使大家在欢笑和感动中体会城

市巨变，增添生活在天津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经过初赛，３６个社区进入决赛。最终通过各界
代表实地探访和现场比赛，和平区崇仁里社区

等２０个社区脱颖而出，获得 “天津市２０１１魅
力社区”称号。这次活动由媒体搭建沟通交流

平台，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社区积极配合，职

能部门大力支持，通过公开比赛、实地探访、

媒体宣传的形式，使各区县在环境综合整治和

社区管理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得以推广和延伸，

对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提升社区环境面貌

起到了促进作用。活动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高丽作出批

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致信祝贺。市委

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明委常务副主任

成其圣，副市长只升华出席颁奖晚会。

天津市城管文明督导活动

为巩固 “奋战３００天、市容综合整治”成
果，天津市文明办、市综合执法局在全市招募

建立了１３９６支、１４９８８人的城管文明督导队。
这支队伍主要由社区干部、退休老党员老干

部、中青年组成，覆盖了全市的各街道、社区

和乡镇。各区县执法局和文明办紧密合作，在

建队和活动中互相支持，保证了城管文明督导

活动扎实深入地开展。各单位筹措经费，为队

伍统一配备旗帜、服装及各种活动用品；抓制

度建设，明确文明督导队职责、活动方式，建

立健全文明督导员工作规则；抓活动载体，各

社区支队组织文明督导队每１０天开展一次集中
行动，有的社区做到天天有活动。文明督导员

发现社区出现市容环境和违法违章问题，第一

时间向执法人员通报，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解

决，形成了快速反应的常态机制。据统计，

２０１１年全市文明督导队开展宣传活动１５２０余
次，发放宣传材料 ２０４万份，参加清整活动
７８０余次，清理垃圾 ４０００余吨，清理小广告
１２７万余张，劝导改正乱摆乱卖 ３７万人次，
制止私搭乱盖１２５０余处、约合１８万平方米，
乱吊乱挂９０００余处。文明督导队员通过自身参
加活动吸引带动了身边群众４２万人次参加清
除私搭乱盖、乱贴乱画、乱吊乱挂等活动，为

维护优美市容环境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维护

市容的宣传员、信息员、劝导员、示范员和监

督员。他们通过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架起了政

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成为联系执法队伍与群

众之间的纽带，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城市的啄

木鸟”，“社区的美容师”。城管文明督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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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执法局、文明办、城管委、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以及群众团体，密切配合、齐抓共

管的城市管理机制。

探索创新

天津市公交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开

展 “十城双创”建设市民满意公交

天津市公交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持续推

进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坚持 “开门搞创建”，

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发起、牵头组织开展了由天津、
北京、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济南、郑

州、青岛、唐山、包头１０个城市公交企业共同
参与的 “创先争优、创建文明单位”优质服务

竞赛活动 （以下简称 “十城双创”活动），通

过与其他城市公交行业间开展 “七比七赛”

（比党性赛创优、比运营赛运质、比安全赛稳

定、比服务赛素质、比清洁赛形象、比降耗赛

环保、比站序赛保障），有力推进了公交行业

精神文明创建。

１创新载体，精心组织。他们将 “十城双

创”活动作为公交行业深化文明创建工作的一

次新拓展，着眼促进运营质量、安全管理、车

厢服务、外显形象、车质环保和场站管理水平

显著提高，着眼改善百姓出行条件，确保市民

百姓满意。

一是周密组织。把 “十城双创”活动列入

“集团十大重点工程”之首，成立活动领导小

组，制定下发了 《玉柴杯·十城市公交企业

“创先争优、创建文明单位”优质服务竞赛活

动意见》、《关于开展 “创先争优、创建文明单

位”优质服务竞赛工作安排》，细化了 “双创”

竞赛安排。作为发起者，充分发挥协调职能，

与各地公交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各

地公交 “双创”活动的推进情况，在各个结点

活动上做到提前沟通、超前策划，为活动成功

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抓好重要节点。把重要节点活动作为

“十城双创”的 “加油站”和 “助推器”，通

过开展 “优质服务竞赛活动经验交流会”、“庆

祝建党９０周年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 “公交
优先、公交优秀”论坛以及 “服务经验交流展

示会”５个节点活动，形成了互学互比互促的
竞赛局面。

三是抓好宣传。 《人民日报》刊发了６篇
报道，人民网天津视窗开通 “十城双创”活动

专页，对重要节点活动进行专题跟踪报道，有

效提升了各地公交的知名度、美誉度及亲和

力、公信力。据不完全统计，自 “双创”活动

启动以来，十城公交先后在市级及以上新闻媒

体发稿６７１６篇，主流媒体深层次、高频率、多
元化的跟踪报道为十城公交相互交流学习、形

成创建合力、提升服务水平、展示服务形象，

搭建了平台。

２发挥 “十城双创”活动的带动作用，

在促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上取得新成效。天津

公交集团把活动作为加强基层党建重要途径，

发挥 “十城双创”活动的龙头带动作用，以

基层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了以 “比班子赛五

优，比支部赛堡垒、比党员赛先锋、比共建

赛贡献”为重点内容的 “四比四赛”活动，

在１８４个基层单位中赛党建作为、赛党员作
用、赛服务水平、赛安全稳定、赛社会评价，

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创先争优氛围。

开展了 “公开服务承诺、亮明党员身份、自

觉接受监督”的党员再诺、亮诺、践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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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党员自身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争先意识

和比奉献、作贡献、创一流的工作热情，切

实使广大党员在一线运营、车厢服务、节油

降耗等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２０１１年，公交集团有６个基层党支部、１０名
共产党员、４位党务工作者，被市委城乡规划
建设交通工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

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公交８
路车队党支部被评为 “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公交６０９路驾驶员、共产党员邢来发，
出租车公司驾驶员、共产党员孙玄相继被提

名为 “第二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３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在确保市民百姓
满意上取得新进展。在活动中，公交集团开

展以 “比运营质量、比安全稳定、比环保降

耗、比清洁站貌、比后勤保障、创优质服务

水平”为主要内容的 “四比一创”活动，抓

运营间隔，让乘客出行快捷称心；抓车容站

貌，让乘客出行舒适舒心；抓行车安全，让

乘客出行安全放心；抓文明服务，让乘客出

行方便温馨；抓服务管理，让乘客出行满意

顺心，通过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标准，

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使行业

文明提高到了新水平。

一是优化硬件。开通新线路７条，优化线
路５７条，调整线次６６条，启用了６５座形象突
出、功能齐全、设施先进、可供乘客候车和休

闲的新型公交场站，组织了千名党员万名职工

车容站貌大清整活动，更新国三以上排放标准

以及混合动力运营车辆６５６部，使市民乘客的
乘车、候车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１５００部运营
车辆上安装了ＧＰＳ卫星定位系统，高端服务网
络在中心城区覆盖面已经达到９０％以上，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

二是创新服务。在运营车中设立了２５万
个 “老年人乘坐席”和４５００个 “雷锋座椅”，

在７１处公交场站统一设置了 “出行导乘提示

牌”，５路、８路等车队相继推出了适应乘客需
求的 “十项人性化服务”和 “车队三员文明服

务礼仪３６个环节标准”等服务新举措。为落
实好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惠民工程，为运
营车辆投保了 “乘车人意外伤害保险”。在市

文明办的支持和指导下，向社会招募公交志愿

者１２００余人次，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 “维护

交通秩序、方便市民出行”志愿服务活动，宣

传文明出行、监督运营服务，使公交站区秩序

明显好转，车辆进站更加有序，收到良好的社

会反响。

三是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员工培训，制定

了 《文明创建全员培训工作安排》，把创建责

任意识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企业宗旨教育、

职业道德、职业技能教育结合起来，分层次、

有重点的对领导干部、专业管理和一线员工进

行集中培训。规范职业规范，重新修订 《公交

行业职业道德规范》、 《规范化服务标准》和

《重点岗位人员行为准则》。开展专项治理，解

决运营服务、行车安全、安全防火、服务设施

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强力整治 “两超一改”

（超速、超员、私自改道）和 “三不一闯”

（不按规定进站、不按规定出站、不按规定车

道行驶、闯信号灯）等３２项内容，提升运营
服务质量和安全稳定水平。加强社会监督，完

善集团公司、各运营公司和基层车队的 “三级

服务投诉受理平台”，重点加大对车队一级投

诉受理人员的培训教育和管理考核，督促基层

管理人员认真受理乘客的服务投诉和意见建

议，努力提高回复效率和解决质量，使乘客满

意度得到大幅提高，恶性投诉明显减少，投诉

受理速度明显加快，投诉回复率１００％，回访
满意率９８％以上。

宁河县与唐山相邻区县开展精神文明

友邻共创活动

天津市宁河县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自２０１１年４月起，与河
北省唐山市相邻五区县开展精神文明友邻共

创活动，不仅解决了过去因农业灌溉、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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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用水排水等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

而且改变了村民原先狭隘的地域观念，促进

了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局面，开启了

跨省市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大门，

标志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探索道路上

迈出新的一步。

１建立健全共建机制。活动以全面提升农
民素质和农村文明和谐程度为目标，充分发挥

友邻互补优势，以创建友好村庄为载体，以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为重点，以繁荣农村文

化、培育文明新风为抓手，开展农业生产技术

交流、文化交流、交通安全共建和文明村共

建，推动友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共同上水平。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友邻共创活动在宁河县举
行启动仪式，签订了 《创建和谐友好村协议

书》，共建活动率先在天津宁河县丰台镇西村、

岳龙村、板桥镇王赞铺村、宁河县廉庄乡于怀

村、东棘坨镇东棘坨村，唐山市玉田县北单庄

村、南青坨村、丰南区么排庄村、芦台经济开

发区北双庄村、海北镇小壑村等１２村展开。友
邻共创活动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各乡镇定期

举行友邻共创活动协调会，研究下一步工作重

点和努力方向。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在相

互监督、相互支持中取得共同进步。共建各村

把活动摆上重要议程，并在总结经验、弥补差

距的基础上，完善 《友邻共创协议书》，不断

充实活动内容，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做到 “活

动月月有、场场有主题”，实现友邻共创活动

常态化开展。

２优势互补，共促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宁河县与唐山相邻区县农田相连，种植作物

品种相近甚至相同，在农业发展中，共建村

在农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劳动力资源、自

然资源等方面各具优势，但同时也有各自的

缺陷。共建活动将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增收

致富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打破区域经济发

展的陈旧观念，按照 “大联合、大流通、大

发展”的共建思路，交流农业技术，交换市

场信息，共建农村基础设施，共谋增收致富

新路，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如，作为

通往东北市场的蔬菜产品集散地的宁河县岳

龙村，运用自身在市场开拓、市场管理和市

场供应等环节积累的成熟经验，与共建的南

青坨村达成农产品产销协议，积极把销售渠

道、供求关系等市场信息无偿提供给南青坨

村，双方在市场定价、产品供求等问题上互

为依托，搞好配合，显著提高了蔬菜产品的

经济效益，有力促进了双方农民的增收致富。

宁河县廉庄乡于怀村与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

区北双庄村建立友好共建村关系以来，双方

打破用工方面的地域限制，在劳动务工方面

加强联系，很多村民都到共建村企业去上班。

唐山市北双庄村祥瑞散热器厂因扩大规模，

同时考虑土地费用、税收等因素，拟定在宁

河县于怀村建立分厂，于怀村村民消除对外

来企业的抵触心理，给企业的落地投产创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企业正常运营后，给

于怀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了村

集体收入，为村集体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

保障。

３共建共享，村镇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共建村庄把创建活动与文明交通、文明示

范村建设相结合，重点解决交通安全、环境整

治、垃圾处理、清洁能源利用等突出问题，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力度，在加强管理上

加大力度，使村庄绿化、街道硬化、环境序化

水平显著提升。在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中，

两地交管部门联合开展 “建文明交通村、做文

明交通人”共建交通安全村活动，对村民、未

成年人开展交通法规和安全知识培训，通过互

评互比提高了村民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意识，

从而有效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在推进文

明生态村建设中，宁河县岳龙村经过虚心学习

唐山市南青坨村村容整洁、环境优雅的先进经

验，在为村民打造生态良好的宜居家园上下工

夫，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４交流文化，共促文明乡风。友邻共创活
动开展以来，宁、唐两地在原有文化活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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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 “弘扬文化、彰显特

色、传播文明、服务大众”的文化共建理念，

利用好农闲时间和重大传统节日，发挥各自的

优势，开展篮球邀请赛、乒乓球巡回赛、秧歌

戏曲擂台赛等内容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

动，丰富广大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创造了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的局面。宁河县举

办 “七里海文化旅游节”、唐山市芦台经济开

发区举办群众文化艺术节时，相互邀请对方领

导前来参加，双方在观摩学习中实现共同进

步。友邻共创活动还为下一代的沟通交流搭建

桥梁。暑假期间，宁河县盛情邀请唐山市的小

朋友们，到共建村的未成年人 “快乐营地”共

同开展活动，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天津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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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按照省文明委全年工作部署，省文明委各成员

单位履行职责，各级文明委努力工作，推动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紧紧抓住全国全省的喜事大事，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取得了显

著效果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广泛开展
纪念活动，进一步坚定了全省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以 “党旗飘

扬·希望河北”为主题，各级宣传文化部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省直单位，

通过开展专题理论宣传、新闻报道、文艺创

作、图书出版等工作和组织 “太行颂党情”、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访”、“爱国歌曲大家唱”

等群众性活动，在燕赵大地唱响了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

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宣传引导活动，推动迈出

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新步伐。各级宣传、理论部

门和新闻媒体全面、系统、深入地宣传全会精

神，开展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教

育，激发了各级、各行业和社会各界关注支持

我省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热情。以此为契机，积

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大发展文化事业和产

业的力度，完成全部县城数字影院建设任务，

展开了公共文化进村 （社区）入户工程，建成

６９个县宣传文化中心、２５万个村民中心，
３３２９３个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谋划实施
了上百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推出了 “红色太

行、壮美长城、诚义燕赵、神韵京畿、弄潮渤

海”五大文化品牌，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活动

进一步活跃起来。围绕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活动，凝聚了全省人

民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共识。党代会精

神的宣讲工作在省、市、县全面开展，各级媒

体开设专题、专栏，开展深入宣传报道。以科

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走中国

特色、河北特点发展路子， “惠在何处、惠从

何来”、“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产抓拓

展”等会议精神深入人心，为河北省 “十二

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引导

全省人民跨入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新征

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个根本任务，开展生动活泼的道德

实践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群众性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活动进

一步拓展。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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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层层组织和发

动群众参与，评选出省市县三级道德模范１６００
多名，王文忠、王文彬入选第三届全国道德模

范，鲍守坤等９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河北省的道德模范及提名者分别达到６名、２３
名，居全国前列。群众性的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在城乡基层不断拓展，有１１１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总数达到３２２名，其中沧
州市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青县涌现出了以周

汝珍为代表的一大批好人群体，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其

经验在全国推广。社会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普

及。各级组织、人事、民政、工会、共青团、

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和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工

作，党员、公务员、青年、巾帼、夕阳红志愿

者队伍不断壮大，活动领域不断扩大。研发了

河北省志愿服务注册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了

这项工作的机制建设。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进一步深化。各级文化部门、民俗协会积极

参与，深入挖掘和弘扬春节、清明、七夕、中

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民族团结、孝老

敬老、爱情忠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组织

开展了 “寻访革命烈士守墓人”等主题活动，

我省荣获第三届全国节庆中华奖和第二届全国

民族节庆创新奖。秦皇岛市的七夕中华爱情节

荣膺中国十大品牌节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进一步加强。开展了百场儿童剧进校园、百万

未成年人读经典、百首优秀童谣传唱、百场心

理专家进校园和百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大赛活

动。大力推动中小学校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和乡

村少年宫建设，组织中小学生心理咨询服务

１３９场，５００多所乡村少年宫开展各类活动
７０００多场，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我省
乡村少年宫项目８６个、资金３８７０万元。全省
高校组织开展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

题教育和实践活动，涌现出农大果树９３０１班优
秀毕业生群体先进典型。各级公安、教育、文

化、通信管理、工商、广电、新闻出版、关工

委积极参与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组织开展

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百日行动，关停违法网站

３６个，查处不良广告４０７件，取缔黑网吧３５１
户，清理校园周边不洁摊位６５８２处，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紧紧抓住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评选表彰的有利契机，深入推进各项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有了新突破。省、市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和城市调查机构对全省１１
个设区市、３６个城区、２２个县级市进行了文明
指数测评，组织各市和有关区、县针对测评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完善措施，改进工作，推动

城镇精神面貌、文化环境和公共秩序的进一步

改观。唐山市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邯郸、

廊坊、石家庄、秦皇岛、承德５个市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奖，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了

新进展。研究出台了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

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意见》的１５条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载体和保障制度。

再建 “四个一批”创建示范村４００个，总数达
到８００个。财政、农业部门争取 “一事一议”

重点财政奖补资金２亿多元，用于支持２０００个
村的文明村建设，有效地推动了这些村的环境

改造和文化设施建设。２０１１年，河北省又有４６
个村镇进入全国文明村镇行列，总数达到１０６
个。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创了新局面。公

安、住建、交通、电力、卫生、商务、税务、

工商、通信、金融、气象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

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分别确定主题、明确重

点、制订方案，开展了 “真诚融入群众”、“文

明物业管理”、“做白求恩式医院”、“做良心企

业”、“共筑诚信”、“百姓满意窗口”等活动，

涌现了一大批文明服务、诚信经营，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都好的文明单位。在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上，有５４个单位被中央文明委命
名为全国文明单位，总数达到了１２７个。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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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焕发出新的生机。经过积极

努力，在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发源地保

定，与中央和解放军有关单位召开了军民共建

３０周年纪念大会，表彰了一批军地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

北京军区高度评价河北省军民共建活动，认为

这一活动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历

史性的贡献”。会议总结了３０年来的经验，并
就今后共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我省军

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特色活动

万名公众代表评选道德模范活动

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工作中，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投票质量，增强公信力，河

北省创新投票方式，省文明办专门下发通知，

在全省组织了 “万名公众代表”投票评选工

作。一是请前两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

者投票评选；二是由各设区市和省直工委各组

织推荐 “万名公众代表”人选２５名，包括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

秀医务工作者、杰出青年、三八红旗手、身边

好人、优秀志愿者等各方面人员共３００余人作
为公众代表参与投票。三是将河北省万名公众

代表的职业、主要荣誉、身份证号码、详细通

讯地址、联系电话等情况进行认真统计，报全

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由他们直接向代表本人寄

送选票，代表本人填写选票签名寄回。这项活

动的开展，充分调动起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形成了 “群众评、评群众，群众

学、学群众”的浓厚氛围，把评选推荐的过程

变成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这些公

众代表在参与投票的同时，还积极撰写道德模

范赞语在网上发布，增强了道德模范候选人事

迹在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使更多的群众了解

了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自觉学习道德模范、

践行道德模范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支

持、参与道德模范评选的浓厚氛围。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

河北省在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中，

将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作为宣传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抓手，认真扎实组织，推动了活动的有

序开展。一是对各市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定期督

导，并加强与文联、群艺馆、艺术院团、新闻

媒体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精心组织报纸、

电台、电视台、网络多种媒体，刊播故事节

目，大力宣传展示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

演活动，不断提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

力。二是在河北文明网开设了 “道德模范故事

汇”活动专题，对各市活动进行统一展示。三

是各设区市和县 （市、区）文明办都制订了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方案，对活

动的组织领导、作品创作、作品排练、巡演安

排等提出明确要求，抽调专人、拨付专款、制

订专案，组织这项活动在基层广泛开展起来。

四是在各级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中选择近

百名原型，会同文联、曲协、群艺馆组织文艺

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故事、小品、快板书、评

书、相声、朗诵等作品，组建精干演出队伍深

入社区、村镇、企业、学校、机关等基层单位

开展巡演，把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

宣传到基层群众中去。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河北
省共组织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４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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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受众１００多万人。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
演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党员干

部和基层群众纷纷表示，要以道德模范为榜

样，进一步提高道德修养，切实把道德精神的

力量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巨

大热情和实际行动。

“城镇建设上水平、城市文明上台阶”

活动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
城镇面貌 ３年上水平的总要求，策划开展了
“城镇建设上水平、城市文明上台阶”活动，

发动群众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维护交通秩序，

城市的环境容貌和公共秩序有了新的改善。一

是改善卫生和生态环境。以城乡结合部为重

点，突出解决围城垃圾、残垣断壁、道路扬尘

问题；以背街小巷为重点，突出解决乱倒垃

圾、乱泼脏水、道路坑洼问题；以老旧生活小

区为重点，突出解决垃圾积存、私搭乱建、乱

堆杂物、乱贴乱画问题；以城市生态环境为重

点，突出解决行道树残缺不齐、新建道路周边

绿化滞后问题。围绕以上重点，组织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社区居民利用节假

日时间，参与 “周六义务大扫除”活动和春冬

季义务植树等活动，使城市卫生和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二是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为载

体，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城市优良秩序创建活

动。围绕改善城市交通秩序，培育市民文明出

行习惯，重点解决行人翻越隔离护栏、非机动

车越线停车、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机动车

抢道压道等不文明交通行为。加强舆论宣传引

导，在沿街和各主要交通路口的ＬＥＤ电子屏对
四类不文明的交通行为进行滚动评议，组织报

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建立曝光台对

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曝光，组织群众访谈活动

让群众自己评说不文明交通行为，使广大市民

的文明交通意识不断增强。组织干部群众积极

参与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实现自我教育和

自我管理，使文明交通逐步内化为市民的行为

自觉。三是以加强行业文明建设为契机，组织

群众广泛参与城市优质服务创建活动。围绕加

强行业文明建设，重点解决公安、住房和城乡

建设、交通、电力、卫生、食品卫生、医药制

造、税务、工商、通信、气象、金融等与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行业的诚信经营和规范

服务问题。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按照 《河北省２０１１年推进实施 “文明交

通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安排部署，突出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工作主题，以加大治

理酒后驾车、出租汽车抢道压道、行人和非机

动车闯红灯、自行车越线停车为重点，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明交通创建活动，加大宣

传引导、志愿服务、严格执法，切实增强了广

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巩固

并深化了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活动成果，为

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创造了安全通畅、文

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一是加强组织协调，

形成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的强大合

力。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印
发实施方案，各市文明办也结合本地实际制订

具体方案，形成了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综

合治理、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和各部门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建的工作合力。二是

规范和加强文明交通志愿者管理，发挥好文明

交通社会风尚的示范引领作用。广泛开展 “文

明交通志愿者服务示范街”创建和 “文明交通

志愿服务日”、“值守斑马线”、“文明交通大讲

堂”、“形象大使示范岗”、“文明交通百万车贴

大礼送”、“百家文明交通志愿者”评比表彰等

活动，组织动员社会各行各业以社会志愿服务

的方式，参与城市交通秩序管理和文明交通宣

传教育，引导公众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

弃不文明交通行为和交通陋习。三是深化机动

车驾驶人文明交通教育，创建良好的行车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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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针对机关车辆驾驶人开展文明交通教育，

对广大驾驶员开展文明安全行车培训，通过开

展 “十大文明出租车司机标兵”、百名 “文明

出租车司机”、十佳 “文明出租汽车公司”评

选活动，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引导广大机

动车驾驶员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坚决抵制危险

驾驶行为，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

环境。四是开展创建文明交通校园活动。推进

文明交通教育进课堂，提高在校中小学生的交

通安全意识，提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的认知度，增强中小学生自我保护安全出行的

能力，倡导中小学生养成知法、懂法、守法的

现代交通文明良好习惯，做文明交通的参与

者、维护者。五是加大文明交通公益宣传力

度，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以提高公民文明交通

素质为主线，以解决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

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

报刊、网络、手机短信等媒体作用，加强对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引

导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 “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在全社会形成生命至上、文明交

通的良好社会风尚。

深入推进文明行业创建活动

河北省积极发挥行业在精神文明创建中的

示范作用，调动各行各业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的积极性，省文明委印发 《省文明委

部分成员单位文明行业主题创建活动方案》，

从民生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以与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安、交通、卫生、商

贸、通信、金融等１３个行业为重点，引导他们
分别确定创建主题和重点，制订工作方案，组

织开展创建文明行业竞赛和主题创建活动，带

动了全省各行业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

展，行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公安系统在基层

所队开展的 “朴素真诚，融入群众”、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在物业管理领域开展的 “文明物

业管理”、交通系统在长途客运、高速公路服

务、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开展的 “温馨服务”、

电力系统在服务大厅、供电服务热线、供电服

务抢修等 “窗口”单位组织开展的 “三提升、

三服务”、卫生系统开展的 “做白求恩式医院”

和 “做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食品和药品监

管系统在药品生产领域和餐饮行业开展的 “良

心企业、良心职工”、税务系统开展的 “税企

共铸诚信”和 “为民星级办税服务厅”、工商

系统在企业和农贸市场开展的 “提效率，讲诚

信”等一系列主题创建活动，都搞得轰轰烈

烈，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受到基层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真诚

拥护。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为进一步净化文化市场，营造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河北省分３个阶段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

色情低俗信息、规范网吧经营秩序、净化荧屏

声频、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４个方面的整治
行动。为确保整治行动扎实有效开展，取得实

际效果，突出抓了以下工作：一是周密部署。

年初召开全省净化暑期社会文化环境工作专题

会议，省委外宣局、教育厅、公安厅、财政

厅、工信厅、文化厅、广电局、工商局、新闻

出版局、通信管理局、关工委、团省委和省妇

联等１４个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明确全年主要任
务和工作要求。二是细化方案。研究制订了

《河北省关于组织开展净化暑期社会文化环境

百日集中行动实施方案》，明确集中行动的起

止时间、工作重点、职责分工，将工作任务落

实到各市、县 （区、市）。三是完善机制。根

据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工作例会、案件移送、信

息上报等工作制度，并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

作纳入各地各部门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和精神文

明创建指标体系。四是加强督导。会同省教育

厅、公安厅、工商局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先后

７次赴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等地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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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暑期社会文化环境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有关部门，要求限期整

改。经过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集中行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共关停违法网站３４个，处
置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６１９条，立案查处不良
广告４０７件，取缔 “黑网吧”３５１户，整改各
种隐患３２８５１处，清理校园周边书刊音像经营
点、黑网吧和不洁食品摊位６５８２处。未成年人
成长环境明显改善，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普

遍赞誉。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活动

为贯彻落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视讯会议精神和省文明委工作部署，２０１１年，
河北省组织开展了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活动。

组织省话剧院儿童剧团认真编排了 《海的女

儿》、《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绿野仙踪》

等９部优秀儿童剧目，以农村偏远中小学校为重
点，深入到全省１００所中小学校演出１００多场，
创新了服务形式，拓宽服务途径，是为未成年人

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服务的一次具体

实践。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一是对剧目质量进

行严格把关。经多次协商调度和组织专家论证，

指导省话剧院儿童剧团组建专门创作团队，并

抽调演员骨干对演出剧目进行反复编排、修改，

使这些剧目集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思想

性、观赏性于一体，保证了演出剧目的高质量。

二是提供经费保障。“百场儿童剧进校园”活动

是公益性演出，儿童剧团购置服装、制作道具和

布景等费用全部由省文明办承担。三是制订活

动方案。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文化厅联合

印发了 《关于认真组织开展 “百场儿童剧进校

园”活动的通知》，对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要

求各市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为演出人员提

供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支持，并根据本地实际制

订演出方案，明确演出时间、地点，组织好学生

观看和安全工作，保证了演出的成功。这项活动

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全省展开，省话剧院儿童剧

团全年共在全省 １１个设区市及所辖县 （市、

区）的学校演出１０５场，中小学观众１９万人次，
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新华社、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及省内主要媒体对

活动进行了持续宣传报道，这项活动已经成为

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品牌项目。

启用志愿服务工作注册管理系统

为进一步加强河北省志愿者的招募、注册

和管理，做好志愿服务的供需对接，搭建快速

便捷的网络平台，推进河北省志愿服务工作科

学化、规范化，省文明办组织力量研制开发了

“河北省志愿服务工作注册管理系统”，该系统

具有分级管理、使用便捷的特点。该系统自

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正式启用以来，在推动全省志
愿服务活动开展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具

体做法：一是做好系统链接，方便网民登录。

为便于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工作者登录，将 “河北省志愿服务工作

注册管理系统”在中国文明网和河北文明网首

页显著位置长期悬挂，同时协调长城网、河北

新闻网等省内主要新闻网站、各市各系统主要

网站以及省内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辖区机

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单位网站进行链接，扩大系

统的覆盖面，方便群众注册。二是广泛宣传发

动，积极注册录入。结合文明城市、文明单

位、文明村镇等创建活动的开展，通过各级各

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动员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的志愿者组织和个人集中录入，同时

动员更多的社会人士、爱心人士积极注册成为

志愿者。三是加大培训力度，增强服务能力。

积极协调各部门认真做好志愿者注册后的管理

服务工作，探索制定志愿者统一标识，协调新

注册志愿者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建立或加入

志愿服务组织，扩大志愿者队伍。同时，对志

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等培

训，提高志愿者的知识素养和服务水平。注册

管理系统建立以来，全省共有４５６万人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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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注册成为志愿者，为壮大志愿服务队伍

搭建了有力的平台。

沧州市扎实做好 “沧州好人”后援

工作

为在全市营造尊重好人、崇尚先进、支持

模范的道德风尚，沧州市文明办联合各类志愿

者主管部门，依托志愿者队伍，吸收部分省市

级文明单位、社会团体为成员，成立了 “沧州

好人”后援会。“沧州好人”后援会以 “为奉

献者奉献”为宗旨，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章程制

度、拓展后援组织队伍的基础上，从政治、生

活、舆论等不同层面对 “沧州好人”进行帮扶

援助，先后开展了 “好人好报、爱心传递”、

“沧州好人代表爱心世博游”、为 “沧州好人”

撰联送联等活动，组织社会各界为 “沧州好

人”办好事、实事２８０余件，捐赠款物折合人
民币３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结合 “百名

‘沧州好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暨第五届

‘沧州好人’颁奖典礼”，东塑集团、大元建

业、衡泰律师事务所、市二院、市农行等后援

会成员单位共为 “沧州好人”提供资金、物资

５５万余元和法律咨询、健康体检、小额信用贷
款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扶助。１０月２２日，后援
会又组织２０余名 “沧州好人”代表到西柏坡

参观学习，接受革命教育。海尔集团沧州永通

公司、腾达科技学雷锋小组等个体私营企业和

爱心志愿组织也纷纷加入 “沧州好人”后援

会，对 “沧州好人”进行扶助、慰问。新华每

日电讯、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精神文明

报、河北日报、河北电视台 《阳光访谈》专栏

等多家媒体在显要位置和黄金时段对 “沧州好

人”后援会的经验做法予以了登载、访谈。

探索创新

农村 “四个一批”创建活动

２０１１年，河北省进一步突出重点、调整思
路，把 “四个一批”创建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 “一号工程”来抓，创建工作呈现良好态

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做法：

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创建活动的主

动性。近年来，河北省坚持不懈开展文明生态

村创建活动，全省５０％的行政村进入文明生态
村创建活动先进行列，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

度明显提升，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四

个一批”创建活动，适应了河北省农村创建活

动的需要，是多年来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的继

续和深化，是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中进一步聚

焦重点、打造亮点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融入

新农村建设大局的重要手段。为此，河北省文

明委决定突出搞好 “四个一批”建设，高标准

高质量地抓出一批 “十星级”文明农户、文明

示范村、文明集市和农村文化广场。

做好创建规划，坚持重点示范与全面推进

相结合。河北省在 “四个一批”创建中，坚持

全面推进与示范引领相结合，一是全面发动。

在全省纳入文明生态村创建的前六批２５万个
村中，全部启动 “四个一批”建设。在文明生

态村创建中，这些村重点抓了 “三化”建设、

“一户三会”建设、 “村民中心”建设。按照

“四个一批”的要求，在继续抓好上述创建活

动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文化广场建设和文明

集市创建。已经有文化广场的村，重点抓管

理，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文化广场的村，重点

抓建设，建起了一批农村文化广场。有农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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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村，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启动文明集市

创建活动。二是突出示范引领。将 “四个一

批”具体为 “四个十”，即：每个市重点抓１０
个省级创建十星级文明农户榜样村、１０个省级
“三化”建设示范村、１０省级文明集市、１０个
省级农村文化广场。全省１１个地级市在充分调
研摸底的基础上，共确定了４００个省级示范点
进行重点打造，年底进行全面检查，符合创建

标准的予以命名。三是省市县三级示范相结

合。各地在高标准完成重点打造省级示范点创

建任务的同时，还确定了一批市、县级 “四个

一批”创建示范点，使各市、各县都有一批可

看、可学的典型。四是合理布局。在选点布局

上，突出了几个方面：结合全省广泛开展的新

民居建设，选择一批新民居建设村纳入示范点

创建；结合撤村并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实

际，选择一批新型农村社区和中心村纳入示范

点创建；着眼于最大限度发挥 “四个一批”示

范点的示范作用，选择一批沿重要交通、旅游

线路村镇、集市纳入示范点创建；体现重在建

设、重在过程、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选择一

批不同经济条件的村纳入示范点创建。

明确创建重点，确保示范点创建效果及示

范作用。河北省在 “四个一批”创建中，对每

一个方面的创建活动都明确提出创建重点。创

建 “十星级”文明农户方面，一是建立健全民

主评议、动态管理两大机制。民主评议就是要

动员老百姓广泛参与，让老百姓说了算，充分

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让群众在参与中自我学

习、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动态管理就是不搞

终身制，有上有下、有摘有挂，保持创建活动

的生命力、持久力。二是着力丰富评议内容，

在原来 “十星”的基础上，把关爱农村空巢老

人及留守儿童、生态环境保护、未成年人教育

等内容纳入评议范围。三是发挥乡风文明建设

的整体效应，进一步发挥 “三会”等村民自治

组织的作用。 “三化”建设方面，突出硬件这

个基础，硬件建设一定要硬。强化管理这一关

键，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创建成果。抓好

提升这一环节，硬化从主要街道向小街小巷延

伸，绿化从一般的栽树种花向园林美化发展，

净化从一般的环境卫生管护向建立规范的公共

环卫服务体系转变。用足帮建这一手段，积极

组织社会力量捐资、个人捐赠等，运用村级公

益事业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特别是注

重发挥帮建单位的作用。农村文化广场建设方

面，重点抓了具备基本条件、突出文化内涵、

注重组织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与 “村民中

心”等文化阵地相互支撑等方面。文明集市创

建方面，充分发挥工商部门的创建牵头作用和

积极性，文明办既做好工作指导，又做好协

调，特别是一起制订创建方案、一起部署工

作、一起督导检查。

搞好统筹协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一是搞好工作谋划。研究制订全省 “四个

一批”创建实施方案，明确创建要求、创建标

准，为全省创建工作提供遵循；确定４００个省
级创建示范点，同时形成省市县三级示范点相

结合的创建局面。二是搞好组织协调。建立了

与建设、文化、工商、财政、农业、林业、体

育、环卫、妇联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商机制，

以联席会议、双方或多方沟通的方式，对创建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会商，为每一个创

建示范点确定了１—２个帮建单位，加强与帮建
单位的沟通，确保落实好各项帮建任务。争取

财政对创建活动的支持，将三级创建示范点全

部纳入农村公益事业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

策，予以重点支持。加强与工商部门的紧密合

作，一起研究制订文明集市创建方案，既发挥

其牵头作用，又作为 “四个一批”整体创建的

一部分一同部署、一同推动。三是抓好激励约

束。年底将对 “四个一批”创建示范点进行全

面检查验收，对达到创建标准的予以命名并给

以适当的物质奖励。以 “四个一批”创建工作

为主，对各市的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进行排

名，纳入总体工作评价。充分调动帮建单位积

极性，对多年来坚持积极参与社会帮建并作出

突出贡献的帮建单位进行表彰，同时加大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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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帮建情况在各级文明单位推荐评选中的

分量。

邯郸市打造 “欢乐乡村”文明创建

品牌

邯郸市委、市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转型发展中，针对农村人口近５００万的市
情特点，坚持统筹城乡、重心下移，以满足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切入点，组织实施了 “欢

乐乡村”文化工程，搭建起农民群众乐于参

与、便于参与的文明创建平台，吸引了上百万

农民群众参与，初步探索出一条 “政府主导、

群众主体、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的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的新路子。

激活主体，量身打造创建平台，让农民群

众在快乐参与中感受文明、弘扬新风。精心组

织开展了十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鼓励农民

群众从台下走到台上，由观众变成演员。这十

项活动分别是： “布谷之声”农民歌手大赛、

“说唱脸谱”农民戏曲票友大赛、“田野之歌”

农民合唱大赛、 “乡音乡情”农民器乐大赛、

“欢快的舞步”农民秧歌舞大赛、“品味幸福”

农民民俗绝活儿 （手工艺品）大赛、“情趣乡

村”农民小品曲艺大赛、“美丽新家园”农民

摄影大赛、“多彩的生活”农民书画剪纸大赛、

“魅力家乡”农民舞龙舞狮大赛。村、乡、县、

市，自下而上，层层发动，层层举办选拔赛，

每项活动推出１００名 “乡村艺术家”，从而打

造１０００支乡村文化队伍。市县媒体全程报道，
电视台实况转播，营造了浓厚氛围，形成了

“人人都关注、户户传歌声、村村都参与”的

生动局面。通过这一活动，使广大群众亲近了

文艺、文化、文明，远离了酒桌、牌桌、赌

桌，实现了求乐、求知、求美，弘扬了文明新

风。２０１１年，全市共举办大型活动１０００余场，
“欢乐乡村”成为百万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综

艺大舞台、没有围墙的乡村大剧院、永不落幕

的快乐大本营。

激活队伍，大力挖掘和培养乡土文艺人

才，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农村大地。为实现创

建活动的常态化，避免 “一阵风”，邯郸市利

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形式，自编自创、自演

自赏，培养一支支留在乡间的精神文明建设队

伍。全市各类专业文艺人才深入农村，把送演

出与带徒弟结合起来，手把手、面对面地对乡

土人才进行培训和辅导，积极引导他们把文明

创建的内容融入其中。在 “欢乐乡村”活动

中，一大批乡土文化能人涌现出来，他们以身

边人、身边事为题材，创作出一大批宣传党的

惠民政策、法律法规，普及科学知识、文明礼

仪，赞美孝老爱亲、助人为乐，倡导婚嫁新

风、邻里和睦的小戏小品、诗词歌赋，这些文

艺作品积极健康、清新质朴、乡土气息浓郁、

贴近农民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有的荣获全国

十佳村歌，有的获得 “中国新闻奖”，有的还

吸引北京的专家前来参观。市文明办及时把这

些乡土作品印成小册子、小挂历、小扇子，送

到广大农村，引导农民群众传唱、表演。截至

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市已建立市县乡三级文化人才
数据库和专门的网络平台，各类文艺爱好者、

民间文化传承人等２万余人分类入档，共表彰
１０００个 “乡村艺术家”、２００个文化示范村、
１００个特色文化户。

激活阵地，以用为先、建用并举，不断提

升农村精神文明阵地的支撑能力。把阵地的有

效利用率作为衡量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

要标准。 “欢乐乡村”工程实施以来，带动一

大批处于闲置状态的文化站、文化室、文体器

材高效利用起来，全市精神文明阵地良好利用

率达到 ９０％以上。一些工地、厂房、农家小
院、田间地头也被拓展为文明创建的场所。适

应群众需求，加快推进市、县、乡、村四级精

神文明设施网络建设。市、县两级重点推进文

化艺术中心、数字电影院等一批大型标志性文

化设施建设，乡一级重点培育文明创建示范

村、示范户，村一级努力实现每个村建起一支

文艺表演队伍、建好一个文明创建场所、打造

８５３



河北省

一个农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建设一条文明

展示街、建好一个广播站、打造一条健身路径

的 “六个一”目标。市财政将投入２０００万元，
带动县、区财政投入１亿元支持 “欢乐乡村”

工程。

创新机制，探索市场运作方式，凝聚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实施 “欢乐乡村”

工程，邯郸市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以文企

联办、民办公助、冠名赞助等多种方式，引导

社会资金投入。同时，把文明创建与培育民间

文化市场结合起来，让农民群众在自我创建中

得到实惠。如邱县农民以民间资本 “入股”方

式发展了 “百家书”、“股份戏”，永年县农民

军乐团、复兴区农民剪纸协会等群众自发组织

的一批文化团体，在欢乐自己、服务村民的同

时，积极开拓市场、增收致富，成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力量。

唐山市着力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

护工作

２０１１年５月份中央文明办在南京召开的全
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交流会以来，河

北省唐山市加快未成人心理健康工作步伐，从

市本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中心建设入手，

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着力加强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维护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打基础，建立心理健康维护专门结

构。唐山市文明办从６月初开始，通过汇报会
议精神、介绍先进经验、派人实地学习等多种

方式，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管领导进

行务实的宣传、推介，争取他们的重视支持；

与此同时，市文明办积极协调教育、卫生、科

协等部门，依托河北联合大学心理学系现有的

师资、场所、设施，终于促成了唐山市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维护中心的建立，并于１０月１２日
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

唐山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中心，是在

市文明办直接协调指导下，依托河北联合大学

心理学系建立的公益性咨询服务机构，主要承

担全市广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咨询服

务、师资培训和协调指导等任务。中心总面积

约４５０平方米，拥有功能科室共１５间，包括心
身反馈治疗室、心理咨询室 （４间）、团体咨询
室、团体心理测评室、团体训练室、音乐治疗

室、沙盘治疗室、宣泄治疗室、心理测评室、

心理测量室、会议室、办公室和接待室等。中

心具有四大特点：公益性，免费向广大未成年

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维护服务；开放性，已专

设热线电话和网站，可实现全天候、无阻隔的

网上咨询、电话咨询、信函咨询，还可预约到

中心面对面服务；权威性，拥有唐山乃至全省

的知名心理健康维护专门人才，其中，高级心

理咨询师５名、二级心理咨询师１７名、三级心
理咨询师２名，还有几百名心理健康维护志愿
者；规范性，各咨询服务环节，均有严格规范

的服务程序；特别是拥有价值８０万元的心理测
试和治疗设备，许多设备属省内一流。

二是抓普及，传播心理健康维护常规知

识。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及媒体作用。借助

唐山文明网、环渤海新闻网、唐山市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维护网等市内重点网站和部分学校网

站，链接、登载中国文明网 “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教育网上讲座”的相关内容、河北文明网

“未成年人”栏目刊登的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案

例，联合教育、妇联等部门，推动学校、家庭

在网上听取讲座、交流咨询，及时向全社会特

别是广大未成年人进行宣传、普及。据不完全

统计，几个月来各有关网站已先后链接、登载

相关知识１５万多条次，接受未成年人点击达
８０余万人次。积极酝酿和准备在市级新闻媒体
包括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唐山广播电视

报、唐山人民广播电台、唐山电视台等开设心

理健康专栏、专题，宣传、普及心理卫生知

识，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与此同时，唐

山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中心创办的 《唐山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期刊，也在年底前与全

市广大未成年人见面，初步争取发到全市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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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每班一册。另一方面，积极整合、调配社会

资源。利用市科协系统的学会、协会体系，将

心理健康协会、心理卫生学会等有关心理健康

维护的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发挥它们在宣传心

理健康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进行心理疾

病矫治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举办培训班、开设

讲座等多种形式，广泛服务广大未成年人以及

学生家长。着眼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深

化，市文明办指导各有关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团市委成立了由３５人组成的心理咨询专家
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心理咨询、心灵抚

慰，同时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滦县以一中为试

点，招聘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设心理健

康教育课，开办学生心理咨询室；古冶区实验

小学以 “创建和谐师生关系，培养学生健康心

理生活”为目标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和

学生个案分析跟踪记录，以 “创建健康班级健

康课堂，优化学生心理生活”为目标建立心理

日记，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料。

三是搞指导，延伸心理健康维护服务触

角。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地完成在全市构建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三级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

实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的专业化、机制

化，唐山市在建立市本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

护中心的基础上，已经开始着手延伸心理健康

维护服务的 “触角”，指导各县 （市）区进行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分中心的建设。先期在

丰润区开展了县 （市）区建设 “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分中心”的试点工作，目前该分中心

的各项工作已实现了正常、良性运转，为其他

各县 （市）区建立分中心探索了宝贵经验。在

市区的１２０多个社区的所有市民中心，都建立
了带有心理咨询、健康服务性质的咨询室，负

责未成年人的社区健康服务。全市１６００多所中
小学中８０％以上的学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
使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了常态化。

下一步，市文明办将联合教育、卫生、科协等

有关部门，重点围绕机制的建立、功能的完

善、服务的规范等下工夫，争取在全市早日建

成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三级体系。

（河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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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山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党
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以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以邓小平理

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

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省委

转型跨越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着力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创建活

动，努力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现代文

明程度，全面工作整体推进、重点工作取得突

破、常规工作亮点较多，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社会

环境。

一、深入开展科学理论和形势政策宣

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

转型跨越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干

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

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人心。精心组织 “十二

五”规划、综改试验区建设、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袁纯清书记 “７·２８”重要
讲话、市县乡党委换届、第六届中博会、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省十次党代会、全省文化强

省建设大会、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暨全省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组织省委宣讲

团及市县各级宣讲团，深入基层进行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宣讲，直接

受众达数万人，影响广泛深刻。开展 “我与祖

国共奋进、我与山西同发展”形势政策教育活

动。发挥党校、市民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乡镇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阅报

栏、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各种基层宣传文化阵

地作用，广泛开展成就展览、知识竞赛、演讲

征文、文艺表演、座谈交流和富有特色的网上

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山西日报、

山西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充分发挥了主渠

道、主阵地作用。山西日报刊发的 “７·２８”
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

会的系列解读文章和评论员文章；山西广播电

视台推出的 《再造新山西》、 《转型跨越新征

程》、《读报告论转型话小康》等专栏，营造了

良好舆论环境，振奋了精神，凝聚了力量。

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宣传
教育活动扎实活跃，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人

民再造一个新山西的热情和干劲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精心组
织研讨会、座谈会、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红

色旅游、重温入党誓词、优秀剧目展演、展播

等多种形式纪念活动，召开太行精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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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心中的歌———全省群众性歌咏”、“全省

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学党史、唱党歌、戴

党徽、访英模”、“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

“我与祖国共奋进，我与山西同发展”、“爱党

歌曲家家唱”等活动，举办 “庆祝建党９０周
年黄河魂·太行情美术书法大展”、 “魅力三

晋———中国书画名家彩墨丹青留迹山西作品

展”、“学习七一讲话，建设美好山西”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重点培养班。手机 “红色传递”活

动，用短信歌颂党，传递党旗、国旗、团旗、

队旗彩信，祝福伟大的祖国，参与人次达３２
亿。 “在太行山上”大型群众性歌咏演唱会，

参演人员达３０００余人，产生广泛社会反响。制
作播出 《足迹·山西９０年》６０集文献纪录片，
平均收视率高达 ４８４％。召开右玉精神座谈
会，开展机关作风纪律集中整顿月活动，推

进具有山西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全省上下普遍

建立了党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学建领导组，

学建工作日益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深

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出一批先进典型，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深化全省干部下乡住

村、领导干部包村增收活动，全省建立领导

干部活动联系点７７９０个，帮助农民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６６万个。

三、“迎中博、讲文明、树新风、做贡

献”活动广泛深入，进一步展现了文明山

西的良好形象

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山西人”主题活动

及省直机关和单位 “迎中博、创环境、争一

流”、城乡环境整治、窗口行业文明服务、

创建文明网站等活动，讲文明、讲礼貌的良

好风尚进一步展示。扎实推进 “文明交通行

动计划”，建立交通公益广告刊播制度，加

大交通密集区交通公益广告刊播频率，开展

评选山西省 “文明交通十百千” （十个示范

城市、一百个示范单位、一千名文明交通使

者）活动，全省交通事故起诉率及死亡人

数、伤亡人数、经济损失均呈下降趋势。大

力加强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实施 “五到家” （婚育新风、优质

服务、奖励扶助、人文关怀、科技致富）工

程，开展 “我爱我村、我爱我岗、我爱我

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幸福家庭创建。在

全省开展的 “中华魂” 《颂歌献给党》主题

教育活动中，以读爱国主义书籍为纽带，到

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厂矿企业、机关、军

营，组织师生同读、亲子同读、老少同读，

有效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共 ３００余万名青少年受到教育。举办
“全民阅读月”、“快乐读书我们在行动”读

书日等系列读书活动及 “风华三晋———山西

省青年美术作品展”、红十字博爱印象·寻

找身边的感动公益摄影展，开展 “送温暖、

献爱心”、红十字博爱进万家、慈善情暖万

家、联企帮困送温暖、 “爱耳日”、 “爱眼

日”等活动，积极培育文明新风。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不断推进，双拥优抚安置工作取得

新进展，中博会期间，５０００余民兵预备役人
员出色完成了安保执勤任务。

四、公共文化建设不断加强，进一步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大

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大部分市建立了群艺馆、图书馆、博

物馆，所有的县 （市、区）建立了文化馆和图

书馆，乡镇文化站、 “两区”农村流动书库、

乡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了 “三个全覆

盖”。省城大型标志性文化设施山西省图书馆

新馆、山西大剧院、太原美术馆、太原博物馆

等已经或即将运营。全年新建农家书屋１４万
余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综合文化活动室

２８１９９个，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步伐进
一步加快，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基本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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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大力开展包括

法律、计生等在内的文化、科技、卫生 “三

下乡”、“四进社区”活动。２０１１年为基层配
送图书１８６万册、文化活动器材价值２０００余
万元；１５个艺术院团１０００余名演员深入贫困
山区、革命老区演出１２０余场，观众近６０万
人次。精心打造出大型说唱剧 《解放》，舞剧

《千手观音》、 《粉墨春秋》等一大批精品力

作。大型说唱剧 《解放》在全国巡演近 ３００
场，观众超过５０万人次，２０１１年进入国家精
品工程。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亮点纷呈。“我们

的节日·春节———万家灯火靓平遥”２０１１年平
遥中国年活动，充分发挥了平遥古城汉民族文

化典范的代表和辐射作用。中央电视台 “我们

的节日·清明———中华长歌行”长治特别节

目，彰显了上党老区文化的独特魅力，录制人

数是 “中华长歌行”特别节目开播以来最多的

一次，中央电视台第 １、３、４频道分别播出。
第九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暨第四届中国·介休清明 （寒食）文化节，加

强了文化交流，弘扬和培育了民族精神。 “我

们的节日·端午———北方水城·中国沁州端午

民俗文化节暨第三届全国龙舟邀请赛”，对打

造沁县北方水城品牌、弘扬北方端午文化起到

了积极作用。 “我们的节日·重阳———第二届

中国·运城舜帝德孝文化节”，有力推进了爱

老、尊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五、道德模范推荐、学习和宣传活动

成效显著，进一步营造了见贤思齐、祟德

向善的社会风尚

认真推荐全国道德模范。根据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 《关于评选表彰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５号）精神，
按照群众推荐、逐级把关的原则，全省县级以

上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推荐对象４９４０人 （次）。

向全国推荐的１０名候选人中，孟佩杰当选第三

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受到中央领导和省

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赞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

响，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开学第一课》、

《向幸福出发》、《面对面》等多个栏目进行了

深度报道。赵海生、张子玉、崔旭艳、张帆、

赵泉祥、赵月芳、李生祥、胡丙申、廉爱新９
名同志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孟佩杰当选

“感动中国２０１１年度人物”，胡丙申入选候选
人；孟佩杰、胡丙申、张帆、赵月芳当选 “感

动山西２０１１年十大人物”。积极参加中央文明
办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全年山

西省共有５６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比２０１０年增
加３０人，位居全国前列。

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组织中央驻晋和省内

媒体广泛深入宣传报道道德模范的事迹。举办

“道德的传承———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 （长治专场）”，组织山西省部分全

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和山西省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代表与现场群众及广大网友

交流互动，围绕 “讲道德做好人”深入交流。

组织孟佩杰代表山西省道德模范参加 “全国道

德模范首都高校巡讲活动”。开展 “名博连线

道德模范”活动，对道德模范进行深度解读，

不断传递道德的力量。

切实关爱帮扶道德模范。组织各市及有关

单位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进行帮扶。对孟佩

杰同学进行重点帮扶，中国残联、全国妇联，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教育厅、团省委、省

妇联等省直有关部门及临汾市多家单位及领导

先后对其进行了慰问。组织召开 “山西省关心

关爱道德模范座谈会”，总结交流关爱道德模

范经验，大力弘扬道德模范的高尚精神，在全

社会树立 “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袁纯清

同志还亲自给山西省３０名全国道德模范一一写
寄了贺年卡，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六、群众性文明和谐创建活动着力改

善民生，进一步提升了全省城乡社会文明

程度

文明和谐城市创建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３６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加大改善民生、创优环境、文化内涵、人文精

神等方面的测评权重，引导城市积极创建廉洁

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

诚信的市场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舒适

便利的生活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

文化环境。深入推进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

动，积极进行绿色社区创建，举办全省第四届

城市社区运动会。申报省级文明和谐城市 （县

城）的城市 （县城）多达３８个，创历史新高。
长治市获得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太原、

晋城及孝义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怀

仁、壶关、襄垣县县城保持了全国文明县城的

荣誉，清徐、左权、长治、长子县县城跻身全

国文明县城行列。特别是长治市获得全国文明

城市的称号，不仅标志着我省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实现了零的突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迈上一

个新的台阶，更标志着全省城乡社会文明程度

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转型跨越发展取得了新

成就。

文明和谐村镇创建工作强力推进。农村新

的 “五个全覆盖”（街巷硬化、便民连锁商店、

农村文化体育场所、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农村

新型社会养老保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实施 “双十”强农惠农工程，启动１００个集中
连片建设工程，完成２０００个重点推进村建设任
务。开展 “一矿一企帮一村”活动，实施 “一

村一井”、“一村一品”工程。民兵骨干带头参

加乡村树新风活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传播

先进思想，树立道德风尚。全省又有３５个村镇
获得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文明和谐单位创建工作不断加强。开展

“践行职业道德承诺”、“做人民满意公务员”、

“三晋先锋在行动”和 “三亮三比三评” （亮

标准、亮身份、亮承诺，比技能、比作风、比

业绩，群众评议、党员互评、领导点评）等实

践活动，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

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强化

“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事关山西发展”的

理念。深入开展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推动新闻媒体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法治山西、平安三晋、绿色共

建、“文明行业示范点”、“青年文明号”、“双

学双比” （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

献）、“巾帼建功”等创建活动持续推进，食品

质量和特种设备监管 “两个安全”进一步加

强。全省又有５２个单位获得全国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

文明和谐创建先进典型推荐评选严格公

正。２０１１年中央三年一批、山西省两年一届精
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典型同时表彰，上下非常

关注。坚持按照程序规范、严谨细致、公开透

明、科学易行、控制总量、确保质量的原则，

把届期制与动态管理有机结合起来，认真做好

推荐、测评和把关工作，在申报数量上，把淘

汰和新增统一起来，在动态管理中提高创建质

量；在评选方式上，把复查、抽查、检查结合

起来，在确保质量的同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组织测评上，采取城市 （县城）由专业统计

机构测评，村镇、单位由省文明办会同省委宣

传部组织专业人员测评的方法，确保了测评工

作科学、合理、规范和权威。同时，测评人员

食宿行费用全部由省文明办承担，确保检查测

评结果的公开、公平、公正。

七、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不断加强，进一步形成了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良好环境

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组织 “向国旗

敬礼”、“我承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传

唱优秀童谣”、“网上祭英烈”等网上签名寄

语活动，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第二

届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人礼”、 “学党

史、颂党恩、跟党走”、 “中华魂———颂歌献

给党”、“铭记党史”等中小学生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 “红领巾心向党”、 “学、访、

传、唱”等少年儿童思想教育活动。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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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群体青少年，开展法律进家庭、进社区、

进学校、进监所活动。举办 ２０１１“我与孩子
共成长”百场家庭教育巡回公益讲座，实施

中国温暖 “１２·１”爱心基金项目关爱行动，
组织爱心妈妈参与 “恒爱行动”，一批艾滋病

孤儿及孤残困境儿童得到资助。完成２０１１级
高中 “宏志班”招生及资助工作，“爱心助学

行动”、“爱心点亮未来”、“金秋助学活动”、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春蕾行动”等各种助

学活动成绩突出。举办全省中学骨干班主任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加强中小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教育工作，全国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

惯现场会在太原召开。

校外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及作用发挥工作扎

实推进。召开全省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会

议，表彰校外教育优秀活动项目。普遍培训校

外活动场所工作人员，对骨干教师进行科技、

艺术、体育等专业培训。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的通

知》。举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建设山西启动仪式暨项目建设负责

人培训会议，制定 《山西省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积极

做好山西省 ４５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工作。

加强各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建设工

作，３个 “省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和

１１个 “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基

本完成。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不断加强。加强对

学校、幼儿园周边环境管理特别是上学、放学

时段的巡逻防控及非法出版物的管理，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开展广播电视抵制低俗

之风、夜间节目排查、广告治理等活动，全力

打造和谐健康声频荧屏。开展 “打击网络诈

骗”、“净网行动”、“暑期行动”、“网吧整治”

等专项行动，大力整治有害网站及网上违法有

害信息。全省多数地方做到了每个网吧都有

“五老”义务监督员，各地由老干部、老教师

等 “五老”组成的网吧义务监督队伍发挥了重

要作用。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内部安全保卫工

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定期对校园周边进行

拉网式排查，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对歌舞娱

乐服务场所进行集中整治，强力净化社会

环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提升。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标准化建设，组织思想政

治理论课新任教师全员培训和课程轮训，开展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估检查，确定一批

教学改革项目，启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数

据管理平台建设。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推

进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组织开展骨干研修

工作，表彰了一批优秀辅导员和班主任。继续

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立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在高校扶持建设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大力宣传全国道德模范孟

佩杰同学等典型的先进事迹，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形成良好育人氛围。

八、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推进，进一步

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围绕辞旧迎新、团圆平安、孝老爱亲

等主题，送温暖、送文化、送卫生、送平安、

送健康，传递亲情友情，营造和谐氛围。在

太原、长治等地启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依法保护农

民工劳动权益、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

农民工身心健康、关爱农民工子女等多种志

愿服务，为农民工安心工作、体面生活、尊

严劳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开展 “春雨工程

———文化志愿者西部边疆行”活动，１１９名山
西文化志愿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和

鄂尔多斯两市进行为期一周的文化服务，丰

富了当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了两省

（区）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团结。开展志愿

助残活动、红十字关爱生命志愿服务行动、

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中博

会期间，从省城高校招募３８９１名文明交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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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协助公安交警维持交通秩序，帮助弱

势群体；招募 ８００名综合服务志愿者，进行
综合协调、宣传推广、会务接待；招募２万余
名志愿者，维护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赞誉，是山西省近些年来大型

活动志愿者服务人数最多的一次。召开山西

省建立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座谈会，围绕如何

保障志愿者权利义务及奖励保障、活动经费

来源及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特色活动

临汾市实施 “四强四动”战略大力推

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临汾市把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建设文化

强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内容来抓，通过实施 “四强四动”战略，在

全市上下大力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调动激

发了人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 “文明临

汾”成为全市人民的尊崇追求和自觉行动。

１强化组织保障，实施党政推动。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开展公

民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

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共同推进。市委下发了 《关于开展向全

国道德模范孟佩杰学习的决定》，市委宣传

部、市委组织部等部门下发了 《关于开展向

解黎明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号召全市人

民认真学习孟佩杰、解黎明等先进典型的感

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全市各级各部门都纷纷

建立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也切实负起责任，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发挥了表率作用，在

社会推动形成上下协调、齐抓共管、相互促

进的工作格局。

２强化人人参与，突出社会联动。全市各
级各部门按照 “有利于组织开展、有利于群众

参加、有利于取得实效”的原则，坚持因地制

宜，注重分类指导，结合自身实际，设计不同

的活动载体，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各地各单位

利用黑板报、广播站、宣传栏、电子屏等阵

地，通过组织报告会、座谈会、撰写学习心

得、征文演讲、图片展等方式，掀起了 “学习

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做道德模范”的

大规模道德实践活动新高潮，为进一步培育知

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提供了持久

的精神力量。

３强化舆论造势，及早宣传发动。积极
发动各种媒体，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等平台，动用各种手段，广泛宣传，全

面发动，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网络。

充分发挥市级媒体作用，多角度宣传，临汾

日报、临汾电视台、临汾文明网等市级媒体

一年来开足马力，不间断地宣传报道孟佩杰

等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社会各界的反响和

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并通过播报编后语、

新闻点评、群众访谈等形式深入营造关爱、

崇尚道德模范的舆论氛围。多方借助中央和

省级媒体，多层面宣传，一年来共接待中央

电视台、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

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黄河电视台等中央

及省级采访３０余次，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
宣传道德模范风采，最大限度地扩大道德模

范的社会影响面。利用各种文艺创作活动，

多形式宣传，市眉户剧团编排了反映孟佩杰

事迹的小戏，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拍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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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电影。通过多样化的题材体裁、艺术形

式和表现手法，将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和高

尚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

４强化标杆引领，倡导模范带动。我们
以市、县、乡三级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为基础，积极推荐全国、省级道德模范。

评选过程注重群众公认，重视基层推荐环节，

立足社区、企业、村镇、机关、学校等基层

单位，不断拓宽和挖掘推荐的广度、深度，

将推选举荐过程变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过程。道德楷模

评选注重平民化导向，突出工作实绩，从而

使事迹感人，社会认可度高，具有良好的群

众基础和社会形象的典型人物纷纷涌现出来，

使评出的道德楷模可信、可亲、可敬、可学。

仅２０１１年，推出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临

汾最美女孩”孟佩杰，并入选 “感动中国”

十大年度人物。还有全国优秀志愿者刘蓉、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来虎平、爱心妈妈解

黎明等，王银凤、史元魁等五名同志也荣登

“中国好人榜”，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

先进典型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奏响了公民

道德建设的最强音。

太原市促进志愿服务向全社会参与转变

太原市借第六届中部博览会在太原举行这

一有利契机，以弘扬社会志愿服务精神、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了 “迎中

博、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促进了

志愿服务队伍向全社会参与的转变，扩大了志

愿服务的社会影响。

未雨绸缪，及早行动。在确定中博会举办

的消息后，太原市立即研究制订工作方案，招

募志愿服务队伍，组织集中培训，深入基层宣

讲，编发各类宣传品和学习手册３０万份向社会
广为散发。以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伍为骨干，

以专项志愿服务队伍为基础，以社会各界志愿

服务队伍为补充，建立、壮大了文明市民巡访

团、文明交通、文明宣传、清洁卫生、安全保

障、文化、社区服务、出租车行业等志愿服务

队伍，举行了大型启动仪式，为服务中博会打

下良好基础。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建立了条块结合、

点线交错的工作网络，形成了市、城区和社

区，市、行业和社团两个三级联动的活动机

制，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制作了全市

志愿者服务活动工作图表，上面标注出志愿服

务的主要交通路口和路段、站点、主要出入境

口、酒店、景区、公园、广场、商场和窗口行

业服务点等具体的位置，标明各点负责人的联

系电话、队伍服务项目等内容，明确职责，落

实到人，为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序迅速开展提供

了坚实保证。

形式多样，全面覆盖。组织了文明交通志

愿者在主要交通路口、路段、主要场馆周边开

展文明出行活动；组织清洁工程志愿者在主要

街道、公共场所开展卫生清洁活动；组织文明

市民巡访团在主要街道、商业街区开展劝阻不

文明行为活动、提供引导咨询服务；组织交通

系统志愿者在各个站、点开展排队乘车活动，

组织出租汽车行业志愿者开展了规范服务和免

费服务活动；组织文明礼仪巡讲团赴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区开展文明礼仪知识普及宣讲活

动；运用宣传阵地组织百场 “文明礼仪大讲

堂”活动；组织窗口行业志愿者开展创优美环

境、创优良秩序、创优质服务活动；组织文化

志愿者在各大公园、广场开展文化演出活动。

志愿服务内容多、规模大、覆盖面广，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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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运城市盐湖区开展 “五进五创”舜帝

德孝文化活动

运城盐湖区是舜帝德孝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和承载者。盐湖区委、区政府在成功举办两届

中国·运城舜帝德孝文化节的基础上，从２０１１
年起开展 “德孝在盐湖———五进五创”主题创

建活动，对德孝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基础夯

实，形成了独具盐湖特色的舜帝德孝文化活动

品牌，使盐湖区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影响力得到

有效提升。“德孝在盐湖———五进五创”活动，

就是让德孝文化进农村创建文明乡 （镇）村，

进社区创建和谐家园，进机关创建德政单位，

进厂矿 （公司）创建诚信企业，进学校创建爱

心校园。活动中，盐湖区力求创新活动模式，

创建活动载体，搭建活动平台，把创建活动有

机地植入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采取不同方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

重心下移式。在进机关活动中，把 “清正

廉洁让家人父母放心，建功立业让家人父母自

豪”作为主题，采取 “重心下移”推动党政干

部下基层。区委、区政府出台组合拳，开展了

“党政干部下基层包村增收、扶贫助弱”、“四

套班子包联项目”、“全体党员干部包村住户”、

“十大课题大调研”等活动。区委书记王志峰、

区长王吉敏率先带头下基层，撰写调研报告、

民情日记，还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体察民

情，了解民意，逐个解决具体问题。

工程管理式。许多单位把用德孝文化教育

干部、影响员工作为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和素质

提升工程进行长效管理。盐湖区国税局在单位

内部推行了 “１２３１德孝提升工程”，构建工作、
生活两和谐，达到干部思想和生活品位、整体

工作质量、社会满意度三提高。干部职工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齐心协力抓税收、和谐

春风满税苑的良好局面。

内外互动式。在进校园活动中，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交流互动。从２０１１年６
月起，盐湖区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等高校开展了大学生德孝传承活动，采用德孝

文化版面展览、德孝圣土传递、演讲、辩论、

微博等形式，广泛传播德孝文化。同济大学学

生来到盐湖区后，与盐湖当地学生交流互动、

演讲辩论、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在中小学校，

把每个星期日定为 “孝心日”，在这一天要求

学生给父母端一杯茶、洗一次脚、洗一次衣

服、制作一件感恩的小礼物。

竞比激励式。在进农村活动中，开展了每

周为父母改善一次生活，看谁家做得好；每月

给父母清扫一次居所，看谁家干净；每年为父

母增添一套新衣，看谁家漂亮等竞比活动。在

进社区活动中开展了 “为老人送一束生日鲜

花”、 “做一次健康体检”、 “洗一次热水澡”

等活动。

典型示范式。在创建活动中，涌现了一大

批好的德孝典型，有见义勇为楷模原菲娜，有

和谐建设楷模杨春霞，有孝老爱亲楷模贾长

龙，有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楷模杨红娟，等等。

对他们的事迹利用新闻媒体及各种场合大张旗

鼓地进行宣传，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借力引导式。在德孝文化弘扬和传承中，

企业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有一定实

力，热心公益事业，有意愿履行社会责任，但

缺乏必要的引导，而 “五进五创”活动恰好为

他们建立企业文化、塑造公德形象搭建了良好

的平台。

乘势搭载式。就是借助七一、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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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公民道德日”、九九重阳节等节庆日开
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和形式多样的文化

娱乐及宣传教育活动，吸引了人民群众广泛参

与，把德孝文化的传承教育融于喜闻乐见的文

体活动中。在建党９０周年之际，全区上下举办
演讲、书画展览、赛诗唱联、社区晚会、农民

秧歌比赛、青少年主题晚会等形式的活动达

３８００多场次。活动中，把爱党爱国、敬业奉
献、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内容融进节目中，

起到了良好宣传教育效果。 “９·２０公民道德
日”，区文明办组织道德模范上街宣讲，组织

志愿者协警服务等均有较好反响。

在创新活动模式的同时，盐湖区不放弃常

规性创建活动，开展 “争当人民满意公务员”、

“一帮一爱心志愿者服务”、 “社区道德评议

会”、 “德孝经典书籍诵读”等活动，形成了

“全民搞创建，人人见行动”的热潮。

晋中市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一片

蓝天

２０１１年以来，晋中市以培育一代晋中新
人，打造全省道德高地和首善之区为目标，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逐步构建起党委政府重视、

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工作体系。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形成了真抓实干、常抓不懈的强劲态势。

健全机制，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工作

平台。２０１１年 ４月，晋中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全市学校

德育工作指导委员会，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整体任务分解，逐一落实到各个责任单位。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市委专门召开了全市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号召全社会积极

行动，变思想道德建设 “软任务”为 “硬工

程”。市委主要领导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亲自抓在手上，经常听取汇报、实地调查

了解，分析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对策。２０１１

年，市德育工作指导委员会就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进行调研和听取专题汇报达 ２０
余次。

深化序列化德育活动，打造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的新亮点。晋中市以文明礼仪、

自主学习、阅读思考、写作、健体、卫生、勤

俭朴素、热爱劳动 “八大习惯”为抓手，开展

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的序列化德育活

动。即：幼儿阶段侧重抓好道德启蒙教育，培

养幼儿具有最基本的文明语言、认知和行为能

力；小学阶段侧重抓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高

中以上阶段侧重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审美观和生涯规划 “四观一规划”教育，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审美观，引导学生科学制订自己的人生发

展规划，学会选择，学会把自身的发展同服务

国家，服务人民的使命结合起来。整个中小学

阶段还贯穿公民素养和法制教育，教育和引导

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强化公民意

识，提升文明素质。

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培育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的新品牌。不断探索道德实践活动

新模式，打造具有晋中特色的德育教育新品

牌。一是 “道德讲堂”，通过以 “身边人讲身

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

形式的 “道德讲堂”，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

推荐评议各级各类好人，形成了 “我听、我

看、我讲、我议、我选、我行”的 “六我模

式”。二是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要求

孩子们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知荣辱、学

礼仪、讲道德，展现当代未成年人的良好道德

风尚。三是 “感动晋中十大道德模范人物”评

选活动。在第三届评选活动中，和顺二中学生

张文庆，不顾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谱写了

一曲见义勇为的颂歌，被评为 “感动晋中十大

道德模范人物”，并荣登 “２０１１年中国 ‘好人

榜’”。

加强历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提升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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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思想道德工作的新活力。依托 “我们的节

日·春节”以及 “中国清明 （寒食）文化

节”、“寿星文化节”等传统节庆活动，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例如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开展以

和谐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引导学生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爱国主义情感；清明节

期间，组织学生祭扫烈士陵园，参加网上祭祀

英烈活动；重阳节期间，开展尊老敬老活动。

这些活动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和感染

力都很强，极大地增强了未成年人参与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２０１１年清明节期间，全市参与中
华美文诵读２３万余人，网上祭英烈８６万余
人次，诗文、祭文、短信征集３０００余人次，群
众缅怀活动１８万余人次，文明祭奠活动２８万
余人次，充分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

对传统节日的认同。

探索魅力校园创建活动，创新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工作的新模式。围绕魅力校园建设，努

力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的方法和形式。

２０１１年，全市２５２所市级以上德育示范学校，
全部实行了德育示范校开放日制度，展示德育

序列化教育的成果，发挥了典型引路、榜样示

范的作用，形成了一批具有 “感恩文化”、“孝

亲文化”、 “礼仪文化”等不同特色的学校群

体。全市所有学校全部开展了 “国学经典”诵

读、“书香校园”建设活动，让孩子们在潜移

默化中深切感悟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辉

煌灿烂。

净化文化环境，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绿色空间”。以净化网络、网吧、荧屏声频、

校园周边环境为重点，开展专项行动，实现对

社会文化环境的长效管理。２０１１年，全市共组
织开展网吧专项整治行动８０余次，通知整改整
顿２６家，停业整顿７家，查处取缔 “黑网吧”

４１户，开展校园周边集中整治６８次，整治校
门口流动摊点４４６个次，新设置减速带２７６条，
新设置交通标识 ２１８块，整治学生接送车辆
１４２９台次，清理非法出租房屋 ３２处。此外，
还广泛开展 “文明网吧”、“文明网站”创建活

动，积极推动 “绿色上网”、“文明上网”，并

借助 “五老”等社会力量，积极营造有利于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还给孩子们一片

纯净灿烂的天空。

晋城市百万元奖励帮扶道德模范

晋城市政府设立的１００万元奖励帮扶道德
模范资金，是倡导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最有效手段和载体，真正让道德模范在政治

上得到信任、工作上得到支持、生活上得到关

心，让 “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得到倡导。

领导高度重视，百万元帮扶奖励资金成公

民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道德模范是引领时代

前进的文明旗帜、是推进社会发展的精神脊

梁。同时，他们也是普通的群众，承受着生活

压力、家庭困难等，更有因道德义举、爱心奉

献而身陷困境的情况。对这些最值得社会尊

敬，最值得人民学习的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实

施温暖帮助，最直接的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弘

扬良好道德风尚。２０１１年２月，在筹备第三届
道德模范表彰会之前，市文明办向市政府及王

清宪市长提请两个报告。一是申请对１００位道
德模范、８０位 “晋城好人”给予２８万元物质
奖励；二是申请百万元帮扶生活困难的道德模

范资金。市领导不仅全部予以批准，而且作出

“思路很好，很有必要”的重要批示，充分体

现了市领导对公民道德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道德模范群体的关怀厚爱。

部门认真组织落实，２００余位道德模范和
“晋城好人”得到奖励帮扶。一是市文明委作

出奖励帮扶决定。市文明委作出了对道德模范

实行双重奖励，对生活困难的先进典型大力帮

扶的重要决定。对第三届１００位市级道德模范，
每人奖励２０００元，８０位 “晋城好人”每人奖

励１０００元。２０１１年５月，市文明委经过讨论研
究，制定出台了 《晋城市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

范实施办法》，规定市级以上 （含市级）道德

模范，如果有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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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保障标准、身患重大疾病或有严重伤残、遭

受各类灾害、突遇重大意外事故等情况者，可

申请帮扶救助。要针对道德模范最迫切、最直

接、最现实的困难压力，采取形式多样、针对

性强的温暖帮助，切实做到能帮则帮、应帮

尽帮。

二是认真调查摸底，确定３２位帮扶对象、
帮扶措施。市文明办迅速启动道德模范调查摸

底工作，下发 《关于申请道德模范救助资金的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对部门的道德模范进

行走访调查，将需要帮扶的人数、困难情况、

困难程度详细上报。市文明办综合各地上报情

况，考虑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拟定了３２位
道德模范帮扶对象，４种帮扶方式：为１７人缴
纳养老保险金，为５位身患重病的模范资助医
疗护理费用，为８位生活困难的模范发放生活
补助，为２位住房困难的模范资助经济适用住
房房款。同时，通过市级新闻媒体将帮扶对

象、困难情况、帮扶方式进行公示，接受社会

群众监督。在公示期满后，报请市文明委审核

批准后，市文明委下发 《关于帮扶生活困难道

德模范的决定》（晋市文明委 ［２０１１］２７号），
正式予以实施。

三是办理手续高效快捷，确保道德模范第

一时间拿到帮扶资金。百万元奖励帮扶资金从

市财政局发放到道德模范手中，中间涉及市财

政局、中国人寿晋城分公司、市住房保障管理

中心、市农行等有关部门。在办理手续的过程

中，所有部门都本着帮扶资金慢不得、等不

起，早一步到位早一点减轻模范压力的强烈责

任心，通过特事特办、快事快办、加班加点、

压缩时限，在第一时间将百万元帮扶奖励资金

发放到道德模范手中。中国人寿晋城分公司人

员仅用一天时间，为１７名道德模范办理好１７
份保单。对于给予生活困难补助、医疗护理费

用的１３位道德模范，文明办为每人办理一张农
行借记卡，每月往卡上转 ２０００元，直至转完
为止。

奏响道德强音，激发道德热情， “学习崇

尚善待道德模范”热潮涌动。百万元奖励帮扶

资金在全市上下影响深远，反响强烈。雪中送

炭的爱心帮扶，使模范们在解压释重的同时，

激发出无穷的道德热情，增强了引领道德风尚

的责任感、使命感，鞭策着他们以道德模范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践行美德，力行善举，奉

献爱心，传播文明，真正成为 “立得住、站得

稳、叫得响、传得远”的好人榜样。在干部群

众中大力倡树起 “做好人光荣，当模范高尚”、

“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更多的人从认识

上的 “应该做好人”转化为行动上的 “争着做

好人”。这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强大的道德力

量为晋城的经济社会建设、转型跨越发展提供

了坚强的思想保证、永续的精神动力。

（山西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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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是实
施 “十二五”规划的起步之年。内蒙古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中央文明办和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的总体安排和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和自治区党委八届十三次全委会议精神，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

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

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紧

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这一主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

个根本，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着力营造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的浓厚氛围，着力营造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的浓厚氛围，为全区 “十

二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有力的

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一、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卓有成效，全

社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升

２０１１年，中央文明办开展了全国第三届
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工作，这项工作从 ３月
开始，９月结束。经群众推荐、资格评审、媒
体公示和组委会讨论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文

明办向中央文明办上报了１０名候选人和３００

名参加全国评选工作的 “公众代表”。本次评

选表彰活动，全国共评选出 ５４名道德模范，
内蒙古自治区有 ２名入选。在评选表彰过程
中，不断加大对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力

度，协调自治区电台电视台制作、上报了内

蒙古自治区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１０位候选人
的广播节目和电视专题片，安排中央电视台

为自治区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丁新民、朱清

章制作电视专题片。在自治区主要新闻媒体

开设专栏，每月１期，每期刊播２名道德模范
的先进事迹，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道德

模范先进事迹的热潮。组织１４名曲艺工作者
赴基层开展了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活动，

近３万多名干部群众观看了演出，引起强烈
反响。编印了 《全区第二届道德模范报告文

学集》。在鄂尔多斯市举办了中央文明办主办

的 “道德的传承———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６位全国
道德模范和鄂尔多斯市近百名道德模范与入

选中国 “身边好人榜”的好人进行了现场交

流。协调、指导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开

展了诚信公益广告制作刊播活动，共在内蒙

古新闻网、商报、晨报、北方新报等媒体刊

播５２期，在首府街头大屏幕刊播２８６期，产
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中宣部、国家商务部

等有关部来函、来电给予了肯定。在春节前

期间代部领导给自治区的全国、全区道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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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寄送了贺卡，以不同形式走访慰问了２６位
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给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在包头市召开了全区 “关爱道德模范”座谈

会，中央文明办领导出席了会议，并看望了

包头市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朱清章，送去了

帮扶资金。通过这些活动，深入宣传了社会

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营造了学习道德模范、

关爱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良好氛围。

二、 “讲文明树新风”和志愿服务活

动广泛深入，文明内蒙古的形象得到充分

展示

召开全国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视讯

会议内蒙古分场会议，制定下发了举办全区庆

祝建党９０周年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方案。组织开
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讲文明树新风”礼仪知

识电视竞赛活动，采取层层选拔的方式，动员

群众广泛参与，全区１０１个旗县市区、十四盟
市都组织了代表队，形成了自下而上，全民踊

跃的局面，广泛普及了党的有关知识和文明礼

仪知识，在全社会倡导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知荣辱、重礼仪、讲文明的良好风尚，为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了喜庆热烈、文明和谐的
社会氛围。编印了 《文明礼仪手册》。召开了

全国创建文明网站视讯会议内蒙古分场会议，

制订下发了 《关于在全区广泛开展创建 “文明

网站”活动的实施方案》，部署了全区创建文

明网站的活动。

召开了自治区志愿服务工作协调小组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了有关工作。在全国文明城市

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举办了 “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指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先进城市通辽市和满洲里市举办了启动仪式。

下发了 《关于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的通知，全面部署了全区的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协调自治区团委举办了 “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２０１１年出征仪式。指导包
头市、鄂尔多斯市对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

目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自查，给中央文明办上

报了督查报告。组织开展了全区中央文明网百

名优秀者愿者评选活动，报送了１０名人选，有
３人荣获称号，同时评选表彰了全区１０个志愿
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和２个先进集体。布置了全
区在元旦、春节期间以 “红红火火过大年”为

主题的志愿服务有关工作。

在每个民俗节日前都下发专门文件，布置

全区 “我们的节日”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在

自治区新闻网站开办了 “我们的节日·春节”

专题讲座，在呼市玉泉区举办了隆重的 “我们

的节日”中秋节主题活动，着力营造民俗节日

氛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三、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为宗旨，

深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创建活动

“以会促创”战略取得重大进展。“以会促

创”是自治区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具体方

法，已连续成功实施十几届，得到了中央文明

办领导的高度评价。２０１１年，先后在呼伦贝尔
市召开了中央文明办主办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自治区 “以会促

创”经验，标志着自治区 “以会促创”的成功

实践走向全国。在鄂尔多斯市举办了全区第四

次新农村新牧区精神文明现场经验交流会，充

分展示了鄂尔多斯市新农村新牧区精神文明建

设成果，促进了鄂尔多斯市统筹城乡、以城带

乡、以创惠民、构建 “千里国道文明线”良好

格局的形成。在阿拉善盟举办了全区第七次精

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全区把迎会和创建

文明城镇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

“以会促创”内涵，提升了全区创建文明城镇

水平。

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成果

显著。一是开展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的测评和复查推荐工作。根据测评结

果，向中央文明办推荐鄂尔多斯市为全国文明

城市，推荐通辽市、赤峰市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资格城市，推荐全国文明村镇２４个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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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旗县城 ５个，全国文明嘎查村镇 １９
个），推荐全国文明单位４５个，被中央文明委
正式认定并隆重表彰。对自治区现有全国文明

城市包头市和满洲里市，３个全国文明县城和
１５个文明村镇以及２００８年表彰的３４个全国文
明单位进行了复查，向中央文明委提出了建议

继续予以保持荣誉称号或取消其荣誉称号的建

议，得到中央文明委的批准。

二是开展全区文明城市 （区）、文明旗县

城、文明单位、文明单位标兵的评选表彰和测

评复查工作。经测评复查，在第七次全区精神

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表彰了第二批全区文明

城市 （区）７个，第二批全区文明旗县城５个，
第六批全区文明单位标兵９４个，文明单位２００
个。同时，复查认定第一批全区文明城市

（区）３个，文明旗县城６个，全区文明单位标
兵２６２个、全区文明单位１１０７个。

三是开展全区第二批 “百佳十星级文明

户”和 “百佳文明农牧民”评选活动。通过

层层评比、选拔、推荐，评选出 １００户 “全

区百佳十星级文明户”和１２０名 “全区百佳

农牧民”，并在全区第四次新农村新牧区精神

文明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予以表彰，树立

了农村牧区道德建设的先进典型，对引导广

大农牧民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形成文

明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在全区１６个行业中开展 “文明杯”规范

化服务竞赛活动，评选出 ２１０个全区 “百佳

文明服务单位”和２１０名 “百佳文明服务标

兵”，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区的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示范网络。

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

办了一批作用大影响大的好事实事

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

活动。组织开展了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和优

秀童谣传唱活动，向中央文明办报送了全区７５
个优秀童谣展播传唱节目。在全区范围组织开

展了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选拔优秀节目参

加了 “童心向党”全国歌曲汇演。组织广大未

成年人积极参与 “网上祭英烈”活动、“向国

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活

动，激发爱党爱国情感。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

动、中小学生科技知识竞赛和科普征文活动、

中小学书画大赛等项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未成

年人校外课外文化生活。

继续强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积极开展各

项专项治理行动，协调自治区１５个部门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为期１个月的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
专项整治行动，坚决取缔了学校周边２００米以
内开设的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性场所，

查缴了一批内容不健康的书籍以及格调低下的

非法出版物。表彰了７０名 “五老”网吧优秀

义务监督员。完成 《关于我区净化社会文化环

境工作的调查与思考》调研报告，为进一步加

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提供了决策

依据。

积极推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阵地建设。组

织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自治区３２所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牧

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结合自治区实际，以通

辽市开鲁县和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为试点，按

照有场地、有人员、有活动、有电脑的标准，

自主建设一批乡村学校少年宫，积极探索具有

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建设模式。

精心组织开展少年儿童文化艺术活动。成

功举办内蒙古首届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为展

示全区中小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多

彩多姿的校园文化生活搭建了有效平台。制作

了４１集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专
题片，在内蒙古电视台少儿频道开办 《健健康

康长大》栏目，全年播出５２期。在全国优秀
童谣评选活动中，自治区选送的 《过大年紈姥

姥》荣获全国优秀童谣三等奖。自治区推荐的

美德少年潘明龙荣获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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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查信息工作深入扎实，为领导

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按部里统一

安排，在上半年组织两个调研组就全区公民道

德建设情况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情况展开

了调研，形成了 《关于我区公民道德建设情况

的调研报告》和 《关于内蒙古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二是开展专题调研。

组织自治区文明办各处室主要负责人及部分盟

市文明办负责人赴上海、江苏、湖北三省市考

察调研，学习了解了三省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形成了 《关于赴上海、江

苏、湖北三省市学习考察有关情况的报告》和

其他专题报告。三是落实调研任务。安排部署

了中央文明办来自治区开展的关于农村牧区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事宜。四是加强信息工

作。全年编发、上报 《精神文明建设信息专

报》３６期９７条，在中央文明网和内蒙古新闻
网刊发反映我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报道和信

息、图片１００多条。

六、切实加强机制和制度建设，开展

培训活动，落实惠民工作

制定了 《自治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十二

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完善我区加强新形势

下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全区文明村镇 （苏木嘎查） “十个一”基本

标准》、《全区文明单位测评标准》、《全区文明

城区测评体系》、 《全区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等法规文件，推动各项创建工作
不断走向正规。选派了３期学员共２０多人参加
了中央文明办举办的培训班，在全区宣传部长

培训班上进行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辅

导，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干部的素质。落实中央

宣传部、文明办等６部委 “绿色电脑进西部”

活动，将中央赠送自治区的５０００台电脑全部按
规定分配到基层，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隆

重举办了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内蒙古自治

区赠送仪式，营造了浓厚的受赠氛围。

特色活动

呼和浩特市举办 “感动呼和浩特”事

迹报告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９月１５日，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举办的 “感动呼和浩特”事迹

报告会连续在全市各旗县区及委办局、行业单

位进行了巡回报告。报告会历时一个月，共举

行２０余场，直接受众２万余人。报告会产生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在

首府掀起了一股学习道德模范、践行公民道德

的热潮。

本次报告会覆盖广泛影响深远。报告团将

报告会送到了机关、学校、社区和部队，努力

扩大活动影响面，使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

高品德更好地走进群众心中。在机关，工作人

员与道德模范产生共鸣。在社区，道德模范的

事迹让现场群众热泪盈眶。在军营，官兵以热

烈的掌声欢迎报告团的到来。在学校，师生们

以座谈的形式与道德模范亲切交流，气氛热

烈。在行业，聆听报告会后，通过组织专题学

习、开展讨论、图片展览等形式，广泛宣传道

德模范先进事迹，激励职工积极参与道德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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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会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络媒体

舆论宣传作用，在全市广大群众中加强对道德

模范的先进事迹的宣传学习。内蒙古日报、北

方新报、呼和浩特日报、呼和浩特晚报、呼和

浩特电台、电视台、中华网、呼和浩特新闻网

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巡讲活动，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道德模范

风采，使模范事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营造

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巴彦淖尔市开展 “感动巴彦淖尔人

物”评选活动

为了弘扬社会美德，彰显道德力量，展现

巴彦淖尔人民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２０１１年４
月１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广电局、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巴彦淖尔电视台

共同开展了首届 “感动巴彦淖尔人物”评选

活动。

本次活动的评选标准为：积极参与巴彦淖

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巴彦淖尔或非巴彦淖

尔籍人士，事迹真实突出，感人肺腑，能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使广大群众产生共鸣，积极倡

导和谐时代精神风貌。推荐参评人物不受职业

年龄限制。评选条件：一是在对巴彦淖尔市的

经济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

会事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稳固等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是重大项目的主要贡献者；

二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模范遵守公民

基本道德规范；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敬老爱幼等方面表现突出；

三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

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群众认可度高的巴彦淖尔

籍和非巴彦淖尔籍人士。

首届 “感动巴彦淖尔人物”评选活动共评

选出１５名 “感动巴彦淖尔人物”和１个感动
巴彦淖尔优秀集体。颁奖晚会通过荧幕短片介

绍和现场采访，展现了每一位感动人物的平凡

而又真诚的感人经历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以小

见大，以情动人，用他们感人肺腑的事迹感动

现场观众，用他们的行为和事迹引领了社会正

义力量，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 “感动巴彦淖

尔人物”评选活动把宣传教育贯穿始终，把评

选过程变成了宣传典型、教育群众、树立典型

的过程，变成了一个提高全市人民素质的过

程，使爱国爱民、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

爱亲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极

大的弘扬。

探索创新

包头市成立道德志愿服务协会推动道

德建设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践行

中华美德，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强力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２０１１
年３月，包头市道德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目
前注册志愿者２００多人。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弘

扬传统文化，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为宗旨的志愿

服务组织。协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落实 《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普及公民道德知识，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协会成立以来，开展了系列 “弘扬传统文

化、提升公民道德”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积极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进社区”、 “进家庭”、

“进学校”、“进企业”、“进心灵”，实施一系

列教育实践活动，规范个人文明礼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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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

收到了良好效果。

夯实基础，形成浓厚学习氛围。开展 “读

书养德”活动，诵读中华经典，培养市民

“孝”、“悌”、 “谨”、 “信”、 “仁”、 “爱”、

“学”等传统美德和基本伦理，奠定文明传承

的基础工程。累计发放传统文化图书２万余册，
光碟 ５０００盘，要求参学市民通过诵读 《论

语》、《道德经》等经典篇章，吸收古圣先贤在

修身处事、理政亲民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正

确处理和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

关系；通过诵读 《弟子规》、《论语》等传统经

典，切实做到善待自己、善待自然、善待社

会，自觉养成 “明礼、诚信、仁爱、守德”的

道德行为。要求参学的青少年儿童通过诵读

《弟子规》、《三字经》等优秀篇目，规范礼仪

行为，养成文明习惯。通过诵读经典、听取讲

座、观看光碟等形式，自觉与美德为友，与文

明同行。

建设载体，开展 “五进”活动。 “进社

区”，指导社区围绕孝贤、感恩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开辟宣传栏，绘

制文化墙，把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送到居民群

众的家门口。“进家庭”，组织开展 “天年”行

动，关爱空巢老人，给家庭送光碟送书，推动

家庭美德教育。“进学校”，把学习传统文化纳

入各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文化建设活动计划，

列为校本课程。“进企业”，组织 “传统文化巡

回宣讲团”到单位企业进行现场宣讲，引导企

业精心锤炼企业文化。“进头脑”，每周六举行

学习传统文化经验分享会，交流学习方法和心

得，改进学习效果，注重融会贯通。举办以

“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公民道德”为主题的公

益论坛。邀请国学老师、学者不定期来协会讲

学，全年开办３次论坛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社
会效果。

坚持笃行，确保学与行、言与行的一致、

融合。坚持每周学习两次传统文化，积极引导

广大青少年儿童参与道德实践。开展 “手拉

手”传帮带活动，在家长孩子、单位同事、社

区邻里之间组织互帮互动，相互带动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开展

“敬老、爱老、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为空巢

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急救助、法

律援助等服务。开展扶危济困、捐资助学系列

活动。先后救助白血病学生王军旺、薛慧楠，

捐款２７万元，在昆区黄河西路街道救助２０位
贫困母亲、２０位贫困学生，为１００名贫困母亲
体检。深化 “从我做起、美化家园”开展拾

荒、植树等环保活动，提升城区品位，美化城

市环境。

呼伦贝尔市织就 “七网”惠牧民

２０１１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据牧区地域
广阔、居住分散的特点，用 “网络化”的方式

将各种技术服务和信息、党和国家政策送到牧

民家中，改变以往阵地服务的方式，采用点对

点服务方式，节约了成本和时间，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用７个服务网络来向广大牧民提供与
他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技术、信息和

安全保障服务，从而使他们获得帮助，受到教

育，得到提高。

一年来，“七网连牧户”精神文明建设工

程使牧民生活发生了变化，得到了实惠，受到

了牧民的普遍欢迎，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和部门

参与进来。

鼓钱袋，科普网络连牧户。牧区最缺的是

科技滋润，牧民最需要的是科普知识。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通过组织２次以上的科技下乡，
开展 “科技宣传周”、“科技大篷车”、科技大

讲堂、“入户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加强科普

培训，广泛宣传科技知识，及时把科技知识、

生态保护知识、市场信息送到牧民家里。

强筋骨，保健网络连牧户。通过农村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新农合制度，牧区医疗卫

生保障水平明显提高。２０１１年，鄂温克旗人均
新农合筹资标准为每人３０１元，新左旗、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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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陈旗为每人２９５元，分别比国家、自治区
要求多７１元和６５元。鄂温克旗政府出资开展
了重大疾病救治试点，牧业四旗全部实施了新

农合门诊统筹，扩大了参合牧民患者受益面，

不断提高参合患者住院报销比例，２０１１年，４
个旗住院报销政策补偿比均达到７０％以上，住
院实际补偿比近５０％。牧业４旗２０１１新牧合
报销封顶线提高到６万元，高于当地人均收入
的６倍。

转观念，宣教网络连牧户。利用村 （嘎

查）综合性活动室，采取 “专家学者 ＋领导干
部＋牧民群众”的形式，定期举办文明讲堂，
使牧民群众广泛接受教育。在文明讲堂上，党

校老师运用身边大量的生动案例，深入浅出地

引导广大牧民讲道德、讲正气、讲文明；百余

名道德模范人物，以事迹报告的形式，用朴实

的话语，真实的事例，使大家学有目标、赶有

榜样；组织了６０名嘎查书记、党员致富带头人
组成百万牧民创业先导团，用身边的典型激励

人、启发人，调动了广大牧民创业的积极性；

提高了广大牧民的法制观念。两年来，共举办

文明讲堂百余场，培训牧民５万余人次。
定心丸，保障网络连牧户。组织各部门出

台沙地生态移民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危房

改造工程、整村移民以及禁牧休牧、退牧还

草、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扶贫资金等各项政策，形成合力，统筹解决

“进城牧民”住房问题。目前，各牧业旗根据

资金情况及牧民需求，纷纷建起了牧民定居

楼、蒙古大营等灵活多样的保障性住房，受到

牧民的普遍欢迎。

搭桥梁，信息网络连牧户。建立面向牧民

的公共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嘎查事务综合管理

系统，促进基层牧区管理信息化水平和社会服

务事业快速发展。加大牧民上网培训力度，提

高牧民使用计算机和利用网络知识的能力；建

立牧民上网培训点，实现所有苏木镇均有一处

牧民上网培训基地。

保平安，治安网络连牧户。以军警民联防

为框架，以群防群治为主体，建立了 “蒙古包

为哨所，牧民为哨兵”的具有北部边疆牧区特

色的军警民联防联控的防范机制，充分发挥

“草原１１０”的作用，建设保卫边疆，构筑平安
和谐的网络。边境周边的牧民利用互联网和

“草原１１０”组成的报警平台不受移动电话的信
号限制，随时可向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报告治

安情况和呼出求援信息。

富脑袋，文化网络连牧户。乌兰牧骑发挥

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的作用，贴近牧民，

创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深入基层

牧点上演出。整合全市调频台资源，实现全市

牧区全覆盖，将牧民喜爱的节目送到每一个边

远的牧点，丰富牧民的文化生活。

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市已建成８个蒙汉两
种文字的服务网站，１５个不同规模的农牧民信
息服务中心，３０５个远程教育网络站点，２９１个
科技信息培训网点，覆盖全部乡镇 （苏木），

近８０万农牧民从中受惠。同时，呼伦贝尔市还
开通蒙语调频广播，翻译蒙文学习资料，解决

了少数民族群众文字语言不通的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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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概况综述

一年来，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中

央和省委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和

要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努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环境，

为辽宁省 “十二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提供

了有力支持。

一、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

２０１３年，辽宁省将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
省委书记王珉同志亲自倡导 “迎全运、爱家

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旨在调动

和激发全民支持全运、参与全运、奉献全运

的积极性和热情，推动形成全民热迎全运的

良好社会氛围。４月 ７日，辽宁省召开全省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全民动员电视电话会议，王珉同志发表重

要讲话。按照活动方案部署，全年重点组织

开展６项活动。一是开展宣讲活动，组织省
内１８名专家学者成立全省 “迎全运、知荣

耻、明礼仪”宣讲团，深入各市和县区、有

关行业开展宣讲活动 ５８场次，普及礼仪常
识、全运知识，倡导文明风尚。指导各市建

立健全市、县 （区）、社区 “三级文明礼仪宣

讲”网络，受众近百万人。二是开展网上大

讨论活动，依托东北新闻网、北国网、辽宁

文明网等省内重点网站，推出专题互动网页，

在网站首页和新闻中心首页醒目位置发布

《迎接十二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人》倡议

书，全年共计有 １１０余万人次参与网上讨论
活动。三是开展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征集平面类、广播类、

影视类公益广告作品７０件，精选２５件纳入优
秀作品库管理。四是开展学习先进典型活动，

在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基础上，

推荐评选１７７位 “全省迎全运文明使者”。五

是开展公民公共文明行为准则征集活动，共

征集 “规范公民公共行为，展示文明辽宁形

象”各类意见建议 １７００余条。六是在全省
２０００余家全国、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开
展迎全运、讲责任、做表率、比奉献 “八个

一”活动，做到至少组织一次 “迎全运、爱

家乡、建辽宁”宣传活动、举办一次全运知

识讲座、开展一次文明礼仪宣讲、组织一次

“迎接十二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人”网上大

讨论、组建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一次

群众体育运动会、认养一块城市绿地、组建

一支文明交通劝导员队伍。通过广泛开展各

项活动，推动形成全民喜迎全运的良好社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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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创建工作扎实推进

坚持利民惠民宗旨，不断深化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全年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推荐参评工作，按照中央文明

办要求，指导大连市通过复查三届蝉联全国

文明城市。协调省城调队对沈阳、鞍山、营

口、辽阳、铁岭５个城市认真开展测评工作。
沈阳、鞍山、营口、铁岭４个城市进入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资格。全省共有２３个村镇获全国
文明村镇、５０个单位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评选表彰全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依据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制定

《全省文明城市 （城区、县城）考核测评细

则》。组织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

等２２个省文明委成员单位组成 ２７人的测评
组，采取材料审核、实地考察、民意调查、

听取汇报、整体观察５种方式，从２５４个方面
对全省 ２６个市县 （区）创建活动进行了测

评。指导各市县 （区）结合测评情况，及时

整改问题、弥补不足、提升档次。制订印发

测评细则和工作方案，组织各市文明办，采

取听取汇报、材料审核、实地考察、问卷调

查、整体观察 ５种方式，对所辖的建成区进
行公共文明指数千分制量化考核。

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富有成效

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

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精神，制定下发辽宁省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对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

思路、目标任务作出全面安排和部署。省文

明办组织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

议，出版 《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典型

经验汇编》。深入推进城乡共建工作，组织各

市和涉农县市区召开现场会，推广本溪市城

乡共建广角度、全覆盖、服务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引领文明乡风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深

化 “农村道德信贷”工程，总结推广辽阳市

“十星级文明联合体”创建活动和大连市 “双

十”道德信贷工程。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

总结锦州试点工作经验。深入开展农村文明

乡风活动，总结推广营口市开展 “美德新风

六进农家”、“百姓评议身边热心人”、“健康

生活新风进万家”等活动经验，取得较好

效果。

四、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学习宣传活动

深入人心

积极组织参加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辽宁省郭明义、邵春亮２名同志当选全国
道德模范，７名同志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认真组织省第四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召

开全省表彰大会，表彰全省道德模范２２名，提
名奖２４名，表彰全省未成年人道德小模范３０
名。大力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在 《人

民日报》一版发表 《创新力行———辽宁公民道

德建设综观》文章，在 《人民日报》、《辽宁日

报》刊发 《天山脚下桃李情浓———邵春亮赴新

疆千里家访侧记》，人民网、新华网等近 ２００
家网站突出转载。

五、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效果显著

深入开展 “万名模范进校园”活动。结合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主题宣传，在２０１１年 “千名
模范进大学校园”基础上，在全省开展 “万名

模范进校园”活动，把活动拓展延伸至全省中

小学校，组织全省万名先进模范人物走进校

园，对广大青少年加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

育。指导沈阳、大连、鞍山、锦州、营口、盘

锦、葫芦岛等市举行启动仪式，实现模范与学

校结对子８０００余对，全年累计开展进校园作报
告、适时互动等活动近２万场 （次）。开展社

会志愿服务活动，按照中央文明办等８部委要
求，指导大连市、沈阳市举办了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加强乡村学校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辽宁省共获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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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４所，获资助资金
８５０万元。组织参与全国优秀童谣征集活动，
经过推荐报道、网上投票、评委评审流程，辽

宁省选送的 《找北京》、《小水滴》２件优秀作
品分别获得优秀童谣创作二、三等奖。组织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工作，对接受复查的

大连市及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沈阳、鞍山、营

口、铁岭、辽阳５个城市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进行了测评，向中央推荐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１个先进市、６个先进单位、３
个先进个人。

六、学习雷锋、学习郭明义活动蓬勃

开展

形成全省学雷锋活动情况总结及建议，推

出抚顺供电公司坚持用雷锋精神做强企业的经

验，先后在中央文明办举办的两期全国文明办

主任培训班上介绍经验。召开全省学雷锋活动

经验交流会，抚顺、营口２个市及鞍钢郭明义
爱心团队等９个单位在会上交流经验，聘请郭
明义同志为抚顺雷锋纪念馆名誉馆长。

特色活动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全面启动

２０１３年，辽宁省将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
为迎接此次盛会，按照全省 “迎全运、爱家

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总体安排部

署，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领域宽泛、密

切联系群众、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以 “迎

全运、知荣耻、明礼仪”宣讲等６项活动为主
要载体，着力推动形成人人支持全运、参与全

运、奉献全运的浓厚社会氛围。

广泛开展 “迎全运、知荣耻、明礼仪”宣

讲活动。组织张思宁、王俊霞等１８名省内知名
礼仪专家学者，成立全省 “迎全运、知荣耻、

明礼仪”宣讲团，深入各市和县区、有关行业

开展宣讲活动５８场次，受众近６０万人，有力
倡导了文明风尚，普及了礼仪常识、全运知

识。组织各市建立健全市、县区、社区 “三级

文明礼仪宣讲”网络，推动文明礼仪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

广泛组织开展 “迎全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

人”百万公民网上大讨论活动。依托东北新闻

网、北国网、辽宁文明网，发布 “迎接十二

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人”倡议书。精心设计

制作专题网页，加强信息发布管理，组织动员

广大网民积极参加讨论活动，截至１１月末，浏
览量达到１１１０５４０人次，留言量达１０６９５８１人
次，全面完成年初预定的 １００万人次的目标。
广大网民通过参与讨论，纷纷表达了祈盼全

运、参与全运、奉献全运的心声，并对筹备好

第十二届全运会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建议。

广泛开展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公

益广告征集活动。为展示全省人民健康向上的

良好精神风貌，积极营造 “迎全运、爱家乡、

建辽宁”的浓厚社会氛围，面向全省开展了公

益广告征集活动，共征集平面类、广播类、影

视类公益广告作品７０幅。设立全省 “迎全运、

爱家乡、建辽宁”公益广告作品库，将 ２５件
优秀作品纳入作品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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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 “迎全运文明使者示范”工程。

立足群众评、评群众、群众学、学群众，发动

广大公民积极推荐身边好人１７７位，作为全省
“迎全运文明使者”。宣传他们的事迹，弘扬他

们的精神，以这些文明使者为代表，组织动员

广大公民积极参与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

宁”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来。

广泛开展 “公民公共文明行为准则”征集

活动。为规范公民公共行为，展示文明形象，

在全省组织开展了 “公民公共文明行为准则”

征集活动，共征集各类意见建议１７００余条目。
委托专家学者认真整理，深入研究，积极推进

“公民公共文明行为准则”内容的科学确定。

深入开展 “迎全运、讲责任、做表率、比

奉献”活动。组织动员全省 ２０００余家全国、
全省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以开展１次 “迎全

运、爱家乡、建辽宁”宣传活动、举办１次全
运知识讲座、开展１次文明礼仪宣讲、组织１
次 “迎接十二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人”网上

大讨论、组建１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１次
群众体育运动会、认养１块城市绿地、组建１
支文明交通劝导员队伍等 “八个一”为主要内

容，积极参与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推动活动落到了实处、取得

了实效。

学习雷锋、学习郭明义活动扎实开展

辽宁省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始终把提

高公民道德水平作为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

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始终紧紧抓住学雷锋活动

不放松，注重培养树立以 “当代雷锋”郭明义

为代表道德建设模范典型，有力提升公民道德

素质，有效引领社会风尚。

培养树立以郭明义为代表的道德模范群

体。以培养树立先进典型为主要抓手，大力弘

扬雷锋精神，努力赋予雷锋精神以新的时代特

征，使雷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郭明义在平凡

普通岗位上坚持３０多年如一日学雷锋，助人为

乐，无私奉献，省委、省文明委多次授予他全

省学雷锋先进个人、学雷锋标兵和道德模范等

称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积极向中宣部推荐

郭明义事迹，郭明义被列为全国重大典型进行

宣传，被誉为 “雷锋传人”、“当代雷锋”。同

时注重培养宣传各类道德典型，目前全省已拥

有超过万人的学雷锋先进群体和各类道德模

范，成为引领全省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创新典型宣传的新领域、新途径。在新形

势下，媒体受众分化，新媒体影响深刻，必须

让先进典型占领网络这个重要阵地。辽宁省率

先创新利用新兴宣传媒介微博进行典型宣传，

郭明义新浪微博在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５日开通后，
受到网民热捧。开通仅３个月， “粉丝”就超
过１００万人。请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一起在北
京召开郭明义微博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和指导，确保郭明义微博进展顺利，持续升

温。截至 ２０１１年年底，郭明义微博 “粉丝”

已近６００万人，排名第 ６５位，将很快进入前
５０名，这是新浪微博排名榜前１００名中唯一一
位全国道德模范。同时组织省内其他道德模范

开微博，形成１２０人的道德模范微博群。还利
用手机短信、彩铃等形式开展郭明义歌曲传唱

活动，开辟利用新媒体多渠道宣传典型的新

途径。

精心打造一批道德题材文化产品。话剧

《郭明义》，半年多时间全国巡演过百场，观众

超过２０万人次。剧组应邀走进中南海，胡锦
涛、李长春、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共同观看并给

予高度评价。电影 《郭明义》，荣膺第１４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奖，市场票房超

过６０００万元。以５个版本推出电影 《郭明义》

主题歌曲 《把幸福给你》，网民点击率达２亿
多次。组织出版 《当代雷锋郭明义》系列图书

和 《马克思的故事》等，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提供健康有益的道德读物。推出农家书屋

“金色年华”工程，为农家书屋所配备图书

１５００种中，思想道德建设类图书占总量２０％。
健康丰富的文化产品，寓教于乐，陶冶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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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情操。

注重发挥新闻媒体力量引领道德风尚。针

对当前人们对道德领域诸多问题的模糊认识，

指导辽宁日报开展 “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判断”

专题策划，集中推出９期２０个整版，对当今中
国主流道德状况进行辨析与评判，在全社会引

起强烈反响。中央领导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

志给予充分肯定。东北新闻网策划开展 “道德

高地，我们ｈｏｌｄ住”大讨论，网民点击率超过
１００万人次。在省属媒体开设 “道德力量”专

栏，把镜头瞄准基层，聚焦百姓，集中宣传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身边好人的善行义举，有

力引领社会风尚。

探索创新

“迎全运、讲责任、做表率、比奉献”

活动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迎全运、爱

家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安排

和部署，为充分发挥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示

范表率作用，进一步提高创建活动水平，组织

动员省内２０００余家全国、省级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广泛开展迎全运、讲责任、做表率、比奉

献 “八个一”活动。

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大力宣传开展 “迎

全运、爱家乡、建辽宁”活动的重要意义、主

要内容和根本要求。通过演讲、征文、歌咏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干部群众参与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利用宣传栏、阅报

栏、电子显示屏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制作悬挂一批 “迎全运、爱家乡、建

辽宁”宣传条幅。推动有条件的村镇、单位制

作设立一批 “迎全运、爱家乡、建辽宁”大型

宣传标识，不断扩大宣传教育的影响力。

开展全运知识全员普及活动。每个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至少举办１次全运知识讲座，深
刻阐释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意义，科学普及体育知识、文明观赛

常识，详细介绍第十二届全运会赛事设置及场

馆建设等方面的专门信息，大力宣传辽宁省体

育强省建设的辉煌成就，不断激发广大干部群

众的自豪感、荣誉感，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全

运、支持全运、奉献全运。

开展文明礼仪宣传普及活动。通过邀请专

家学者、组建文明礼仪宣讲团等形式，广泛开

展 “迎全运、知荣耻、明礼仪”专题宣讲活

动，大力普及社会礼仪、生活礼仪、涉外礼仪

和赛场礼仪，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礼

仪、践行礼仪，把文明礼仪的要求转化为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的自觉行为。

积极参与 “迎接十二运，争做文明有礼辽

宁人”网上大讨论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参与 “迎接十二运，争做文明有礼辽宁人”

网上大讨论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省公民文明素

质。文明村镇居民参与率达到５０％以上，文明
单位干部职工参与率达到 ９０％以上。通过座
谈、研讨等形式，形成一批大讨论活动成果，

为迎接十二运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迎全运志愿服务活动。广泛普及 “奉

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大力弘

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引导干部群众关注、支持、参与全运会志愿服

务。引导各文明单位从本地本单位实际出发，

至少组建１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年内开展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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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风尚、整治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秩序以及

文化、卫生、环保等志愿服务活动达４次以上，
取得较好效果。

开展群众业余文体活动。健全完善体育文

化设施，不断满足群众健身娱乐的需求。广泛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文化

活动，大力丰富群众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有

条件的文明单位还充分发挥优势，帮助所在的

社区广泛开展居民趣味运动会、居民广场晚

会、歌咏比赛等活动，做到资源共享，活动共

建，树立起文明单位良好社会形象。

开展绿化美化环境活动。广泛开展全民植

绿护绿活动，动员干部群众积极绿化村庄、绿

化庭院，美化办公环境。在 “五一”国际劳动

节前，对卫生死角进行了集中清理，全力打造

干净整洁的村镇、单位环境。有条件的村镇、

单位以此为契机完善亮化设施，消除设施损毁

现象，提高亮化水平。各文明单位需认养１块
城市绿地，配合管理部门搞好城市绿化的建设

和管理。

开展文明交通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文

明行车、文明乘车、文明行路宣传教育活动，

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文明出行。对出现１次重大
交通责任事故或出现１次被媒体曝光的交通违
章行为的村镇和单位，取消其荣誉称号。广泛

开展 “排队日”、“让座日”等活动，大力弘扬

排队、让座等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引导各文明

单位干部职工参与文明交通建设，组建１支文
明交通劝导员队伍，积极倡导文明风尚，定期

在主要交通路口对乱闯红灯、乱穿马路、乱停

乱放、乱翻栏杆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

开设道德模范实名微博

为落实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 〈决定〉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

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道德模范的社会影响，

２０１１年以来，辽宁省文明办积极探索创新道德
模范宣传的新领域、新途径，组织全省省级以

上道德模范以及各市道德模范在新浪开通个人

实名微博，宣传典型事迹，引领文明风尚。

道德模范是群众推选出来的身边榜样，在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集

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追求，集中反映了社

会进步的时代精神。他们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最有说服力、最有影响力的鲜活教材。开设道

德模范微博有助于深化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使

他们的先进事迹广泛传播、让他们的崇高精神

广为弘扬，转化成全社会道德建设的共同财富

和形成良好文明风尚的自觉行动。同时强化网

上正面宣传，用道德模范的言行进一步影响和

带动广大网民，壮大网上主流价值观的舆论

声势。

在新形势下，媒体受众分化，新媒体影响

深刻，必须让先进典型占领网络这个重要阵

地。辽宁省大胆实践利用微博进行典型宣传，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在新浪开设郭明义微博，截
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已发布微博３５９７条，粉丝数
近６００万，在新浪微博主名人榜中排名第６５。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组织全国道德模范武秀君和辽
宁省道德模范袁存泉、高玉贤、曹伟、徐文涛

开设微博。通过微博，传播爱心，传递幸福，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模范微博

的开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粉丝数均已

超过１５万。特别是高玉贤义救路人，曹伟通
过微博帮流浪汉找到亲人等都引起了媒体的广

泛关注和网友的好评。

在已开设的郭明义等６位道德模范微博基
础上，２０１２年２月初，省文明办开始组织全省
道德模范开通个人实名微博，在各市文明办的

积极努力和东北新闻网的配合下，目前已有

１２０名道德模范开通微博。同时利用手机短信、
彩铃等形式开展郭明义歌曲传唱活动，开辟利

用新媒体多渠道宣传典型的新途径。下一步将

继续组织更多的道德模范参与进来，进一步壮

大网上主流舆论，引领道德新风尚。

（辽宁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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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吉林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重点突
出、整体推进，先后在军 （警）民精神文明共

建、企业精神文明创建、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

公民文明素质、城乡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经

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吉林，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文明共建，兴省固边，军 （警）

民共建工作实现新突破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军民融合式发

展的战略思想和吉林省委、省政府 《关于实施

“强基富民固边”工程　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
展的意见》，推动全省军 （警）民共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活动深入持久开展，进一步调动和

凝聚广大军 （警）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促进

全省经济社会和国防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发

展、和谐发展。一是省文明办与省双拥办、省

军区政治部联合起草并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省军区政治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新形

势下深入开展军 （警）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活动的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开展军 （警）民共建工作做出了部署。这是吉

林省第一个指导军 （警）民共建活动的意见。

二是省文明办、省双拥办和省军区政治部总结

了９０个军 （警）民共建先进典型，编辑了

《文明共建 兴省固边———吉林军 （警）民共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经验汇编》，向全省各地和

驻吉各部队发放１万册。三是８月省文明办、
省双拥办、省军区政治部联合在延吉市召开了

全省军 （警）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现场经

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全省军 （警）民共建精

神文明活动经验，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军 （警）民共建工作。会上，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省文明委主任荀凤栖同志，省军区副

政委刘伯和少将先后对军 （警）民共建工作提

出了要求。中央文明办领导对此次会议的召开

高度重视，中央文明办调研组杨新贵组长出席

会议并讲话，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四

是组织了省直新闻单位对军 （警）民共建典型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并在省直各媒体连续

推出了军 （警）民共建精神文明系列报道，在

社会上营造了军 （警）民共建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志愿服务

工作迈出新步伐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加

强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扎实有效的志愿服务活动。一是以省

文明委的名义下发了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的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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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明确了指导思想、方

针原则、运行机制、领导体制等。二是总结了

近年来志愿服务涌现出的先进典型２１３个，并
编辑了 《光荣属于志愿者———吉林省志愿服务

风采录》，印制１万册，发放到全省各地志愿
者协会和志愿服务组织。三是成立了吉林省志

愿者协会。为进一步整合全省志愿服务资源，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社会化运行体制机制，形成

强大工作合力，１１月２５日，召开了吉林省志
愿者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中

央文明办为大会发来了贺信。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省文明委主任荀凤栖同志在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吉林省志愿者协会５４７个会员单位代
表参加会议。四是开展了志愿服务系列宣传活

动。组织省直各媒体开设专栏，集中时间宣传

以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一批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了关注志愿服

务、支持志愿服务、实践志愿服务的良好氛

围。五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落实全国推

进实施２０１１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下发了 《关于在全省继续开展

“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会同公安

部门组织万名志愿者开展 “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活动；同省交警总队联合下发了 《关于深

入开展 “文明交通进学校”系列活动的通知》，

组织全省中小学校开展文明交通教育，引导广

大中小学生遵守交通法规。开展关爱空巢老

人、帮扶残疾人、关爱农民工以及社区、农村

志愿服务活动。４月 １８日，在长春市举行了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启动仪式。在２０１１
年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了 “红红火火过大

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企业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

坚持围绕经济发展，服务吉林老工业基地

振兴，深入贯彻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全面总结近年来全省企

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宣传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切实推动全省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

设兴起新的热潮。一是７月，省文明办、省国资
委联合在松原市召开了吉林省企业精神文明建

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会上，吉林油田等介绍了典

型经验，３０多家企业进行了书面交流。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省文明委主任荀凤栖同志出席会

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吉林省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工作要求。二是编印了 《劳动者之光———吉林

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经验汇编》，发放到全省企

业。三是开展了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系列宣传。在

省直各媒体开设专栏，深入宣传一汽、吉林油田

等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做法、好经验。

四、树立典型，宣传模范，公民道德

建设取得新成效

深入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

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城乡群众思想

道德素质。一是精心组织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学习宣传。按照中央文明办的部署和要求，认

真做好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候选人

推荐、群众投票等工作，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

荐了１０名候选人，其中纪长秋同志荣获全国见
义勇为荣誉称号。二是组织吉林省的全国道德

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第二届吉

林省道德模范、吉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及各市 （州）、县 （市、区）的道德模范进行

“百场道德模范巡讲”活动，认真组织基层机

关单位、学校、社区、企业、农村乡镇、军

营，特别是各级文明单位，通过学习会、座谈

会、讨论会等，开展学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活

动，将评选推荐与学习先进结合起来，把道德

模范评选推荐过程作为宣传道德模范、了解道

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的过程，使广大群众在

参与中受到了教育。三是开展 “道德模范故事

汇”活动，组织各地创编优秀节目演出。其

中，辽源市创编了１２个节目，组成了一台晚会
演出，深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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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拓展，扎实推进，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迈上新台阶

扎实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认真做好我省全国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评比表彰的审核推荐工作，大

力宣传评选表彰活动的重要意义、评选标准，

及时报道了各地各部门开展创建活动的好经验

好做法。组织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学

习和宣传，加强了对各地创城工作指导。各地

争创踊跃，确立了鲜明的创城主题，采取了有

力的创城措施，创城工作赢得了社会和人民群

众的认同。长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经过

１６年的不懈努力，成为东北第一个获得全国文
明城市的省会城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制定了 《贯

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并以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对全省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部署。继续推进了文明

生态村创建、文明集市创建、城乡共建等活

动。继续在全省农村开展了村屯环境清洁工

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集中整治。

六、抓点带面，打牢基础，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打造新载体

贯彻落实全国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专

项会议精神，把 “乡村学校少年宫”作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新载体，

切实抓实抓好，保质保量地落实好中央文明办

和财政部在十二五期间对吉林省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的扶持工作。从年初开始，深入全

省９个市 （州）进行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专项督导检查。通过座谈会、实地踏查等方

式，把检查与调研相结合，边检查，边指导，

边落实，掌握了全省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的第一手资料。９月２９日，省文明办、省财政
厅、省教育厅在吉林市举办了乡村少年宫项目

建设吉林省启动仪式暨骨干人员培训班。

贯彻落实２００９年长沙会议和２０１０年全国
视讯工作会议精神，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持续

开展对互联网、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整

治，遏制不良信息传播。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主题活动。围绕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开
展优秀童谣征集传唱、“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网上签名寄语、文明小博客。

七、弘扬传统，丰富内涵，“我们的节

日”主题活动呈现新亮点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

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

统节日，精心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节日民

俗活动，下发了 《关于在春节、元宵节期间组

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通知》，组织

全省各地开展了向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拜年活

动、“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节

日文化惠民服务活动、节日文化娱乐活动等。清

明节期间，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纪念活动和 “绿

色清明、文明祭祀”活动。端午节期间，以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文化体育活动。

在中央文明办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申办

２０１２年 的 “我们的节日·春节———中华长歌

行”特别节目，使 《我们的节日———中华长歌

行》特别节目第一次走进关东大地，到吉林拍

摄录制春节节目，对于全面深入宣传推介吉林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反映吉林各族人民昂扬向

上、文明进步的精神风貌和边疆繁荣稳定、文

明和谐的美好生活，扩大、彰显吉林深厚的地

域历史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目前已完成我省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节目

进入了中央电视台后期制作阶段。

八、精心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宣传兴起新热潮

为进一步在全省上下营造关心、支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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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解决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冷热不均等问题，２０１２年年初，在全省
部署开展了 “营造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氛围”

活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各

级文明办广泛发动，积极协调，精心组织，狠

抓落实，迅速在全省城乡营造起了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各地在主要街道、公共

场所等设立了永久性的宣传牌、宣传栏。各公

共场所的电子屏幕都加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

容。省文明办组织设计制作了２万套精神文明
建设宣传画，发放到机关、学校、企业、商

场、社区、车站等，广泛张贴，形成了浓厚的

创建氛围。

（吉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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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为根本，突出抓好重点工程，着力探索工

作规律，创建 “三优”文明城市工程卓有成

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声势，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拓展延伸，“邻居节”和 “我们的

节日”主题文化活动乐民惠民，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影响广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巩固中提

高、在创新中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城乡整体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为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

根本，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广泛开展弘扬 “黑龙江优秀精神资源”活

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用坚定

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

操，引领干部群众创业干事谋发展。在龙江讲

坛开办公民素质建设系列讲座，广泛开展了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表彰和学习帮扶活动，

１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９人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有５０余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３００多人入围 “龙江好人榜”，近百万人次参与

网上评议活动。评选黑龙江省百名道德模范和

十佳道德模范。组织 “道德模范故事汇”巡

演、“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交流、为好

人圆梦活动，参与群众数万人，辐射数百余万

人。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和 “红红火火过

大年”、“端午情怀千人经典诵读”等 “我们的

节日”主题文化活动，组织群众性体育健身活

动、读书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开展 “百万志

愿者助邻里”活动，表彰百名 “好邻居”和近

百个 “邻居节”组织工作先进单位，促进了良

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二、创建 “三优”文明城市工程纵深

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制定实施 《黑龙江省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召开全省现场会、视频推进会、领导小

组会和新闻发布会，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落实。组织全民义务劳动，治理 “三土”，清

除 “白色垃圾”，开展街路两侧及小区建筑物

立面装饰改造。目前全省县级以上城市裸土

整治面积１１２０万平方米，文明工地达标率平
均为９６％。综合改造维修 １５００多条街路和
１６００多栋沿街建筑，１８个边镇实现了 “一街

一品、一楼一景”。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开展了春防、校车整治、客运隐患整治

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广泛开展文明交通

志愿服务活动，全省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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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分别下降了 １７１１％、
４８２５％和４０１％；加强公共场所秩序和沿街
市容整顿管理，拆除违章建筑 ２４万处，清
理乱贴乱画乱挂、违章设置牌匾广告 ３００万
余处。开展文明诚信市场评比，评选文明诚

信市场１０４处、文明诚信经营者５０６户。开展
“五型”（学习型、服务型、和谐型、廉洁型、

节约型）机关、“于雪梅式窗口”、“十行百家

巾帼文明岗”创建活动。开展 “创三优、强

素质、建美好家园”主题创建活动，配合省

人大做好 《黑龙江省文明单位建设条例》执

法检查，下发 《黑龙江省文明行业管理办

法》，全省涌现省级创建 “三优”文明城市工

程先进县 （社区、单位、街路、窗口）３２０
个、全国文明城市 （先进城市）５个、全国文
明单位 （先进单位）１６４个。特别是继大庆
市２００８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后，绥芬河市
在２０１１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实现了黑龙
江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探索创新，

助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

提高

下发 《黑龙江省贯彻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意见〉

的实施意见》和 《黑龙江省文明村镇建设管理

办法》，配合完成中央文明办专项督查，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力度不断加大。与省委宣传

部、省财政厅、省农委共同建设３５个高标准文
明示范村，形成了 “５５３４５”建设模式，示范
村综合机械化率达 ９０％，绿化率、道路硬化
率、垃圾处理率、新型能源利用率均达１００％，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３９０７元，村级固定资产总额
２２２亿元，货币资产总额 ２亿元，同比增长
６２３％、４７％和 ６１％。组织文明集市、经济
强村、场县共建和文明示范村创建专项调研和

省直媒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宣传活动，与

有关部门联合表彰 ３０００个诚信农家店、１０００
个洁净示范户。举办全省农民精品节目展演活

动，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

会，表彰一批文明户、文明集市、优秀文化广

场、文明社区和城乡共创先进单位。齐齐哈尔

市在中央文明办会议上介绍示范村建设的做

法，佳木斯市同江渔业村等作为全国文明乡风

建设重大典型在中央电视台宣传。全省涌现７
个全国文明县、３４个全国文明村镇 （先进村

镇）。

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拓展延伸，

“三结合”教育网络不断强化

深入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三年规

划，依据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

体系》，组织１３个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测评。大庆市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中名列第一。以净化网络、网吧、

荧屏声频、校园周边环境为重点，开展了净

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整治。免费开放９０个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实践活动，确定 １００个省级联系点，制
定管理办法，举办培训班，依托中国未成年

人网在３９所学校建立小记者站。建设３８个乡
村少年宫，组织科技项目培训。开展优秀童

谣征集活动，有５首童谣获全国优秀童谣奖。
组织童心向党和经典诵读活动。拓展 ９６３１１
心理健康服务热线的覆盖面，在部分市地建

立心理健康辅导站。

五、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影响广泛，社

会文明新风得到弘扬

贯彻省委省政府两办 《关于深入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的意见》，落实工作任务，理顺工

作关系，促进志愿服务规范化建设。开发志

愿服务网上注册系统，开通１０６２８００７志愿服
务短信平台，目前全省注册志愿者 １２５万人
（占城市建成区人口７７％以上），成立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 ２６７个，推动志愿服务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组织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农民工、关爱残疾人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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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志愿服务活动，配合中央文明办在哈尔滨、

大庆、伊春、绥芬河等市举行全国 “关爱农

民工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确定２５个社
区为全国志愿服务工作联系点，开展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２０１１年以来，全省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６３５项，志愿服务１５４６万
个小时。开展志愿服务公益广告创评、展播

活动，大力宣传 “奉献他人、提升自我”的

志愿服务理念。组织开展百名优秀志愿者、

百个优秀志愿服务队、百个优秀社区志愿服

务工作站、百个志愿服务品牌、百个优秀志

愿服务组织评选表彰活动，１３６万人次参与网
上推荐活动，有 ５人获得全国优秀志愿者称
号，５０人获得省优秀志愿者称号，志愿服务
新风得到进一步弘扬。

六、队伍和阵地建设不断加强，进一

步夯实工作基础

一年来，黑龙江文明网组织开展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道德感言征集、文明

缅怀等十几项网上创建活动，开设 “名博解读

文明城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等十几

项专题，开发文明单位网上申报系统、网上调

研系统、网上注册推荐系统等，网络阵地建设

拓展了创建工作空间，推动了工作创新，促进

创建活动开展。召开创建活动载体创新工作座

谈会和省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会第四届理事

代表大会，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组织全省

文明办系统和通讯员业务培训，推进学习型文

明办建设工作。

特色活动

创建 “三优”文明城市工程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把创建 “三优”文明城

市作为省委省政府十大重点工程之一，强化措

施，全力推进。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以优美环

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载体，来推动全省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主要特色是 “三优”

目标具体化，立足于多办实事，重在建设基础

设施、思想道德、体制机制。２０１１年是工程实
施的第三年，主要工作和成效是：加大环境建

设、改造、整治力度，进一步改善城市面貌。

集中开展了 “三土”治理 （城市裸露土、绿化

超高土、建筑残土）、垃圾治理、城镇园林绿

化、环境秩序综合整治等专项行动，开展街路

两侧及旧小区建筑物立面装饰改造，加强 “三

供两治”和路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县级以

上城市裸土治理达到１１２０万平方米，中心城市

主次干道、县城主要街路垃圾清运设施配备率

接近１００％；大中城市文明工地达标率为９６％；
１８个边境城镇形成了 “一街一品、一楼一景”

的城镇风貌。全省综合改造、维修街路 １５１１
条，是２０１０年的近１０倍，基本完成了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

努力打造畅通安全的交通环境。广泛开展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创建 “百个文明交通运输

企业、千个文明学校、万个文明交通驾驶人”

活动、文明交通进驾校 “五个一”活动、 “文

明过马路、礼让斑马线”活动。加大交通秩序

管理，严格整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先后组织

开展了春防、校车整治、 “两节两会”安保、

客运隐患整治、“百日会战”等一系列专项整

治行动，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数有三项实

现了同比下降，其中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

伤人数分别下降了６３％、６９％和１０３％。在
国省干道开展文明交通线创建活动，大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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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工程” （即 “公路养护规范工程”、“公

路环境整洁工程”、“公路服务优质工程”、“公

路文明行车工程”、“公路执法形象工程”），创

建公路沿线、旅游区沿线环境文明风景线。广

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倡导良好社会风

尚。开展 “迎、讲、树”、我们的节日、邻居

节、志愿服务等活动，普及礼仪知识，弘扬传

统文化，倡导社会文明风尚，建立和谐人际关

系。逐步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共享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中提高道德素质、养成文明习惯、懂得科学

生活。金色田野、城市之光、欢乐校园、爱国

歌曲大家唱、道德模范故事会基层巡演等已成

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育人的有效载体。广泛

开展道德模范、感动龙江人物、十佳公仆、

“六个十佳”评选及 “四有”职工达标、 “改

善发展百面旗”竞赛、“十佳百强巾帼文明岗”

等活动，涌现了一大批爱国守法、明礼诚信、

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引领社会风尚

的典型。

“新农村新生活新风尚”农民经典歌

曲大赛

这一活动是黑龙江省文明委委托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省财政厅、省农委、省农开

办、省新农村办６家单位主办，由省电台、省
电视台、东北网络台和各市地文明委承办，以

“新农村新生活新风尚”为主题的全省农民群

众性文化活动。主要内容是唱红色歌曲、演地

方曲目、咏中华经典、颂好人故事。活动主要

特色是：主题鲜明，以多种艺术形式唱响祖国

颂，迎庆建党 ９０周年；影响广泛，从 ６月至
１２月历时半年，６４个县６４个城区、１１３个农
场小城镇，百城千村联动，吸引数百万农民参

与；手段创新，借助媒体的宣传鼓动优势、媒

体著名主持人的磁场效应、网络现代技术的传

播发散特性，把活动做大做强做出声势，形成

多种手段并用，多种阵地呼应，省内外联动聚

焦的态势。

一是发挥媒体优势，营造舆论氛围。在龙

广新闻、交通、女性、生活等１１套频率同时启
动宣传，１１套频率１００多档自办节目主持人进
行全天候无空隙宣传，动员广大农民听经典歌

曲、唱经典歌曲，以歌曲、小品、相声、地方

戏曲等形式展示农村新貌。从７月在ＡＭ９４５龙
广乡村台播出１３场经典歌曲大赛晋级赛盛况。
龙广在线网站、手机广播等结合自身特点开办

专题专栏，龙广公益随时更新公益广告内容，

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全力推进扩大赛事。全

省农民群众经典歌曲大赛知晓率达７０％以上。
二是发挥教育功能，打造品牌活动。突出

农民演、演农民这一活动特点，鼓励农民自己

以生活原型进行创作，鼓励农民群众走上广场

自己演出，鼓励农民群众都来参与评奖。据统

计，１３场比赛现场观众近１０万人次，原创参
赛作品达演出总量的１／４，有３６人获得全省经
典歌曲大赛优秀创作奖。在选拔精品节目时注

重活动的覆盖面，全省县区参与率达６０％。
三是发挥阵地资源，扩大社会效应。省级

媒体和各地电视台、广播电台、地方政府网

站，一起对经典歌曲大赛做现场直播报道。同

时，利用龙广网络台制作了经典歌曲大赛专题

视频节目，文明网做专题链接。新华网、人民

网、光明网播出了首场农民经典歌曲大赛的情

况，中国文明网对黑龙江省农民经典歌曲大赛

进行专题推进。网络农民经典歌曲大赛丰富了

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建党９０年系列庆祝
活动的一大亮点。

四是研发社会志愿服务管理系统。建立志

愿者申报注册、活动发布、考勤统计、推荐评

议、培训管理于一体的社会志愿服务管理平

台。它的特色是对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实行一体

化管理、随机化发布、规范化运行、数字化再

现。它的主要内容有志愿者注册平台、活动发

布平台、志愿服务时间统计平台、星级志愿服

务管理平台、优秀志愿者宣传平台等。２０１１
年，通过建立志愿服务管理系统，已注册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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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达１２８万，岗位志愿者２７２万，达到城市人
口１０％以上的地市有６个，达到城市人口９％
的地市有３个。组织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农民工、关爱残疾人等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配合中央文明办在哈尔滨、

大庆、伊春、绥芬河等市举行全国 “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６３５项，志愿服务１５４６万个小时。开

展志愿服务公益广告创评、展播活动，大力宣

传 “奉献他人、提升自我”的志愿服务理念。

组织开展百名优秀志愿者、百个优秀志愿服务

队、百个优秀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百个志愿

服务品牌、百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评选表彰活

动，１３６万人次参与网上推荐活动，有５人获
得全国优秀志愿者称号，５０人获得省优秀志愿
者称号，志愿服务新风得到进一步弘扬。

探索创新

齐齐哈尔市以文明示范村建设为引领

推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

近年来，齐齐哈尔市以全省开展文明村建

设示范工程为契机，把文明示范村建设纳入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持以 “六化”

（农业生产现代化、公益事业配套化、村屯建

设园林化、村风民俗文明化、村务管理民主

化、村民生活小康化）为总目标，以提升乡风

文明为重点，大力开展 “四示范 （在践行传统

美德、弘扬先进文化、实现民主管理和推进环

境文明上做示范）五抓 （抓文化阵地、抓载体

活动、抓村政管理、抓城乡共建、抓示范引

领）三新 （培育新农民、打造新文化、建设新

农村）”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带动了全市

农村面貌的根本变化。

一抓文化阵地，完善立体教育培训体系。

本着 “高标准建设、多功能使用、强后续管

理”的原则，整合现有资源，完善公共资源，

努力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坚持生产性项目

和文化类项目同步推进，文明示范村共建设项

目５０个，其中文化类项目１１个，总投入１０９０
万元。新增文化广场面积９７８８０平方米，新增
体育健身设备５３台套，新增文化娱乐设施３７５

件套；新建文化活动室９个，图书室３个，配
备电脑１８１台套。各村做到 “六个有” （农家

书屋、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点、球场、会议室、

４０件以上音乐器材、１处２５００平方米以上休闲
广场）。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推荐、招聘考试、

部门把关等方式，为各村配备了文化辅导员、

文化协管员和思想文化教育志愿者３支队伍，
实行目标管理、定期培训和量化考核。２０１１年
共举办科技、法律、农技等培训３００多场次１０
万余人次，开展文化体育活动１５００余次。

二抓创建活动，搭建多样群众参与平台。

本着小、实、近、趣的原则抓好四项创评活

动，努力动员最广泛的农民群众在参与中受教

育、提境界、扬正气。在农民中开展创 “十

佳”活动。通过村民小组推荐、村民协会评

议、全体村民投票、村内张榜公示、村委会认

定等方式，评出十佳农民３０余人，编写 《平

凡人的感动》，免费发放给每个村民，让十佳

农民的感人事迹家喻户晓。在农户中开展 “四

进农户” （富裕、知识、新风、娱乐进农户）

创评活动。涌现 “四进农户”示范户６１０户。
在驻村企业中开展 “季评十件好事”活动。万

名农民推荐好人好事数千件，简朴重情、养老

敬老、求知重教、诚实守信新风得到弘扬。文

明示范村中有 ５个事迹入选 “感动鹤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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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在重要时段举办农民自己的节日。查罕诺

村把每年的１月６日定为本村的民主评议日，
把８月３０日定为扎龙歌会。农民在自己的节日
里欢庆丰收，分享幸福，村民社会治安满意度

达到１００％，公共安全感达到９８％。
三抓科学管理，强化自我建管角色。本着

农民主体，激发自觉的原则，推进民主管理，

规范管理，努力形成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良好氛围。定期召开村总支

会、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

和村民大会，村支部建立五不准制度、民主决

策制度和党务、政务、财务 “三公开”制度，

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党员服务区制度。文明

示范村共建立党员联系户１９１对，建立党员服
务区１９１个。根据４２个村办企业、１５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６个红白理事会、５个村民文艺
体育协会、５个老年协会职能和农民特点，建
立规章制度８７项。组织全体村民集体讨论修订
原有的 《村规民约》，各村共制定 《新村规民

约》１００多例。
四抓城乡共建，汇聚多方助推动力。本着

互利互惠、自愿自主、常态长效的原则，开展

三项共建，努力建立健全长效共建共赢的机

制。５０个城市家庭和文明示范村５０个农户开
展互助活动，城市家庭为农村家庭提供致富信

息近千条，提供就业 １００多人次，农村家庭为
城市家庭提供观光创业服务５００人次。有７９个
企事业单位与文明示范村开展了村企共建，帮

建文化设施、改造环境面貌、开展科技培训。

交通部门、文明办和齐北公路沿线村镇共同推

进区域环境文明、秩序文明、行为文明、执法

文明、服务文明、窗口文明，齐北公路管理处

梅里斯收费站７年如一日帮扶残疾农民袁喜财。
五抓引带辐射，形成梯次推进格局。本着

因地制宜、务求实效、整体推进的原则，抓好

五个环节，努力推动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点

线面全面提升的创建格局。总结了整洁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 “六三三”模式、 “整洁十区”

建设模式，查罕诺村 “村支部书记＋农民专业

合作社＋农民工工会＋农民协会”的基层组织
管理模式、 “八免七补贴”社会服务模式、撤

村并屯建农村小城镇的 “丰林模式”和兴十四

村 “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的村企共建模
式、城市带动、企业带动、重要交通干线带动

的城乡共创模式等，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和新

农村建设提供了样板。编制了２０１０年全市小城
镇总体规划及建设规划 ２８个，编制 （修编）

村庄建设规划３０７个，撤并自然村３３个，确定
了１５７个市县级文明示范村。成立了文明示范
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文明

办。从成员单位抽调骨干力量成立１２１个帮建
推进组，逐村帮助落实规划、落实项目、落实

资金、落实管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组

织大项目建设和文明示范村建设 “走比看”检

查，现场打分，公开排序。目前４个省级文明
示范村基本达标，２８９个新农村试点村文明村
镇建设任务完成，１５７个市县级文明示范村实
现集群式发展，齐北、齐甘、齐扎、齐泰 “两

抗”遗址、齐昂沿线和扎龙湿地风景区沿线６
条文明村镇示范带基本成型，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呈现出竞相发展，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

绥化学院开展 “共享蓝天”活动　探
索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之路

绥化学院深入８市县７２年中小学校开展农
村留守儿童教育状况调查，发放问卷３３７２份，
召开座谈会、深入家庭走访。调查显示，留守

儿童８０％贫困缺少关心、３５％学习无人指导监
督，３７１８％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为助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绥化市现代化大农业建

设，破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问题，绥化学院启动了 “大学生志愿者与农村

留守儿童共享蓝天”活动，组织 ５０００多名大
学生志愿者与５０００余名农村留守儿童牵手，为
留守儿童提供生活指导、思想引导、学业辅导

和心理疏导，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留守儿童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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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根本，切实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本

领。把提高大学生志愿者对活动的认知度和志

愿服务本领作为活动健康发展的前提。利用寒

暑假组织８０多支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留守儿
童家中，让大学生志愿者与留守儿童共度假

期，增进他们对留守儿童生存和教育状况的了

解，激发他们助人情感，自主自觉地亲近留守

儿童。组织了 ９８０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到
１５２０多户留守儿童家中，走访 １６３０余次，理
清留守儿童生活需求和心理渴求，明确帮扶任

务，确定帮建目标。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系统培

训，组织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教育、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信息技术、生活

自理能力训练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提升了大学

生志愿者学业辅导、生活帮助和心灵关爱

能力。

找准突破口，建立良好的沟通服务渠道。

把创设载体，增进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彼

此感情，使之真情倾诉、真情相助作为活动顺

利推进的关键。一是连续书信往来。大学生志

愿者连续和留守儿童通信，从结识问候、倾诉

释惑、求助援助，累计通信５万余封。二是节
日同台联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编排文艺节

目，利用重大节日和传统节日，先后到青冈县

劳动二中、明水县崇德中学、海伦市东林一中

等１００余所乡村中小学与留守儿童联欢，消除
了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的陌生感，留守儿

童对志愿者也由最初的信任逐渐升华为友谊。

三是入校参观访学。先后将１００余名留守儿童
及临时监护人请进了大学校园，让大学生志愿

者与留守儿童同吃食堂、同住宿舍。还参加大

学生升国旗仪式，参观图书馆、物理实验室、

计算机房、美术学生画室及音乐学生琴房，点

燃了留守儿童奋发向上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创新手段，搭建志愿服务网络。把适应现

代交往方式借助现代技术推动活动作为重点。

开通了电话连线、手机短信、电脑网络等快捷

方式，有３２００多名志愿者与留守儿童的班主任

老师和留守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建立联系。建

立留守儿童爱心图书室２０余个，捐赠各类图书
１万余册，为３０００多名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
文具等学习品。开办流动辅导，抽调４名心理
学、教育学教师到乡村学校为监护人进行现场

辅导，讲解青少年常见的心理现象，共同研究

成长期孩子的教育方法。建立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专题网站，通过网络宣传留守儿童情况，带

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经过不懈努力，

绥化学院、留守儿童学校、留守儿童家庭、社

会形成了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留守

儿童开始向大学生志愿者请教学习方法、请求

生活援助、倾诉心理烦恼。

健全机制，促进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工

作常态化。把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纳入到实践教

育课程体系中，设立 ４个实践学分，出台了
《绥化学院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规程》，成立

了实践教育指导教研室，指导大学生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要求大学生在关爱中完成工作程

序、工作内容，接受综合测评、教育考核，把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同时，为及时准确了解留守儿童情况，在省、

市关工委的支持下，学校与各县市关工委紧密

配合，在农村对接留守儿童，学校在留守儿童

较多的中小学成立关爱留守儿童辅导站，建立

留守儿童档案，各县市区关工委老同志帮助搭

建起了对接平台。

几年来，“大学生志愿者与农村留守儿童

共享蓝天”活动较好地解决了留守儿童生活、

学习困难和思想、心理障碍。增强了自信心。

留守儿童在与大学生志愿者对接后，心理上找

到了沟通、倾诉的对象，平时内向自闭的孩

子，变得乐观、开朗，并主动与身边的人交

流、沟通；厌学的孩子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

已经辍学或有辍学倾向的留守儿童在大学生的

关爱下重新回到了课堂。提高了自理能力。通

过志愿者长时间的沟通、关爱，更多的留守儿

童变得更加勤奋，自理自立能力得到了提高，

很多孩子学着自己洗衣服、整理房间，并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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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留守儿童小

雪在回信中写到： “姐姐，看见你的信，我心

里敞亮多了，现在我不怨爸爸妈妈了，而且学

会自己洗衣服了，而且还能帮姥姥做饭了。”树

立了自立意识。农民工家长都盼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因自身文化水平有

限，又常年不在家，孩子得不到应有的关心、

教育，关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教育

的缺失，使留守儿童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坚定

了自强信念。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悉心关爱和

指导，留守儿童逐渐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

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能够主动参与课堂教

学，学习成绩普遍得到了提高。海伦市联发中

学三年级班主任皮老师说：自从学校开展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以来，学生上课不再顽皮了，而

且更爱积极主动回答问题、参与讨论。大学生

志愿者也在关爱留守儿童过程中也学会了珍

惜，懂得了感恩，更坚定地履行社会责任。３
年来绥化学院累计有１０００多名学生基层就业，
成为西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文明共建体为深

化文明单位创建探索新路

哈尔滨市宣庆小学校牵头，与武警哈尔滨

市森林支队、哈工大附中、哈尔滨 “和谐之

声”艺术团结成 “宣庆文明共建体”，３年来，
共建体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

组织开展了文化体育、合力助教、智力拥军等

多项富有成效的共建活动，让学生、教师、官

兵、社区居民等不同对象学会了审美，培养了

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吃苦精神，提升了境

界，磨炼了意志，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它把

传统的文明单位创建、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向

缔结 “共建圈子”延伸，培育和形成了 “合

作、共建、和谐”的创建结构，为新形势下如

何深化文明单位创建和军警民共建共育活动提

供了借鉴。

一是共建文明宣传阵地。２０１０年 ３月，

“宣庆文明共建体”创办了开放式的、资源共

享的 “宣庆讲坛”。雷锋的战友、６９岁的梁友
德，退休前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机关纪工委副

书记，义务宣传 “雷锋精神”近半个世纪。梁

老现任 “和谐之声”艺术团的副政委，在参加

社区文化活动的同时，先后为 “共建体”内外

单位义务作报告１０余场，直接听众达７０００多
人。王继华是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教

授。他义务担当 “共建体”的文化顾问，帮助

宣庆小学策划办学理念、提升办学思想；帮助

部队研究、策划深入开展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思路；义务作报告、赠送教育

专著，被誉为 “分文不取的德育教授”。“共建

体”注重发挥共建、育人功能，先进典型层出

不穷。涌现出身先士卒、扑灭 “４·２７”森林
大火的 “英雄支队长”李迎东；舍生忘死、机

智指挥的 “模范军官”郎需平；帮助自闭学生

走出困境的 “爱心教师”马明哲；家境宽裕、

却勤俭节约，帮助贫困农村学童的哈尔滨市文

明少年标兵郎朗熙。

二是共谋发展创新之路。在 “共建体”

中，一个单位有事情就是 “共建体”所有单位

的事情，众人携力，共求发展，实现共赢，达

到了内外一体循环的最佳效果。哈尔滨市宣庆

小学校注重创新和发展教育新文化，充分挖掘

利用 “共建体”的社会、人才资源，使其教育

教学充满了创新活力。他们致力把学校办成乐

园、学园、花园，在坚持小班教学和 “四个百

分百”（课堂教学中学生百分百的发言、展示、

反馈、互动）、“四名” （听名曲、看名片、赏

名画、读名著）等特色做法的同时，大胆地把

空竹和中国武术引入校园，培养了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 “四好少年”。武警哈尔滨市森林

支队担负着北到五大连池、南到尚志林区千里

战线的森林防火任务。５个大队近千名官兵常
年坚守在条件艰苦恶劣的沾河、兴隆、亚布力

等林区。在开展有 “哈森警特色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方面，他们善用 “共建体”的人才和

智力优势，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为部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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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所用，既请进来、又走出去，走出了 “开门

治军”、“开门办教育”的一着着 “活棋”。哈

工大附中是黑龙江省社会力量办学的旗帜，他

们放下 “架子”，全面介入，与宣庆小学 “无

缝对接”；以重教学、更重教育的 “双教并举”

的举措，走出了 “名校带共建校，共同办成名

校”的发展新路。哈尔滨 “和谐之声”艺术团

原是社区群众自发组成的 “马路合唱团”。在

宣庆小学为其无偿提供活动场地后，团员队伍

不断扩大，艺术水平突飞猛进，先后参加省市

演出１０余场，还到七台河市、宾县等地、黑龙
江省国土资源厅等单位开展宣传演出，赢得了

广泛好评。他们 “活动在宣庆就服务在宣庆”，

帮助学校看门护院、开展公益活动。

三是共办群众文体活动。 “大众创造、群

众参与、人人共享”是 “宣庆文明共建体”开

展群众文体活动的宗旨和出发点。２００９年八
一，武警哈尔滨市森林支队乔迁新址， “共建

体”各单位同台献艺。２００９年国庆节，参加
“盛世欢歌，祝福祖国”群众歌咏大会，武警

哈尔滨市森林支队的战士合唱团、宣庆小学的

学生合唱团、“和谐之声”艺术团与宣庆教师

联合合唱团同台演唱，歌唱伟大的祖国；在黑

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第十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激扬军歌献祖国”军 （警）民歌咏大会上，

三个团队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

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

律，展示了 “共建体”的艺术魅力。 “宣庆文

明共建体”还注重倡导和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宣庆小学文化顾问、著名武术家方金成

教授义务为宣庆小学师生教授太极扇、双钺

等，义务为森警部队战士和艺术团成员教授

武术。

四是共同推进文明建设。２０１１年宣庆小学
获得哈尔滨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１年 ６
月，宣庆小学被命名为省文明单位；宣庆小学

与武警哈尔滨市森林支队双双当选省军警民共

建共育先进集体；宣庆小学校长代梅荣获哈尔

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省军警

民共建共育先进个人；武警哈尔滨市森林支队

政委赵国清荣获省军警民共建共育先进个人标

兵，２０１１年年底荣任武警西藏森林总队政治部
主任。

“共建体”较好地发挥了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集体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三年来，先

后有黑龙江地质博物馆、哈尔滨海关、黑龙江

省 “十老艺术家”艺术团等十余家单位成为

“共建体”的协作、合作单位，为其提供活动

设施、场地，开展捐助、助学活动，合作举办

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彰显了共建体的感召力、凝聚力。 《精神文明

报》、《精神文明导刊》、 《黑龙江日报》曾专

题予以报道。

（黑龙江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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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以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围绕 “美好城市，

美好生活”主题，积极实施上海市精神文明建

设 “十二五”规划，创新制定２０１１版上海市
精神文明创建标准，努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万

人大培训，着力推动志愿服务事业新的发展，

夯实了上海精神文明建设新一轮发展的坚实基

础，为上海 “十二五”发展和加快实现 “四个

率先”，加快建设 “四个中心”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社

会环境。

围绕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等重要纪念时机，策
划举办了一批反映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崇

高精神的大型主题展览，深入开展党的宗旨意

识和理想信念教育。广泛开展了 “阳光·大

地”歌咏比赛、“群众最喜爱的歌曲”评选征

集活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党史知识竞赛”和
图片巡展、影视巡映、纪念征文、报告会、座

谈会、红色旅游、主题实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

选，择优推荐上报了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４１

件、“全国见义勇为模范”１２件、 “全国诚实
守信模范”６件、“全国敬业奉献模范”３８件
和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１６件，李影同志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柏万青等９人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举办了首届 “上海好心人节”活

动，成立了首批 “上海好心人公益服务接力

队”，设置了首批以 “上海好心人”命名的助

医点、助学点、助餐点、助老点、助残点。开

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春节、元宵、

端午、中秋期间，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

活动。

围绕新版精神文明创建标准的制定，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有新的突破。整体推进了文明

城区创建，长宁区建成全国文明城区，浦东新

区经复查保持全国文明城区称号，徐汇区、奉

贤区获得全国文明城区提名资格。深入发展了

文明行业创建，共评选出１７个第六届上海市文
明行业和３个上海市规范服务达标先进行业，
在窗口行业社会公众满意测评中，４０个窗口行
业总得分持续上升 （８４２０分），所有行业都进
入了得分较高的 “绿色”和 “蓝色”标识区。

开展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推荐工作，５３家单位
新创成全国文明单位，３９家单位通过复查保留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加强文明单位创建的分类

指导，在高教和普教系统深化 “和谐校园”创

建，融合师生关系、促进家校联系；在全市卫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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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文明单位中广泛开展 “和谐医院”创

建，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服务质量；在市级机

关系统探索开展 “文明机关”创建活动，改善

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密切党群关系。研

制了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与评估制度，进一

步丰富了文明单位的创建内涵，提升了文明单

位的创建水平。组织开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上海
市文明村测评工作，５１０个村成为上海市文明
村，比上届增加了１６％，占全市１９６２个村的
３０％。开展第三批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工作，７
个镇 （乡）荣获全国文明镇称号，７个村荣获
全国文明村称号。加强了交通文明创建工作，

全市共创建市级文明路口１８０个、文明路段２５
个、文明交通区域２５个。推进文明工地创建，
发布了５次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指数”

和各区县文明施工指数分值排名，有效推动了

文明工地创建的长效、常态。深化文明网站创

建工作，命名了１５家先进网站和１００家优秀网
站。认真落实 “百万家庭低碳行”市府实事工

程，把垃圾减量和分类工作纳入到 ２０１１版
《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标准》，广泛开展垃圾减

量分类的宣传，在 １８个试点街、镇和首批
１０００个居住小区组织宣传示范。优化了文明指
数测评体系，对文明指数考评体系作了修订和

调整，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考评体系队伍建

设，进一步提高了测评人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

识。组织了上海城市文明指数测评，２０１１年上
海城市文明指数为８９２４，虽比２０１０年世博会
闭幕后的第八次测评所达到的最高水平９１６０
有所回落，但仍比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结束
后的第六次测评指数８９１３有所进步。

围绕净化和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创新的佳绩。组织召开全

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探索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方法，动员社会方

方面面形成合力来推进工作。推动各区、县文

明办设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调科室或专

门机构，目前已有９个区、县机构、人员到位。
研制 《上海未成年人成长发展指数》，为上海

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公共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集中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网吧专

项治理、净化荧屏声频和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四

大行动，保持对重点场所、重点内容的高压监

管态势。实施未成年人出版精品工程，创作生

产优秀少儿影视、歌曲、出版物、动漫、舞台

剧等文化产品，安排优秀作品上院线、上电

视、上广播。启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经过

实地考察已选择４所学校作为首批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其余学校作

为市级乡村少年宫实施建设，进一步丰富郊区

农村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区县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建设工作，相继在徐汇

区、卢湾区、浦东新区、静安区、杨浦区开设

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初步形成市、

区县、街镇学校三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辅

导网络。组织开展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共

评选出１１篇优秀童谣参加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
评选活动，其中７首童谣获奖，在全国各省市
中排名第一。广泛进行优秀童谣传唱活动，充

分利用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等阵地，通

过多种方式进行学唱展演，营造全社会高度重

视、少年儿童争相传诵的氛围。

围绕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志愿服务工作稳

步推进。加强了上海世博会筹办期间形成的平

安世博、清洁城市、交通文明、文明游园、市

民巡访、文明宣讲、窗口服务、社区服务等志

愿服务骨干的整合和发展，不断培育和扩大上

海志愿者队伍，目前，全市实名注册的志愿者

已超过１０３万人，各类市级志愿服务总队达到
６１支。加强全市志愿者工作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在世博期间已有５０００多个志愿服务项目的
基础上，不断拓展，已增加到约７０００个。加强
志愿服务基地的梳理和培育，把一批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博物馆、纪念馆、敬老院、福利

院、医院、公园等建设成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基

地，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市有市级志愿服务基地
４２个、区级志愿服务基地２８０个。积极维护市
文明委统一领导、市文明办统筹协调，工、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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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妇等人民团体和民政等相关部门各展所

长、分头落实的良好局面，推进上海各级志愿

者协会换届和上海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上海

志愿者之家的筹建。开展志愿服务专项活动，

重点围绕 “守序排队”、“垃圾分类减量”、交

通文明、“邻里情深”、“快捷便民”和城市志

愿服务站等方面，全面展开立体化、全覆盖、

到基层的志愿服务活动。围绕１２月５日第２６
个国际志愿者日，开展 “快乐志愿一起来”嘉

年华活动和 “志愿服务论坛”，动员和支持全

市各级志愿者组织广泛开展活动，倡导志愿者

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 “公正、包容、责任、诚

信”的价值取向。

围绕满足市民终身学习需求目标，学习型

社会建设继续推进。建立上海开放大学，制定

和颁布并下发 《上海市终身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推动上海电视大学、区县业余大学 （社

区学院）、行业企业职工大学之间的 “学分互

认”工作，探索建立成人与继续教育 “立交

桥”体系。推进社区学院、社区学校和居村委

学习点的标准化、信息化与规范化建设。组织

开展２０１１年度试验项目和实验街镇的申报工
作，公布一批实验项目和实验街镇。加强 “上

海市终身学习网”建设，鼓励各区县大力推进

本地区终身学习网建设，探索利用各种模式提

高网上学习的吸引力、普及率、便捷性和成效

度。组织开展优秀学习型团队创建评比工作，

在全市共评选产生１００个优秀学习型团队。召
开上海市学习型家庭建设推进大会。举办第一

届区县学习办和街道、镇分管领导学习型组织

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举办 “长三角地区公众

讲座论坛”，研讨在创建学习型社会过程中举

办公众讲座的经验和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做

法。组织开展了第五届市民诗歌创作比赛和家

庭讲故事比赛、２０１１年上海社区网上读书活
动、２０１１年上海市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第六届老年教育艺术节等活动。配合市人大组

织举办 《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专题培训

班。组织 《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宣传座

谈会，邀请各界专家、学者、有关领导和终身

教育的工作者、参与者围绕 《条例》谈重要意

义和认识，并由 《解放日报》刊发专版进行

宣传。

围绕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基础性

工作不断加强。建立文明创建系统信息员队

伍，加强信息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以会带

训，培训和指导文明创建系统信息员。编发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４４期、专报１０期、上
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简报２６期、《精神
文明建设内部信息参考》６期。完成２００９年度
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大事记的编写工作。组织

开展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万人大培训工作，分

期分批举办区 （县）委 （办）文明办主任、文

明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文明单位、文明行业、

文明村镇、文明小区、文明村７类创建干部培
训班。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专程到沪

为上海文明创建干部作首场培训报告，中共上

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希出席启动仪式并讲

话。截止到年底有１２７７０人接受了培训。整理、
编印了 《上海市 “十二五”精神文明建设万人

培训活动学习资料汇编》。推动和指导各区、

县编制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五”规划，并汇编

成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五”规划汇

编》，发送到全市各文明创建单位，使上海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和计划

性。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中心工作，组织力量，

先后开展了 “机关文化建设中的干部职业精神

培养”、“重大公共政策的道德影响评估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关于志愿服务目标

的研究”、 “关于志愿服务工作机制的研究”、

“关于志愿服务工作模式的研究”、“文明单位

社会责任指数研究”等专项调查研究工作，形

成了一批有一定价值的调研成果，有效提高了

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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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特色活动

“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源头减量分

类工作

由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上海市妇联牵头，

上海市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参与的 “百万家庭低

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项目，作为 ２０１１年
度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从２０１１年２月开始实
施。根据分工安排，上海市文明办将垃圾减量

和分类工作纳入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

五”规划和２０１１版 《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标

准》，组织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万名干部培训辅

导，并下发了包含指标要求的５０００本创建操作
手册，并在全市１８个试点街镇组织主题宣传实
践活动，配合开展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充分发

挥社区教育平台作用，将绿色低碳宣传活动融

入社区学校教育培训体系，在２００多个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２２０所社区学校、５０００个小区教
学点，开展各项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并在１８
个试点街镇和首批１０００个居住小区组织宣传示
范。在７处大型户外公益广告阵地、１００个示
范小区宣传灯箱和３１００多个移动视频上，滚动
播放活动海报和公益广告，营造浓厚宣传

氛围。

开展 “从心启程，爱暖申城”１２·５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１２月５日前后，上海以 “从心启程，爱暖

申城”为主题，在全市集中开展了志愿服务活

动，全面展示世博后上海志愿服务事业的新发

展和上海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者风采，积极推

动市民践行 “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价值

取向，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文明委常务副

主任殷一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文明委副

主任杨振武出席了于１２月４日在上海大舞台外
场举行的主会场志愿者嘉年华活动。市志愿者

协会、１７个区县志愿者协会、志愿者总队、志
愿者服务基地、民间公益组织等，共１００多个
各类志愿者组织在主会场进行丰富多彩的项目

展示，并进行现场咨询和招募。３４个志愿者服
务基地，２３家文明行业、文明单位，３１个志愿
服务总队，４个公益组织，共为市民提供 １３０
多项志愿服务。

组织 “童心向党，同声欢唱”———上

海市未成年人歌咏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等联

合举办了 “童心向党，同声欢唱”———上海市

未成年人歌咏活动。５月７日，“童心向党，同
声欢唱”———上海市未成年人歌咏活动启动仪

式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共 “二

大”会址纪念馆前正式启动。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春雷启动本次活

动并开通活动官网，主办单位领导出席仪式并

向未成年人代表赠送活动推荐曲目手册和新创

作儿童歌曲ＣＤ。启动仪式上，《唱支山歌给党
听》的原唱者任桂珍奶奶和未成年人代表共同

演绎经典老歌和爱国歌曲；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打下５架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老将军、老红
军韩德彩等莅临现场，讲述过去的故事，表达

祝福党的生日、赞美幸福生活的美好心声。活

动还在东方网开设专题网页和 “童心向党”微

博平台，实时分享歌咏活动情况。９月２４日，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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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湾区文体中心，主办方还组织了 “童心向

党，同声欢唱”上海市未成年人歌咏活动总决

赛。经过５个月的上海市区县选拔赛、学校ＰＫ
赛、广场演出等多种形式，最后有１８支参赛队
脱颖而出，参加了市里的总决赛。最终，黄浦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收获

了一等奖，浦东新区侨光中学等６家单位荣获
二等奖，奉贤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１０家单位荣
获三等奖。

探索创新

上海市精神文明新版创建标准制定实施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组建了 “２０１１版上海市
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标准研究”课题组，

开展调研，积极推进测评项目、测评指标、

测评标准的研制工作，充分听取并吸取相关

委办局以及区县文明办的意见，经过反复讨

论、修改，形成２０１１版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
标准。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上海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均按新版标准执行。文明城区创建发挥城

区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综合作用、示范作用，着力研制 “文明城

区在线考核系统”，简化考核形式，创新测评

手段，进一步提高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科学

化水平并使其保持常态化。文明社区、文明

小区创建进一步弘扬绿色、节能、环保、低

碳、和谐等理念，围绕消防安全、宠物扰民、

偷电窃电、小区停车等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

优化创建指标，完善小区管理，调节利益关

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邻里和睦。文明行

业创建将以社会公众满意测评为主要衡量指

标，加强设施、管理和服务的综合治理，形

成行业创建与社区创建的联动，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体现行业责任，树

立行业形象，营造行业文明之风。文明单位

创建着眼于加强基础创建，开展同创共建，

强化履行社会责任，建立 “上海市文明单位

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引导各种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参与创建文明单位活动。郊区农

村精神文明创建按照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

要求，打造新环境，优化新秩序，培育新农

民，倡导新风尚，重点推进 “一区两园”创

建活动，形成１０个左右农村社区、美好家园
和文明观光农园三合一的典型新农村案例。

实施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文明办提出了开展 “上海

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建设”课题研究的

设想。经过两年酝酿和准备，由市文明办组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正式启动了文明单位
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课题研究。在对上海文明单

位社会责任建设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

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先后组织了专题座谈、问

卷调查、实地调研，听取了各方专家学者及近

百家文明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全市９０多家
全国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试点，形成

了 “上海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研究

课题报告，制定了 《上海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

报告指导手册 （试行）》。实施文明单位社会责

任报告制度有３个重要环节：一是编写社会责
任报告；二是开展评价与管理；三是组织发布

与反馈整改。《指导手册》是文明单位开展社

会责任报告工作的依据和指引，在明确了报告

编制原则、边界、编写流程、报告结构、报告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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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管理的同时，对企业、事业、机关、社

团四种不同类型文明单位的五大社会责任 （员

工责任、经济与服务责任、诚信责任、社区责

任、环保责任）内容作了规定。上海文明单位

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

特色、上海特点，制度的覆盖面广、针对性

强，具有首创性和较好的普适性，具体表现在

以下３个方面：上海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
度是在借鉴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标准基础

上的创新。在广泛借鉴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标准，如：“ＩＳＯ２６０００—２０１０”、“全球战略
ＣＳＲ案例报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
指南》等基础上，结合上海文明单位创建实践

中形成的特点、规律和内在要求，进行了上海

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指标的设计，形成了首创性

的 《上海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指导手册》。

上海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是２０１１版上海
文明单位创建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海

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既是其独立的指标

要求，又与２０１１版上海文明单位创建测评体系
相衔接；既是一般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要

求，又体现出了文明单位高于一般单位的社会

责任，和提高自身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的新追

求。社会责任报告是培育 “道德企业、诚信单

位”，保护市民百姓的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

平公正的有效载体。上海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

告制度的结构对于不同类型的单位具有广泛的

适用性。《指导手册》设计了４种不同类型文
明单位的社会责任报告要求，提出对社会责任

报告进行评价与管理的主体、方式与路径。设

置了不同的文明单位都适用的 “基准指标”；

设置了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对象、不同水平的

文明单位能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履行社会责任的

“差异指标”；设计了引导不同文明单位根据新

的形势、新的要求补充报告内容的 “补充指

标”；合理确定指标的权重，通过界定约束性

指标、基础性指标、倡导性指标，将复杂的指

标赋权问题予以合理化。

开展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万人大培训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关于 “大规模培训

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任务，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适应 “十二五”期间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新趋势、新要求，全面提高

全市各类精神文明创建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

水平和工作能力，２０１１年上海市文明办分期分
批举办区县委办文明办主任、文明单位上级主

管部门、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社镇、文

明小区、文明村７类精神文明创建干部培训班。
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已完成１２７７０名干部的
培训任务。主要做法如下：加强组织领导，确

保培训取得实效。制定了以需求为导向、针对

性强的教学计划，坚持强者为师，选聘精神文

明建设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党政领导干

部、专家学者、优秀基层干部组成的讲师团队

伍，采取了集中培训和分类培训相结合、走出

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送培训到基层和菜单式自

主选择课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免费发放培训

教材近 ４５万册。坚持分级管理、分类实施，
注重实效，不搞 “一刀切”。７月１６日，中央
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及中共上海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希出席万人培训启动仪式，王

世明作首场报告。加强环节管理，确保培训有

序开展。培训活动时间跨度长、培训要求高、

培训项目多、培训人数广、师资阵容强，为切

实做好培训工作，加强了培训计划、课程设

置、师资安排、讲课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教学保障、学员组织、课堂纪律、督查反

馈等环节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协调，统筹安

排，有针对性地组织备课、试讲和授课工作，

深入培训一线了解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培训

经验，确保培训质量。各授课教师认真备课，

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高质量完成授课任务，

并及时了解学员的反映，不断完善授课内容。

各区县、委办文明办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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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训计划和培训课

程，落实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组织好培训学

员，做好教学保障。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培训

质量提高。为及时了解培训情况，提高培训质

量，综合处负责全程督查培训情况，并根据督

查情况及时进行教学计划的调整和存在情况的

整改，以确保培训质量的提高。增强干部教育

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教育培训效用，

真正让精神文明创建干部听得懂、学得会、用

得上。

（上海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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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江苏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抓住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重要契机，大力推进思想道德
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又好又快推进 “两个率先”提供强大精神

动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一、努力营造又好又快推进 “两个率

先”的思想舆论环境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扎实推进。建立健全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机构，明确 “三学三

宽三创”导向，创建省委中心组双月集体学习

研讨新模式，带动县以上党委中心组学习，在

全国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主

题发言。在全国率先将述学与述职述廉结合起

来，健全了导学助学督学评学制度体系。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普及深入。围绕宣传党的十七届

五中六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讲话、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５次组织宣讲团在全省巡回宣讲２００
多场，直接听众１６６３万人。组建万名理论宣
讲志愿者队伍，在基层配合宣讲３５００多场次，
直接听众近４００万人次。深入开展全省基层党

员轮训和农村冬训，２６０万农村党员受训，首
次进行冬训工作创新项目评选表彰。社科理论

研究成果丰硕。制定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 “十二五”规划》，组织省第十一届优秀社

科成果评奖，４６２个项目入选省政府优秀成果
奖。组织全省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组
织编撰 《科学发展 幸福江苏──在新起点上开
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一书，集中展现省

委对江苏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重大部署。国

家社科基金年度立项２６６项、获资助经费５３３８
万元，居全国各省区之首。省社科基金年度立

项１９８项，资助经费６５４万元。
主题宣传有声有色。紧紧围绕贯彻 “六个

注重”、实施 “八项工程”、推进 “两个率先”

重大主题和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等重大活动重要会议，全媒体、大纵深、

长时段、高强度推出大型新闻行动、重点报道

和系列言论评论，唱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

发展主旋律。中央媒体对江苏宣传报道力度进

一步加大，用稿数量质量都有新提升。舆论引

导积极稳妥。针对物价、房地产、医改、食品

卫生等热点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正面引

导社会舆论。网络舆情监测研判上报和预警应

对机制不断完善。互联网管理取得进展。探索

互联网属地管理新途径，镇江 “三抓三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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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做法经验受到中央和省委充分肯定，在全

国全省推广。开展 “文明网站”创建评比、整

治互联网低俗信息、非法公关行为、网络电台

等专项行动，网上低俗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二、隆重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系列活动

宣传教育活动隆重热烈。举办省暨南京市

各界凭吊革命先烈和全省 “千万青少年凭吊革

命先烈”活动。举办 “今日江苏———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型摄影展”并进京展出，
观众达４２万人次，创造了同类展览征集数量、
照片规格、艺术效果、参观人数之最。举办

“颂歌献给伟大的党”大型群众歌会，参演人

数达１１万，创江苏历史之最。组织大型网络
采访活动，省市媒体集中宣传江苏 “双５０”人
物中的７６名共产党员。

开展 “为群众办实事，为党旗添光彩”主

题活动。充分发挥新一批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单位特别是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示范带动作

用，引导其在服务文明城市创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结对共建、志愿服务方面自觉履

行社会责任，以丰硕创建成果向建党９０周年献
礼。

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歌咏活动。组织

省级文明单位、文明行业走进社区、村镇、企

业开展歌咏比赛、举办文艺晚会，先后有１２４
万党员群众参加了３１００余场演出，营造了浓厚
的喜庆氛围。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征集活动。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

家评审，从１８２件报送作品中确定１０件优秀作
品向中央文明办等主管部门推荐。

三、广泛开展第三届全国全省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社会参与面又攀新

高。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与第三届全国、全省

道德模范评选，全省共有１６３４万人次参加投
票，创造了全省历史上同类评选活动参加人数

之最。常德盛、张雅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８
人获提名奖，总数并列全国第一。陈燕萍等３２
人当选江苏省道德模范，１８人获提名奖。江苏
作为唯一省份在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八届

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介绍经验。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省长李学勇，省政协

主席张连珍等省领导亲切会见第三届全国全省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广泛深入。常州

市、镇江市、张家港市、苏州市、南通市先后

承办５场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全国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扬州市、

常州市承办３场全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

巡演活动，总数居全国第一。盐城市环卫女工

拾金不昧感人事迹、常州 “道德讲堂”建设经

验做法、张家港推进城乡一体文明经验做法先

后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产生全国影响，

李长春、刘云山同志以及省委罗志军书记分别

批示予以肯定。在文明行业、文明单位以及大

型企业举办第三届全国全省道德模范事迹宣讲

报告会，江苏卫视集中播出第三届全国全省道

德模范候选人事迹电视片，先进典型示范效应

不断放大。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持续开

展。全省先后有 １３３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总数居全国第二。制定 《“江苏好人”评选宣

传办法》，会同省主要新闻媒体开设 “江苏好

人榜”专栏，８—１２月共１００人当选 “江苏好

人”。

四、精心组织开展新一轮全国全省文

明城市测评推荐和评选表彰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及时贯彻落实省

委书记罗志军关于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批示精

神，以 “创建文明城市，建设美好江苏”为主

题，大力实施文明交通建设、环境卫生整治、

基础设施维护、公共秩序优化、文明素质提

升、社会文化环境净化等 “六大行动”。文明

交通行动计划推进力度居全国前列。各参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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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每天组织百名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每周宣

传两名身边好人、每周开展一次广场文化活

动、每周开展一次文明交通宣传、每周组织一

次网吧 “五老”监督检查、每周组织一次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进社区活动、每月解决一批

突出问题、每个阶段推出一批创建工作创新案

例。全省各地以新一轮全国全省文明城市评选

为契机，着力健全体制机制、丰富创建内涵、

落实创建举措、提升创建水平，形成了全面创

建、创先争优的格局。

复查、测评新一批文明城市。制定下发

《关于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申报推荐工作

的通知》、２０１１年版 《江苏省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及 《操作手册》，先后两次组织省２０多个
部门的８０多位同志组成测评组，规范有序做好
对原有４个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工作、１３个新申
报全国文明城市及提名资格城市测评工作和４５
个市、县的省级文明城市测评工作。扬州、常

州２市被表彰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南京、
苏州、南通、张家港４市通过复查确认保留全
国文明城市称号，镇江、无锡、泰州、徐州４
市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现有全国文明

城市总数居全国第一，江苏省文明城市达

５２个。

五、扎实推进文明村镇、行业、单位

创建

深化文明村镇、行业创建。省两办转发省

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文明的实施意见》，省文明

办印发 《关于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城乡一体文明的实施意见〉

的任务分工》。江苏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重点发言。配合中央文明

办调研组编写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典型经验评

析》，５个案例入选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创新案
例，为全国最多。央视 “乡风文明”栏目对江

苏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报

道。召开全省优质服务品牌经验交流会，评选

表彰１６个第三批江苏省优质服务品牌。
做好全国文明单位、村镇推荐评选工作。

经过公开竞争、资格初审、评议打分、差额淘

汰、抽查考核等程序，组织第三批全国文明单

位、文明村镇推荐工作，共有４４个村镇和５９
个单位获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称号。同

时，２２个单位被中央主管部门推荐为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文明单位总数居全国第一。

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

教育实践活动有声势。组织开展 “学党

史、唱赞歌、树美德”教育实践活动，全省

７０００余所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６００多万名
学生踊跃参加。成功承办 “童心向党”歌咏活

动全国汇演，晚会节目荣获全国一等奖。组织

开展首届江苏省 “百名美德少年”、“十大美德

少年标兵”评选活动，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中

小学生广泛参与。万场心理健康教育宣讲走进

全省城乡学校社区，为广大未成年人架起心灵

沟通之桥。

活动品牌建设有提升。 “七彩的夏日”、

“缤纷的冬日”未成年人假期系列活动持续开

展，吸引 ５３０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第三届
“童声里的中国·唱支歌儿给党听”在全省全

国唱响，李长春、顾秀莲等领导同志批示肯

定。小学入学仪式和成人仪式教育给全省近百

万小学一年级新生和高三学生留下难忘记忆。

承办 “中华诵”全国中小学生经典诵读夏令

营，组织 “红红火火过大年”、端午、中秋、

七夕等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让广大未成

年人在实践参与中热爱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校外阵地建设有突破。大力推进省级未成

年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南京行知基地新馆、

宿迁基地落成运营。全省已建和在建 “乡村学

校少年宫”９０６所，基本覆盖所有县级区域。
制定实施 《关于推进县 （市）未成年人成长指

导中心建设的意见》，推动各县 （市）建设未

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城乡社区校外教育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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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网上家长学校功能不断完善，１２万多名
“五老”志愿者、教师志愿者和 “爱心妈妈”

在这些场所倾情奉献。

社会文化环境有优化。认真组织实施少儿

文艺精品工程，原创影视动画产量位居全国前

列，江苏优漫卡通卫视科普栏目 《聪明大发

明》上星播出，荣获全国 “２０１１十大电视品牌
栏目”。精心打造心理健康通俗读物、教育广

播剧、卡通片，《七彩心理》、《问问苏老师》、

“星星点灯”广播专栏等陆续推出。举办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江苏省优秀少儿广播电视栏
目、优秀原创少儿广播电视节目、优秀国产动

画片评选活动，促进少儿文艺生产创作发展繁

荣。召开省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小组联席会

议，并组织成员单位先后两次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组织 “五老”志愿者异地查访社会文化环

境，有关做法得到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

示肯定。新涌现出５个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８个全国先进集体和３个
全国先进个人，总数居全国第一。

七、深化拓展志愿服务活动

组织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各地广泛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卫生、

送平安等志愿服务集中行动。省文明办、省公

安厅、省民政厅、团省委等部门联合开展 “文

明交通”宣传、引导、劝导、体验等志愿服

务，全省百万志愿者参加近百项活动。

实施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南

通、苏州、张家港、扬州、镇江、常州、无

锡、南京８市分别举行全国关爱农民工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活动。承办全

国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培训班。４５０名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发表博文上万篇，营造积极向上

的网络主流舆论氛围。建设 “江苏志愿者网”，

并与各市志愿服务网站进行数据共享，打造志

愿服务工作公共平台。中央文明办表彰江苏省

６个全国优秀志愿者、１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７个案例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工作优秀案例，总
数并列全国第一。评选表彰１００个江苏省第二
批优秀志愿者、１１个江苏省首批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

特色活动

开展未成年人 “学党史、唱赞歌、树

美德”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１年，江苏省组织开展 “学党史、唱赞

歌、树美德”教育实践活动，培育和抒发未成

年人爱党、爱祖国的真挚情感，生动展示当代

未成年人良好精神风貌。据统计，全省７０００余
所中小学和中职学校６００多万名学生踊跃参与。

科学统筹，部署推动持续有力。注重分阶

段、分步骤、分层次统筹推进，活动前科学筹

划、全面发动，活动中跟踪报道、督促推动，

活动后展示成果、表彰促动，呈现出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上下联动、全面拓展的良好态

势。年初，省文明委把此项活动列入年度重点

工作和目标考核内容。３月初，下发通知，明
确一个主题，部署四项活动，提出三点要求。

３月底，开展 “千万青少年凭吊革命先烈活

动”，拉开活动帷幕。４月初，精选经典和新创
优秀少儿歌曲各４５首并制成专辑向全省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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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小学免费发放。５月２７—２８日，举行知识竞
赛、演讲比赛、合唱比赛全省总决赛。６月２８
日，承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主办的 “童心

向党”歌咏活动全国汇演，来自全国的 ２０００
多名少年儿童以音舞诗画的精彩表演把整个活

动推向高潮。

内容丰富，活动开展有声有色。注重创新

形式、拓展载体、整合资源，按照便于基层组

织、利于学校操作、乐于未成年人参加的基本

原则，精心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项目。 《结巴

爹》、 《集魂》等佳作，从不同背景、不同侧

面、不同情境，用孩子的独特视角完美表达出

当代中小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感悟和由衷

赞美。“红领巾寻访党的足迹”小记者寻访活

动，组织少先队员走进革命纪念馆等场馆参观

学习，开展 “五小”志愿服务，走进乡村、社

区、干休所和厂矿，寻访老战士、老模范、老

党员。 “老少携手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依托城乡社区校外辅导站，组

织发动全省百万 “五老”志愿者为未成年人开

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宣传教育。

覆盖广泛，学生参与积极踊跃。注重自下

而上，由点及面，从城市到乡村，从普通中小

学到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发动，全员参与，不

断提升活动的影响力和参与度。系列活动重头

戏之一的 “五个一”活动，即：每所学校组织

学生观看一部党史电影或电视片；每所学校邀

请老党员、老战士、老模范等为学生作一次党

史专题报告；每个班级开展一次主题班 （队）

会或教育实践活动；每名学生读一本党史读

物；每名学生写一篇读后感，让全省中小学校

班班有活动，人人都参与。全省各地以班级为

单位组织开展活动，学校有选拔，县 （市、

区）有初赛，省辖市有复赛，省有决赛，层层

组织、层层落实、层层推动。据统计，全省举

办各类未成年人歌咏、诵读、演讲、知识竞赛

等活动１万余场次，收到各类征文、心得体会
近４０万篇。在 “红领巾寻访党的足迹活动”

中，全省各地共组织１０００多支红领巾小记者

团，共推荐选取１０００多个寻访对象。江苏文明
网开设专题网页，近１０万名网友登录下载、观
赏、留言。

常州市开展 “道德讲堂”建设

常州市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大力建

设 “道德讲堂”，发动广大群众讲自己的事、

讲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

在内容界定上，以主题集中、重点突出、

引导力强为基本要求。 “道德讲堂”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倡导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

种行为，普及 “自强、厚德、崇俭、尚义、守

信、明礼、报国、尽孝”等道德规范。其中，

社会公德以 “善”字为核心，引导群众常怀善

心，常行善举，以善为乐；职业道德以 “诚”

字为核心，引导群众以诚立身，诚挚待人，以

诚兴业；家庭美德以 “孝”字为核心，引导群

众以孝为本，勤俭持家，孝俭养德；个人品德

以 “强”字为核心，引导群众自强不息，奋进

不止，争先创优。

在流程设计上，以庄严肃穆、氛围浓郁、

感染力强为鲜明标识。“道德讲堂”创设 “五

个一”基本流程，即：“唱一首歌曲”，是指每

次开讲之前，组织学唱一首道德讲堂主题歌

曲；“看一部短片”，是指围绕主题，组织群众

观看一部道德建设先进人物事迹短片； “诵一

段经典”，是指组织群众诵读一段中华传统经

典语录和征集的公民道德 “三字经”；“讲一个

故事”，是指讲述一个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体现

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典型事例； “作一番点

评”，是指由群众评议身边好人故事，讲述心

中感受。

在讲堂形式上，以群众主导、开放灵活、

吸引力强为主要原则。以 “我听、我看、我

讲、我议、我选、我行”为主要形式，其中，

“我听”指的是听先进事迹宣讲；“我看”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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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观看短片、情景剧表演等； “我讲”指的是

群众自我宣讲道德故事； “我选”指的是群众

推荐先进人物；“我议”指的是对先进事迹发

表感想或对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行为发

表议论； “我行”指的是受众在感知、认知、

接受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后，群起效仿，转化

为自觉行为。

在布局结构上，以覆盖全面、便于参与、

带动力强为根本目标。按照 “做大公共讲堂，

做优精品讲堂，做强示范讲堂，做好基层讲

堂”的思路，把讲堂办到群众 “家门口”。设

在文化宫的 “市民道德讲堂”，每周开展活动，

面向全体市民开放；对在实践中涌现的基础扎

实、特色鲜明的讲堂加大指导力度，构建 “精

品库”；对第一、二批市级示范点加强考核督

促，强化其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各基层单位广

泛建设讲堂，经常开展活动，练好 “内功”。

运用现代化手段，建成了 “空中道德讲堂”、

“ＱＱ道德讲堂”、“网络道德讲堂”、“手机报
道德讲堂”等平台，形成 “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虚实结合、立体推进”的讲堂格局。

南通市开展 “三好”标兵竞赛评选

南通市在全市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了以

“在学校做好学生、在家庭做好孩子、在社会

做好公民”为主要内容的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

动，探索建立起 “学校倡导、家庭参与、社会

支持”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载体。

齐抓共管，统筹推进。市文明办、市关工

委、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联合成立了三

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委员会，下发活动通知、

举办启动仪式。各县 （市）区都成立了三好标

兵竞赛评选活动委员会，构建了党委政府关心

重视，文明办、关工委牵头协调，教育、团

委、妇联等成员单位共同推进，学校、家庭、

社区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南通市和各县

（市）区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对三好标兵竞赛

评选活动进行部署安排，做到与其他日常工作

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使活动落

到实处。

丰富内容，拓展内涵。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组织开展了 “学党史、颂党

恩、争当三好标兵”等系列教育活动，通过举

办知识讲座、座谈会、歌咏比赛、演讲比赛、

征文比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对党

的热爱之情，争当好公民、好孩子、好学生。

各学校将这项活动作为学生思想品德课和思想

政治课的一项课外作业，制定活动表格，认真

填写学校、家庭、社区的意见，并通过日记、

作文、演讲比赛、主题班会、少先队会、团会

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开展活动的

体会和感受，真正使竞赛落到实处。

层层推荐，确保质量。构建了从市到县

（市）区、乡镇街道、学校、社区的三好标兵

竞赛评选活动网络。市文明办等５个部门明确
了三好标兵竞赛评选活动的目标要求、三好标

兵的评选条件和办法，并将候选人的事迹材料

和照片上传到南通文明网和南通市关工委网

站，制作投票页面，动员广大中小学生和老

师、家长积极参与评选投票活动。经基层推

荐、审核公示、公众投票、综合评定等程序，

评选表彰 １００名南通市三好标兵和十佳三好
标兵。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综合运用广播、电

视、报刊、网站、简报等各类媒介，及时报道

活动中涌现的新鲜经验、特色做法和先进典

型，逐步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江苏省

《关心下一代周报》、《南通日报》、南通电台、

南通电视台、《江海晚报》等多次报道竞赛评

选活动情况。南通文明网、南通关工委网站、

各县 （市）区教育网等网站都专门设置三好标

兵竞赛评选专题，及时发布竞赛活动信息。南

通电台开设 “三好标兵走进直播间”专栏，组

织单位负责同志、十佳三好标兵等先后走进直

播间，畅谈参与竞赛评选活动的感受，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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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开展 “道德评谈”活动

苏州市不断创新道德宣传方式，精心组织

“道德评谈”活动，把道德模范、“苏州好人”

的先进事迹改编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评弹曲

目，深入基层巡回演唱，让观众在欣赏中达到

共鸣，在感染中接受教育，深受群众好评。

近年来，苏州涌现近千名道德模范和先进

典型，其中被评为全国、全省道德模范的有６
人、“中国好人”４５名，成为丰厚的道德教育
资源。苏州评弹是当地著名的传统曲艺，评弹

书场遍及城乡，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传统优美

的曲艺形式谱写传唱当代人身边的好人好事，

不仅给苏州评弹注入了时代生机和活力，更是

让典型宣传和道德教育找到了新载体、打开了

新局面。观众在精彩的演出中不知不觉融入身

边模范的感人故事。评弹故事取材于生活中的

好人好事，演职人员全程参与创作，与模范人

物真诚交流，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

生动的演唱，让大家从内心深处发现善行可

为。在演出进程中还巧设情境互动环节，请出

道德模范原型与观众见面，真情互动。

“道德评谈”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根据

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将教育对象分成机关

公务员、企业家和企业职工、窗口行业服务人

员、在校学生、社区居民、农村居民、外来务

工人员、在苏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８类，演出
不同的曲目。分别组建国家级演员、青年演

员、评弹票友３个层次的演出团队，确保满足
不同类型人群、场次的需求。以 “看一台节

目”、“讲一段故事”、“学一段唱腔”、“读一

部作品”、“做一点评论”为主要模式，设计多

样化演出形式，使群众易于参与、乐于参与。

“道德评谈”活动认真做好演出活动的组

织实施，出台 《“道德评谈”工作实施方案》，

着力推动活动规范化和品牌化。从先进典型中

遴选先进事迹作为创作素材，经常组织剧作家

创作，不断推出新的 “评谈”剧目，保持节目

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开展优秀剧目大展演，评

选优秀剧目，设立剧目库，为各类演出提供资

源。设立专业化明星书场５８家，开展 “周周

演”；设立优秀书场 １２０个，每月演一次；设
立一批大众书场，每季演一次。统筹组织实

施，明确主题，统一背景标识，每场演出都以

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整理归档，确保

活动有序高质量开展。切实做到 “六个一”：

形成一套规范有序、运作便捷的管理机制，选

树一批事迹感人的先进人物，创作一批主题鲜

明、故事真切的优秀剧目，组织一支认真负

责、素质过硬的演出队伍，营造一种文明和

谐、融洽热烈的环境氛围，打造一批特点突

出、成效明显的示范节目，力争活动精品化。

徐州市开展 “舞动乡村”活动

２０１１年以来，徐州市着力打造 “舞动乡

村”活动品牌，变文化活动的小舞台为创新精

神文明建设的大平台，形成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新亮点。

“舞动乡村”活动最初源自于徐州市睢宁

县王集镇，活动形式是由村委会搭台，组织村

干部和群众每天晚上共同跳健身舞，利用休息

间隙宣传党的政策、商讨村务事宜、开展信息

交流，组织 “身边的好人”、“高效农业致富能

手”、“文明和睦家庭”、“热心公益群众楷模”

等各具特色的评选活动，村民可就自己关心和

疑惑的问题提出质询，村、组干部现场解答。

“舞动乡村”活动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一舞二

联三讲四议六送”：“一舞”，舞动乡村，愉悦

心情；“二联”，联系基层，联系群众，村委会

决策请群众参与、工作请群众监督、成效请群

众评议；“三讲”：干部讲政策，百姓讲建议，

能人讲经验；“四议”，议干部工作、促作风转

变，议村组大事、促自治管理，议勤政廉政、

促民主监督，议民风民事、促文明和谐； “六

送”，送政策，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送

岗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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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乡村”活动以其独有的针对性、实

用性和可推广性，迅速在全市推开并取得明显

成效。一是文化生活充实，群众精神振奋。活

动开展以来， “热闹、充实、丰富多彩”成为

全市农民生活的生动写照，群众沉浸在 “舞动

乡村”带来的文化享受之中，跳健身操、搞知

识竞赛和民俗表演，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二是邻里相处和谐，干群关系融洽。 “舞

动乡村”给农村群众提供了一个同唱同跳同娱

乐的舞台，老百姓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加强沟

通、增进理解，邻里相处更加和谐；村干部在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讲政策、答疑惑、解难题，

强化服务意识，回应群众诉求，提高民主自

治，赢得了百姓信任，融洽了干群关系。三是

文明素质提高，村风民风改善。 “舞动乡村”

活动的开展，使农民群众知政策、懂法律、有

文化、明事理， “守法、守信、向善、向上”

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追求，农民文明素质普遍

提高，农村文明新风日渐形成。四是民智民计

汇集，发展合力集聚。在 “舞动乡村”活动

中，全村干群共议村组大事，共谋发展思路，

围绕产业发展、土地综合整理、产权制度改

革、基础设施建设、村集体财务收支等重大事

项和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问计、问需、问

政于民，集聚全村智慧，凝聚发展合力。五是

矛盾化解有效，幸福指数提升。群众在 “舞动

乡村”活动中增进理解，加深感情、熟悉政

策、掌握技能，干部在活动中转变作风、开阔

思路、赢得信任、取得支持，在和谐、融洽、

互信、互敬的气氛中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农民

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扬州市用文艺作品助推精神文明建设

扬州市围绕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 “扬州

好人”推广活动，推出大量文艺作品，有电

影、曲艺、书籍、歌曲、小品，还有整台的晚

会等。扬州市植根深厚的文化底蕴，挖掘丰富

的文艺资源，用文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助

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 “用文艺建设文明”的

工作思路，收到了显著成效， “扬州好人”成

为扬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块闪亮名片。

在２０１１年推出的文艺作品中，电影有：歌
颂扬州好人徐兆华的同名电影 《徐兆华》，以

“感动２０１０年度”十大网络人物王文清为原型
的电影 《血源》，以及央视纪录片导演汪东升

为扛煤气罐助学的农民工———扬州好人颜展红

拍摄的 “微电影”。曲艺有：２０１１年５月承办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两场；８
月在各区举行 “扬州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

４场；与东方医院、扬州晚报合作，组织了２０
多场 “道德模范故事汇”进社区活动。书画

有：制作、发行了 “扬州好人”明信片，把表

现 “扬州好人”的书画作品印制在明信片上，

定格扬州好人形象，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组织

“扬州画家画扬州好人”活动，７个县 （市、

区）联动，不受画种限制，专业画家与社会各

界书画爱好者共同参与，在市文化馆展出书画

作品共 １００幅。书籍有：约请国家一级编剧、
著名剧作家刘鹏春先生，围绕中国七大传统节

日，量身定做了 《扬州们的节日———传统节日

朗诵诗集》，还有 《身边的感动———扬州好人

事迹汇编》、《凡人星空———凡人善举典型事迹

１００例》、《大爱风采》、《新风礼赞》、《大爱写
和谐———爱民模范徐兆华事迹录》等。歌曲

有：《“扬州好人”歌曲集》。市文明办面向全

国征集歌颂 “扬州好人”的主题歌词、歌曲，

共收到江苏省内外作者寄来的歌词 （曲）７８
首。扬州们从中评选出１２首优秀曲目，录制成
《“扬州好人”歌曲集》。小品有：表现拾金不

昧扬州好人龚文凤的小品 《飞来巨款》，反映

孝老爱亲扬州好人张梅琴的 《背着爸爸去上

学》，颂扬敬业奉献扬州好人陈小星的 《不落

的星辰》等。晚会有：２０１１年元月，扬州市全
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 “好人颂”晚会，

表彰扬州市年度 “十大道德模范”。连续举办

两届 《扬州市农民工春晚———扬州们是一家

人》特别节目，首届农民工春晚在中视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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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０１１年全国春节文艺晚会及春节特别节目评
优中，获得 “最佳作品”、“创新作品”两项大

奖。２０１１年９月，扬州市邀请上海爱乐乐团来

扬举行大型交响音乐会，慰问扬州好人和创建

功臣。

探索创新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万场宣讲活动

江苏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８号文件精神，
着眼 “治未病”，突出预防，重在普及，省、

市、县三级联动，在全省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万场宣讲活动。据统计，全省共开展宣讲活

动１３万余场，参与人数达５７０余万人次，受
到了广大未成年人及家长、老师的认可和

欢迎。

精心组织，创新举措整体布局。一是纳入

工作部署。省文明委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万场

宣讲活动作为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服务工作水平的创新举措，纳入全年精神文明

建设的工作安排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创新举措，精心打造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的创新品牌。二是培训专业队伍。省

文明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下发 《关于组织

开展全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万场宣讲活动

的通知》，委托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全国）辅

导中心对各省辖市２００余名宣讲骨干进行集中
培训；省级培训结束后，各市文明办自行组织

了近万名宣讲人员培训，并统筹安排宣讲活

动。三是明确职责分工。各地坚持志愿参与、

公益服务的原则，文明办牵头负责，精心规

划，统筹安排；教育部门立足学校，因地制

宜，创新举措；团委、妇联、关工委抓住载

体，挖掘资源，全程参与；心理健康专业机构

加强培训，分类指导，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协调

互动、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

准确定位，对象内容有的放矢。一是明确

宣讲对象。主要包括全省未成年人，以及家

长、中小学校 （中职学校）任课教师。二是明

确宣讲人员。由各市、县 （市、区）文明办牵

头，联合教育、卫生、团委、妇联、关工委等

单位，组织各市、县 （市、区）未成年人成长

指导中心专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社会

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 “五老”志愿者等成立

宣讲团。三是明确宣讲内容。坚持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贴近需求，注意选择未成年人想

听、家长关心、社会关注的共性问题开展宣

讲。在与专家学者会商论证，跟踪寻访未成年

人，参考南京 “陶老师”工作站、 “苏老师”

热线近千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小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与养成、中小学生考试

心态的调整、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与人际沟

通、未成年人青春期辅导、未成年人挫折教

育、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等１０个重点宣讲课题，
保证了宣讲活动的针对性。

讲求实效，方式方法灵活多样。一是在深

入普及上下工夫。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讲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活动，突出对留

守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心理关爱，使心理健

康教育遍及城乡、惠及更多未成年人以及家

长、教师。二是在鲜活生动上做文章。综合运

用集中宣讲、广场咨询、班 （团、队）主题活

动、校园心理剧展演、媒体网络互动等未成年

人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增强宣讲的吸引力和

实效性。如南京、苏州、盐城的校园心理剧创

作表演，徐州的 “考前减压助考”巡回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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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的关爱留守流动儿童 “温心驿站”，无锡

的 “太阳花开”心理辅导等都成为深受广大中

小学生欢迎的心理健康宣讲的生动载体。三是

在品牌引导上见实效。结合活动的总结交流，

组织开展全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奖和

推广奖评比表彰，汇编优秀案例，供各地学习

借鉴。加大对 “陶老师”工作站、 “苏老师”

热线的推介力度，把观摩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作为打造精通业务、乐于奉献的专业宣讲团队

的重要学习内容。

立体推进，活动开展由点及面。一是在

“点”上立足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室。利用全省中

小学９０％以上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兼职心
理健康教师的良好基础，把心理健康教育万场

宣讲活动纳入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室常态化工作

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考评体系，列为 “江

苏省和谐校园”重要考核内容，着力推动中小

学校建好用好心理咨询室 （辅导室），加强对中

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宣讲。二是在 “线”上抓住

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站。利用全省９８３％的
乡镇 （街道）社区，建立近４万个校外辅导站
独特优势，并结合社区卫生机构，全面建立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站，充分发挥社区 “五老”、社工

志愿者、乡镇 （街道）宣讲员及心理健康专业

人士作用，采用讲座、论坛、座谈会、团体辅

导、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等，深入开展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宣讲、培训和咨询。三是在 “面”

上依托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利用全省１３个
省辖市全部建成 “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４９
个县 （市区）建成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开通 “９６１１１”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的品牌
效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全省心理健康

万场宣讲的师资培训、资格认证和理论研究工

作，提升宣讲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淮安市开展 “十大不文明行为”评议

改百日集中行动

２０１１年，淮安市组织开展的淮安市民反感

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评议改百日集中行动，

立足提升公共文明指数，把集中整治与长效管

理互相衔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有声有色、卓

有成效开展。

贴近需求顺民意。随着淮安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速、市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变和人们审美趣

味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城市公园、公厕、公益

展馆等全部实行免费开放的情况下，淮安市民

对以往司空见惯的一些行为陋习愈益反感和摒

弃，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基于这样的背

景，决定以市文明委和市城管委的名义，围绕

“爱我淮安，美化家园，共创文明，从我做起”

活动主题，联合在全市组织开展淮安市民反感

的 “十大不文明行动”评议改百日集中行动。

集中行动从２０１１年元月起到４月初结束，历经
３个月１００天时间。

宣传造势聚民力。行动开始之初，市文明

委和市城管委召开了大规模的动员会，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建设受人尊敬、令人

向往的富庶美丽幸福新淮安”的目标，以迎接

省文明城市测评为动力，进行全面周详的部署

动员。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宣传媒体，运用

各类宣传方法，组织各项宣传活动，大张旗鼓

地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一是动用各类新闻媒

体，营造 “文明淮安我创建、淮安文明我荣

耀”的活动氛围。在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

安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刊发工作进展情况报道和

各种评议文章１３０余篇，在淮安广播电视台相
关栏目中播出专题节目或报道３０余次。二是举
办大型广场集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

评议改活动。清河区在金鹰广场组织的评议改

活动文艺演出，清浦区在一品梅广场举办的评

议改活动签字承诺仪式，市水利局和淮安日报

社在里运河畔联合开展的 “生态家园，你我共

建”志愿者活动，四套班子领导和市相关部门

负责人带头参加，市民反响强烈。三是推出多

项集中宣传活动，扩大覆盖面、强化渗透力。

市文明委、城管委、文联和公交公司联合开展

了 “百名少儿书文明用语、百座站台展城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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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活动，将少儿书写的文明用语在公交站台

宣传栏展出。市、区文明办和城管办分别组织

创作了不文明行为漫画，编印成 《“十大不文

明行为”宣传手册》，进社区、进学校累计发

放５万余册。淮阴区城管办专题制作了长达
２０００米的图文并茂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宣传

画廊。

深入评议汇民智。以报纸、网络作为不文

明行为评议主要阵地，同时发动各部门联动开

展各类主题评议活动，评出市民反感的 “十大

不文明行为”，并对 “十大不文明行为”及其

他各类不文明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是广泛进行

票选。各市级报纸刊登了有奖调查问卷，在淮

水安澜论坛等网站设置了投票点，针对重点人

群组织发放纸质问卷３０万份，收到有效调查问
卷２６７４５２份，票选统计出淮安市民反感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第一时间在各大公交站台

宣传栏公示评选结果。二是利用媒体网络广泛

开展评议。淮安日报、淮海晚报开辟了不文明

行为评议专栏，刊登了文字、图片类评议稿件

５０余篇，深刻分析不文明行为的种类、成因和
危害。通过 《淮水安澜论坛》 “不文明行为评

议专栏”，发动网民曝光、评议各种不文明行

为。三是发挥部门职能全面剖析各行业不文明

现象。市公安、城管、住建、工商、卫生、交

通、水利、教育等部门分别组织开展了 “文明

交通，从我做起”、 “城市是我家、卫生靠大

家”、“生态家园、你我共享”、“诚信经营、放

心消费”、“关爱健康，远离地沟油”、“文明乘

车、诚信营运”、“摒弃不文明行为、保护运河

环境”、“小手拉大手、文明伴我行”等主题评

议活动。

重抓整改惠民生。各县区、各部门将不文

明行为全面整改和城市管理工作有机结合，以

真切的整改效果取信于民、普惠于民。一是各

区开展了多部门参与的综合整治活动。清河区

组织开展了企业、社区结对竞赛活动。楚州区

从工商、环保、城管、公安、交通、卫生等部

门抽调人员，组成综合执法队伍，开展了专项

整治。二是各部门紧密结合工作职能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整改活动。市城管局针对票选出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开展了 “七个一”活动，

率先打响整改攻坚战。市文明办针对乱闯红

灯、翻越护栏等不文明交通行为，组织市区两

级相关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的数千名党员干部

争当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开展文明交通 “月

月行”志愿服务，在市区１６个主要路段，连
续４个月进行交通劝导纠察。市交巡警支队集
中半个月，在全市城区分段开展了非机动车违

章突击整治，使交通秩序明显好转。市交通运

输局一手抓好出租车文明星级评选，一手抓强

行拼车、甩客、乱收费等不良行为整治，取得

了明显成效。三是基层单位结合实际开展各种

不文明行为整改工作。促进了文明创建和城管

工作的互动双赢，群众遵守公德的自律意识和

城市管理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涌现出许多为

城市管理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主动要求参加文

明志愿服务的热心市民。百日集中行动被评为

全市２０１１年度优秀创新项目。

南京市持续开展 “城乡携手、共建文

明”活动

南京市把开展 “城乡携手、共建文明”活

动作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不

断提高农民文明素质，提升农村文明程度，培

育农村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新风尚。

把 “促共建”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工作，推动城乡文明一体化。坚持把 “促共

建”作为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和推

手。一是强化组织实施。每一轮结对共建活

动，都以市文明委的名义专门下发文件，对全

市的城乡结对共建活动进行安排和部署。通过

召开联席会议，现场观摩会，经验交流会，选

树典型，媒体宣传，编发简报等多种形式，不

断推动城乡结对共建活动向纵深发展。二是规

范结对内容。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

提出促进城乡文明一体化的 “五帮” （落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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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帮扶项目、建设一批文体阵地、完善一批基

础设施、组织一批教育培训、树立一批创建典

型）为主题的共建活动内容，使创建工作更加

贴近农村实际需要。三是健全激励机制。将共

建活动参与的成效，作为每届文明行业、文明

单位评比的重要条件，专门制定出台具体考核

细则，加大结对共建成效的考核力度，调动文

明行业和单位积极参与城乡结对共建。

把 “创新貌”作为结对共建的基础要求，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始终把改善村容村貌

作为城市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方便入手、

最容易取得成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以不

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为突破口，动员和发动参

与结对共建的行业和单位积极发挥自身的特点

和优势，按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加

大资金投入，帮助结对村硬化道路、净化庭

院、绿化村庄。据不完全统计，９年来，参与
结对共建的行业和单位共出资近亿元帮助结对

村完善基础设施，仅江宁区就从结对行业和单

位筹措资金４０００万元左右，用于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与此同时，各结对村把共建和自建相结

合，积极开展清洁家园和绿色家园创建活动，

解决了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

乱泼、禽畜乱跑的 “五乱”问题，从根本上改

善了农村 “脏、乱、差”的现象，大大地改善

了农村的环境面貌。目前，全市结对村中，已

创成省级卫生村３９个，市级卫生村７５个。
把 “强素质”作为结对共建的核心要求，

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在开展城乡结对共建活动

中，始终把增强农民群众的文明素质作为根本

任务。一是实施现代农民培训工程。共建单位

根据农民群众不同的需求，从各结对村的实际

情况出发，组织灵活多样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实

用技术培训，引导农民群众增强市场意识和科

技意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的现代新型农民。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结
对行业和单位共开展各类培训５３００多期，直接
培训农民１５万多人。二是实施新市民素质提升
计划。参与结对的文明行业和单位充分利用基

层党校、成人教育中心、人口学校等教育阵

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文明礼仪培训，教育和引

导广大新市民养成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

环境、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三是开展星

级文明户评选等典型示范引导行动。参与结对

共建的行业单位还积极参与属地 “星级文明

户”创建活动，着力引导农民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追求文明、远离愚昧，尊老爱幼、扶贫

帮困，有效地推动了村风民风的根本好转。

把 “种文化”作为结对共建的重点内容，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参与结对的行业单位

不断拓展阵地，创新载体，充实活动，将更多

的农民吸引到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来。

一是把文体设施建在农民家门口。结对共建

中，结对行业和单位从完善硬件，健全设施入

手，把为农民群众提供基本的文化活动阵地作

为结对共建的一项重点工作，不断加强农村文

化基础设施建设。三轮结对共建下来，参与结

对共建的文明行业和单位帮助结对村新建和完

善各类文化活动场馆１３５个，文体活动广场２３
个，做到了每个行政村都配有专门的文化活动

场馆，有的村甚至有２个以上的文化活动场馆。
二是把文化融到农民心坎里。参与结对的文明

行业和单位，依托结对村的文化人才、文化资

源，注重发挥桥梁的作用，出资帮助结对村大

力发掘彰显地域特色的抖空竹、腰鼓舞、狮

舞、彩扇舞、将军鼓、健身球、手杖舞、舞龙

等地方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三是把文化活动送进农民家里面。参

与结对的文明行业和单位还结合自身实际，开

展了送电影、送演出、送书籍进村入户活动，

给广大村民送去了文化大餐，使求知、求乐、

求美、求健康逐渐成为农村的一种新风尚。

把 “谋发展”作为结对共建的重要项目，

帮助农村实现村强民富奔小康。各郊区县因势

利导，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共建单位提供的

资金、技术、物资和项目帮助，努力增强自身

发展的 “造血”功能。江宁区自城乡共建文明

活动开展以来，始终把如何增强结对村的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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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放在中心位置，积极动员结对行业和

单位为结对村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转移剩余

劳动力出主意、想办法，共同促进结对村经济

发展。江宁区淳化街道西埠社区在结对单位南

京板桥汽渡管理处帮助兴建的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标
准厂房下，又多方筹措资金，新增建了３０００平
方米的标准厂房，建起了村级工业园，不仅每

年给社区带来近５０多万元的固定租金收入，还
为周边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２０００多人，真正走
出了一条借助外力，实现自身发展的典型

之路。

盐城市开设 “１２３４５”热线关爱留守
儿童健康成长

盐城是农业大市，外出务工人员近１２０万，
有１０万多名留守儿童。为了促进留守儿童健康
成长，盐城市以 “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差”

为宗旨，创新载体、整合资源，架设 “１２３４５”
热线，全力关爱留守儿童。

建立一个纵贯到底的工作平台———农村留

守儿童成长指导中心。指导中心主要依托县

（市、区）、镇两级世代服务中心，由各地文明

委经过考察统一挂牌命名。硬件配备上，要求

都开通咨询电话，具备不少于１００平方米的专
用场地，配备２—３间不同功能的面询室和１间
多功能活动室 （配备教育培训多媒体设备），

备有２００本以上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软件教育
上，由世代服务中心的专职人员和社会志愿者

组成工作队伍，建立未成年人 （留守儿童）健

康教育人员信息库，吸纳社会各类具有健康教

育专业知识的志愿者为兼职指导员，经公开招

聘、严格审核和业务培训后，颁发聘书，为全

市留守儿童开展健康教育服务。目前，全市已

建成１０余个留守儿童成长指导中心。
实施双向互动———社会和留守儿童共享和

谐关爱。全市以 “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长”

为主题，组织各类文明创建先进单位开展 “亲

情每一天”、“众心暖童心”、孩子与父母视频

连线等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实效的活动，把

关爱送进每一个留守儿童心头。重点推进 “感

恩社会·善小我为”主题活动，引导留守儿童

以感恩之心———用实践行动回报社会。活动

中，留守儿童自己策划设计活动载体，先后开

展了 “走进特殊学校”、 “关爱贫困地区小朋

友”等１０多项活动。每逢假日，他们头戴印
有 “善小我为，留守儿童在行动”的小红帽，

上门募捐图书和衣服，送给更需要的未成年

人；组织义卖，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盐城市红

十字会；走进特殊学校，走进敬老院，与残障

儿童一起活动，帮助孤寡老人洗衣梳头。留守

儿童在参与中将自己的爱心撒播到各个特殊未

成年人群体，形成了社会儿童互相关爱的和谐

氛围。

开展 “三情”关爱———亲情、友情、邻里

情搭起 “爱心桥”。让留守儿童与亲戚进行亲

情结对，与家长的朋友进行友情结对，与邻居

进行邻里情结对。通过三情关爱，定点到人，

因人施教，以情动人，零距离关心，消除留守

儿童因家长不在身边带来的亲情缺失。响水县

六套乡对全乡进行统一摸底，建立了５３５名留
守儿童档案，发动五老人员、乡村干部和学校

教师，参加关爱，其中亲情结对１７４人，友情
结对１７９人，邻里情结对１８２人，全乡留守儿
童人人都有义务监护人。

打造四支队伍———志愿者、爱心父母、代

理家长、 “五老”共同关爱。一是积极开展志

愿者行动。鼓励各级各类志愿者的留守儿童奉

献爱心，先后开展了 “我与孩子过大年”、“假

日１＋１”等２０多项活动。亭湖区举行 “同在

阳光下，同有一个家”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社

区内近百户居民家庭踊跃报名。社区对报名家

庭逐一进行回访、筛选、集中培训后，确定志

愿者与留守儿童周末结对，此项活动获得了

“文明社区环省行”感动故事奖。二是争做

“爱心父母”。鼓励各界人士为留守儿童送去亲

情关怀。大力宣传关爱留守儿童的先进事迹，

鼓励更多的人给孩子送去关爱。目前全市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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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妈妈 １万多名。三是实施 “代理家长”行

动。按照 “自愿平等”原则，与孩子家长签订

协议，成为该留守儿童的 “代理家长”，做到

“六个一”，即每周与留守儿童联系交流、辅导

作业一次；每月与留守儿童父母、任课教师、

托管人联系一次；每学期制订一份帮扶留守儿

童工作计划书；每学期撰写一份帮扶工作情况

总结或留守儿童教育经验文章；每月向关爱留

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与留守儿童一起过 “双休日”。四是加快 “五

老”队伍建设。鼓励老干部、老专家、老军

人、老教师、老模范等 “五老”走进社区、走

进农村，开展传统教育和学习帮助。创办 “青

少年德育学校”，义务对留守儿童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和地方人文历史知识教育，鼓励他们勤

奋学习，立志成才。

构建五类载体———寄宿制学校、博爱小

学、春蕾班、家教辅导站、留守儿童之家分类

管理。该市积极建立留守儿童档案，逐一登

记，分类管理，全面关爱。针对住校就读的留

守儿童，重点打造三类载体：一是寄宿制学

校。课间以任教老师为主体，抓好行为规范和

文化教育；晚间以值周老师为主体，解决晚间

离校或外出不归现象。每月与在外家长或委托

监护人联系一次，相互通气、共同育人。二是

博爱小学。成立江苏省第一所红十字博爱小

学，为学校附近地区特困未成年人提供食、

宿、学全部免费的高质量义务小学教育，学校

被授予 “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三是春蕾班。发动各行各业献爱

心，捐助成立以特困留守儿童为主要对象的春

蕾班。针对不住校走读的留守儿童，重点加强

两类载体建设：一是家教辅导站。镇村成立校

外辅导站和家教辅导点，聘请以 “五老”人员

为主的文化辅导员，对留守儿童辅导教育；条

件允许的地方，还利用闲置空房，创办留守儿

童托管中心。二是留守儿童之家。对散居乡村

和租房就读的留守儿童，以家庭为单位建设

“留守儿童之家”，照顾食宿，帮助学习。

镇江市加强志愿者培训　促进志愿服
务专业化

镇江市在加强志愿者教育培训实践中，强

化三个环节，建设四大阵地，拓展若干个专业

项目，逐步探索形成了 “３＋４＋Ｘ”志愿者教
育培训模式，有力提升了志愿服务专业化

水平。

强化三个培训环节。一是入门培训。全面

推行 《镇江市注册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实

行志愿者网络化管理。注册前，志愿者可通过

镇江注册志愿者网站学习了解有关志愿服务知

识；程序设计上，将学习阅读 《镇江市注册志

愿者管理办法》作为申请注册的前置条件；注

册后，志愿者作为会员将更充分地了解并共享

有关服务信息。同时，各志愿者团队结合服务

对象、服务内容，对首次参加活动的人员组织

短期集中培训。二是岗位培训。一是短期服务

性岗位培训。如：在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

务活动中，所有文明交通志愿者上岗前都必须

接受短期交通法规知识集中培训。二是长期服

务性岗位培训。如：拥有２２０名成员的文明城
市创建市民督查团在市文明办指导下定期组织

培训，所有督查员都必须接受每两个月一次的

培训，督查团团长及各分团负责人不定期参加

全市性文明创建工作会议。三是骨干培训。市

志愿者培训学校重点开展市内各级各类志愿者

团队负责人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团队建设理

论与实践、重大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组织、志

愿者规范化管理等，培训形式为专家讲座、主

题沙龙、专题研训、素质拓展训练等。

建好用好四个阵地。一是志愿者培训学

校。培训学校主要开展骨干培训，并对全市志

愿者培训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培训学校

由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直接领导，依托在

镇高校、职业学校师资资源和专业优势，协调

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延揽各类专业师资以及

各志愿者团队中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担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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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打造培训学校自己的讲师团和师资库。讲

师团已拥有２１名来自高校和有关行业的专家学
者，师资库已拥有９５名来自各志愿者团队的负
责人或志愿者骨干成员。二是社区。依托社区

资源，主要开展体验式、互动式培训，为志愿

者提供广阔的实践提升舞台。９１个城市社区全
部成立志愿服务站，实现社区全覆盖，且全部

达到 “六有”标准，即有办公地点、有负责人

员、有服务队伍、有服务项目、有工作机制、

有明显标志。充分利用社区物质资源，让便民

服务中心、市民学校、科技普及站、现代远程

教育设备等 “物尽其用”，承担多种志愿服务

培训教室的功能。同时，充分挖掘社区服务体

验的实践空间，连续８年每周组织一次青年志
愿者集中服务进社区活动。三是行业。市内已

建成教育、卫生、体育、质监、环保等３０多支
行业志愿者服务队，特别是市级以上文明行业

实现志愿服务组织全覆盖。卫生系统志愿者达

１５００人，在 “急救理论与操作”、“临终关怀”

等培训活动中，师资均为卫生系统知名专家。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各个社区，所有志

愿者都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教育志愿者以社区

“四点钟学校”为阵地，对中小学生开展义务

辅导活动。四是网络。“镇江市注册志愿者网”

作为网络培训的主阵地，除建有注册志愿者信

息管理系统外，还开辟了 “培训中心”专题栏

目，发布志愿服务通用知识、政策法规及视频

讲座等。网络培训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本地网

站 “ＭＹ０５１１”、镇江新闻网上的各类网络志愿
者团队，这些团队以网络为平台，通过建立网

页、论坛等形式，互动交流，发布信息。

深化拓展四类专业项目。一是应急救助。

市１２０急救中心志愿服务分站，为全市突发性
事件开展医疗急救志愿服务工作，开设急救知

识市民讲堂，定期向市民宣传普及心肺复苏术

等急救知识，足迹遍布城乡。二是重大赛会。

在本市各类大型会议、比赛或主题宣传活动

中，数千名志愿者在接待、翻译、医疗服务、

秩序维持等不同岗位上奉献。镇江 “文化嘉年

华”活动期间，有 ２０００人次参与志愿服务，
服务时间达８０００小时； “蓝色经典·梦之蓝”
杯亚洲男子俱乐部排球锦标赛期间，数百名志

愿者经招募培训后上岗。三是科普学术。每年

科普宣传周期间，市科协都组织召开科普志愿

者培训会，向科普志愿者们介绍科普宣传周概

况、宣传主题，并对志愿者进行接待引导、服

务应急等方面的培训。四是慈善爱心。定期举

办慈善义工助老服务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慈善助老义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助老工作

流程，涉及 “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

急、助医”６个方面。
（江苏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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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大力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公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公民道德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文

明创建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文明出行全面拓

展，全民阅读扎实推进，理论研究日益深入，

社会风尚健康向上，先进典型层出不穷。主要

呈现以下七个明显特点：

一、突出道德内涵，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目标明确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以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提高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围绕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从机制建

设、实践养成和理论研究等多个层面推动公民

道德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根据中央和省委关

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浙江省实

际，省文明办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了 《浙江省公

民道德建设纲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宣传教育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全省各地

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大力开展了 “永远跟

党走”———浙江省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党史知

识竞赛、“童心向党”儿童诗歌诵读、“党在我

心中”征文比赛、“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寄

语等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

党爱国情怀，进一步弘扬了民族精神、时代精

神，唱响了主旋律。公民道德建设坚持以 “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线，组织开展了 “迎残

运讲文明树新风”、 “文明出行”、 “我们的节

日”、全民阅读等道德主题实践活动。在第二

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推荐评选活动中，浙江省推荐的吴菊萍、

毛陈冰分别被评为 “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和 “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吴菊萍经中宣

部刘云山部长批示、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龙年

春节联欢晚会，成功当选 “２０１１感动中国年度
人物”；毛陈冰受邀成为伦敦奥运会火炬接力

手。新华社在 １２月 ２２日的报道 《２０１１“最
美”小人物抚慰社会 “道德焦虑”》中提及的

５位 “最美小人物”，浙江占了 ４人。春节前
夕，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亲自给浙江省６０位历
届道德模范、道德建设先进个人寄送新春贺

卡，这一做法全国独一无二，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各地

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道德

模范故事汇”、 “道德的力量 身边的榜样”等

各类道德模范评选、巡演及图片展活动，从群

众中发现并选树了一大批如 “７·２３甬温线特
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温州人民、丽水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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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姑娘”叶霄雯、常山 “最美爷爷”占祖亿、

衢州 “最美教师”姜文、陈霞等道德典型，营

造了全社会学习道德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掀

起了广大群众学先进、做好人的热潮。

二、坚持为民惠民，文明创建活动成

果丰硕

２０１１年是浙江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丰
收年，在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

明村镇的推荐评选中，杭州、嘉兴正式跻身

“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实现了地级市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零的突破。宁波顺利通过复

评，实现 “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冠”。温州、

湖州、绍兴、余姚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在全国文明单位、村镇的推荐和复查过

程中，严格程序，加强规范，首次运用 《浙江

省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对申报单位进行公

开考核。在中央文明委公布的命名表彰名单

中，浙江省有５６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１７个镇被评为全国文明镇、２４个村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多年来我省各

地牢牢坚持的 “抓文明创建就是抓科学发展、

抓社会建设、抓民生改善、抓城市竞争力”的

创建理念是分不开的。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

各地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市民文明素质和人

民生活品质为根本，从具体事情抓起，持之以

恒，锲而不舍，取得明显成效。

三、聚焦顽症陋习，社会文明前进步

伐稳健

全面聚焦、有效整治顽症陋习，是浙江精

神文明建设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工作经验和抓

手。从９０年代初组织的声势浩大的 “讲文明

树新风”宣传教育活动，到近年来连续开展的

文明行路、文明乘车、文明游园等专项活动，

精神文明建设从几个看似很小但群众反映比较

强烈的市民公共行为上入手，通过坚持不懈的

宣传、教育、整治，有效提升了人的文明素质

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切实把城市管理的难点变

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点。２０１１年，借第八届
全国残运会在浙江省举办的契机，各地以创优

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标准，重点开

展了 “迎残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深入开展

了 “文明有礼”主题实践活动，举办公益广告

创意大赛，组织开展文明礼仪知识竞赛、窗口

行业文明礼仪示范，文明礼仪讲座进社区、文

明短信和红段子征集推广等系列活动，全面宣

传普及礼仪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养成 “讲道

德、讲礼仪、讲文明”的良好习惯，向国内外

嘉宾充分展示了浙江人民文明有礼、热情好客

的精神风貌和城乡文明和谐、开放包容的社会

形象。同时，各地按照设施文明、管理文明、

行为文明的要求，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服务

质量、维护公共秩序等方面入手，针对城市的

突出问题和市民不文明行为开展集中纠治，取

得了良好成效。

四、创新工作载体，精神文明建设方

法科学有效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立足于工作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

地工作积极主动，扎实深入，在实践中不断推

出很多新载体、新方法，设计推出了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大众化的 “道德论

坛”、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 “文明县 （市、

区）”创建、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等载体，有力推动了精

神文明建设，呈现出全面推进、蓬勃发展的良

好局面。２０１１年，正式启动了文明县 （市、

区）创建，引领城乡文明均衡协调发展的趋势

和作用更加凸显。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领域，

从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拓展农村未成年人

教育范围、满足新时期农村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需要的角度出发，增强责任意识，科学分配名

额，制定规章制度，启动建设工作，广泛开展

活动，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浙江省有４３所学
校正式启动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县级青少

年宫、乡 （镇）学校少年宫、“春泥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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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村的三级校外活动网络初现雏形。在 “迎讲

树”活动中，积极发挥残运会赛事承办地的作

用，以治理环境卫生、维护公共秩序、倡导文

明生活方式、开展社会志愿服务为重点，开展

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提升

了市民素质，净化了社会风气。在 “我们的节

日”活动中，各地以推进民俗文化发展为重

点，在传统节日期间通过经典诵读、民俗文

化、社区文艺、展览展示、电影放映、体育健

身、走访慰问等形式，在全社会营造认知传

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良好氛

围。围绕全民阅读活动，各地以 “打造知识型

员工，创建学习型企业，建设学习型城市”为

主题，着力创新阅读模式，精心设计活动载

体，扎实开展阅读活动，形成了全民阅读的品

牌效应，激发了群众的阅读兴趣，营造了良好

的读书学习氛围。在 “文明出行”活动中，不

断将活动影响面向农村延伸，各地结合 “中国

和美家园”建设和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以创建

“村道文明线”工程为载体，大力提升农民文

明交通素质，保障村道安全畅通。这一做法在

全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福建厦门现场会上

作为典型经验，做了交流发言。省委书记赵洪

祝同志对文明出行活动专门作出批示，认为文

明出行是一个地方公民素质、社会秩序和文明

程度的具体体现，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

重要内容，并希望继续努力，真正使 “车让

人、人守规”蔚然成风。

五、加强调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理

论成果丰富

调查研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

是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方法。浙江省

文明办在各地文明办的配合下，先后组织开展

了三次比较大的理论研讨活动，推动了全省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根据

中央和浙江省 “十二五”规划有关公民道德建

设的要求，重点开展了 《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设

纲要》的研究制定工作。围绕 《纲要》的制

定，省文明办组织对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作了深

入广泛调研。目前， 《纲要》已经省委常委会

审议通过，将于近期正式颁布。省文明办在遂

昌县召开了全省文明办主任暑期读书会，着重

以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对如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进一步提

高人的素质、发挥思想道德建设作用展开了研

讨。受中央文明办委托，２０１１年，浙江省重点
开展了 “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如何加强诚实守信

教育”重点课题调研，目前该课题任务已圆满

完成，被中宣部 《决策参考》录用刊登。结合

中央文明办的课题，浙江省举办了第六届精神

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暨 “诚信与文明”论坛，

来自理论界、新闻界和各地文明办的代表对新

形势下诚信建设的地位、内容和方法等进行了

深入研讨，涌现了一批理论成果，有效引导了

各地新时期诚信建设。

六、注重建章立制，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日趋规范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在长远、贵在坚持。

在研究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机制建设，从机制

层面来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常抓常新、深入、持

久、健康发展。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

域，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了 《关于 ２０１０年浙
江省 “春泥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省委书

记赵洪祝同志对 “春泥计划”实施工作高度肯

定，并作出专门批示，强调要整合社会资源，

丰富活动内容，建立长效机制，深入实施 “春

泥计划”，使之不断取得新成效。在省委领导

的关心下，省有关部门把 “春泥计划”纳入了

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

纳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组织

召开了全省 “春泥计划”专题推进会，开展了

“春泥计划”实施情况电话暗访，建立了 “春

泥计划”实施工作联系点制度，启动了 “春泥

计划”项目库建设，完善了 《“春泥计划”实

施规范和等级评定》，评选了一批 “春泥计划”

实施工作先进县、先进村和先进工作者，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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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春泥计划”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运作的

轨道。通过扩面提质，全省已有 １３万多个
“春泥计划”实施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件实事”、社会文化环境的净化优化，也通

过建章立制，日益走上了规范化道路，为全省

未成年人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温州、台州

等地连续多年组织实施了未成年人道德经典诵

读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 “诵一本有道德的

书，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些做法作为典型

经验，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作了交流发

言。在文明创建领域，通过进一步规范文明城

市 （县城、城区）申报、审核、调研、考核等

程序，有力推动各地创建活动减少突击行为、

注重常态发展。根据新制定的 《浙江省文明城

市评选和管理办法 （试行）》，引导各县 （市、

区）将创建重点放到思想道德建设上、放到日

常管理过程中，按照关注过程、注重常态的要

求，强化创建意识，健全长效机制，提高创建

水平。特别是去年参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和复

评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湖州、

余姚等城市，切实围绕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

市品质这一重点，展开创建整体谋划和系统实

施，探索建立了文明城市创建的责任机制、网

格化管理机制、监督机制、量化考核机制和城

乡联动机制等一整套完备的、贯穿创建全过程

的机制，使文明城市创建无论在认识高度、重

视程度、投入力度、工作强度上都上了一个新

台阶。在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创建

活动中，２０１０年出台 《浙江省文明单位创建管

理办法》、《浙江省文明村镇创建管理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后，通过２０１１年的贯彻实施和宣
传，有效引导各地加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

建活动的经常性宣传发动和指导管理工作。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还着重在医疗卫生、高速公路
文明服务区等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领域开展重点行业创建，引导这些行业部门在

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七、凝聚各方力量，精神文明建设呈

现合力推进格局

浙江省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目标，形成

并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

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群团组织

密切配合、新闻媒体引导推进，城乡联动、全

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省文

明办系统切实用好三方面力量，抓好宣传、教

育、践行三个环节，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稳

健务实发展。一是发挥好各级文明委各成员单

位的主力军作用；二是发挥好各级各类新闻媒

体的主旋律作用；三是发挥好各级文明办的主

渠道作用。多年来，全省文明办系统正是通过

这三个渠道，精心组织协调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和新闻媒体，努力将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贯穿

到各部门的工作目标、工作举措中，最终落到

实处。如全民阅读、文明出行等活动和文明城

市的检查考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件

实事”、“春泥计划”的实施督查等，都是依靠

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参与完成的。积极协调各级

各类新闻单位，及时对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进行

了大量、翔实的宣传报道，介绍了先进经验和

先进典型，传播了文明礼仪知识，扩大了活动

影响，提升了活动效果。如在道德模范的学习

宣传过程中，通过媒体、网络广泛开展道德模

范等先进人物主题访谈和报道，并在公民道德

宣传日与浙江广电集团举办了 “浙江好人　德
行天下”大型直播活动。 “种文化”活动，也

是采取了省、市、县 （市、区）三级联动的方

式加以推广，成效显著。还有文明县 （市、

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创建等

活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志愿服务等工作，都是在各级文明办的

积极配合下才完成的。 “迎残运讲文明树新

风”、“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等重点道德实践活动，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评选、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等重点工作，都得以圆满完成，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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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全省文明办系统上下左右齐心协力、

各负其责、群策群力的饱满工作情绪和良好工

作格局。

特色活动

办好办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

件实事”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总体要求，浙江省紧密结合改革发展实际和

广大未成年人思想生活实际，不断摸索创新，

总结提炼，提出以 “工程化设计、项目化运

作”的方式，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目标

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活动和项目，每年通

过具体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来带动工作任务的落

实到位。“十件实事”以文明委成员单位为主

体，以向社会公开征集招标为补充，选择符合

该省实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与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密切相关的重要工作为实事项目，有

效整合各类资源惠及未成年人，将实事办好，

将好事办实。目前， “十件实事”项目受益未

成年人达１００多万人，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
导的高度评价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逐

步形成特色品牌。

１重点突出基础实。实事项目坚持向基层
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山区海岛倾斜、向欠发

达地区倾斜的原则，让资源相对贫乏地区的未

成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关爱。如开展的实事 “少

年追梦———贫困地区少年文学援助行动”项

目，在经济较落后的浙江省丽水市举行启动仪

式，征集到贫困地区未成年人 “三行诗”１０００
多首，不仅培养了未成年人对语言词汇的体味

和欣赏能力，还使他们在创作中观察生活、辨

别美丑、感知恩典。

２参与广泛合力强。文明委成员单位积极

参与，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各地因地制宜推出

具有地方特色的实事项目，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注、关心、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实事项

目的征集从最开始的十多个到现在的一百多

个，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选择面越来越大，

范围越来越广。与此同时，该省还积极指导全

省各地设计好载体，推出一批面向未成年人、

富有地方特色的实事项目。各地各部门通过实

事项目的方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地方优

势，以项目带动未成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２０１１年还向社会征集了 “心灵花园”实事项

目，通过心理辅导志愿者队伍，在全省各地开

展生动有趣的心理游戏体验活动，为未成年人

年提供心理测量、心理互动、心理释放、情绪

管理等各类心理问题的预防服务。

３内容丰富亮点多。实事项目以有利于优
化未成年人社会成长环境为目标，内容积极向

上，形式多彩多样，有教育类、文娱类、体育

类、智力开发类、道德实践类和社会体验类

等。如 “平安成长安全教育工程”，由省公安

厅牵头，通过 “走进警营牵手平安大型活动”、

“安全防范童谣征集活动”等，提高未成年人

的安全防范意识，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

全环境；“梦想操场”项目通过在农村组织开

展手拉手爱心接力、爱心实践等系列活动 （捐

款和捐赠活动器材等），帮助农村未成年人实

现快乐梦想。

４注重互动氛围浓。在各实事项目取得阶
段性成果的同时，联合浙江在线开展全省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件实事”网络互动系列

活动，组织部分实事项目承办单位进行网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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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访谈，加强家长、未成年人与各类专家、项

目实施方的沟通，答疑解惑，增强互动，提升

项目的实效性，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件实事”这一品牌的知晓率。

全民阅读活动

２０１１年浙江省全民阅读活动围绕 “打造知

识型员工，创建学习型企业，推进学习型城

市”主题，着力创新阅读模式，精心设计活动

载体，扎实开展阅读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全民阅读活动的互动性、针对性、品牌性进一

步凸显。

１创新形式，构筑平台，全民阅读活动的
参与性进一步增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根据

广大群众的需求，积极创新阅读模式，搭建互

动平台，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全民阅读活动。开

展 “爱读书，爱生活”、“党在我心中”等主题

征文活动。杭州市开展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

核心词征集活动，主要网站的总访问量４９万多
人次。嘉兴市以 “新居民、新生活，新老居民

共建和谐新家园”为主题，开展第六届 “我的

嘉兴故事”新居民征文比赛和 “颂红船、展风

采，学规划、比贡献”读书学习征文活动。湖

州市开展以读书共享、读书论坛、读书典型、

读书征文、读书竞赛、读书关爱和读书展示为

内容的七大系列活动，吸引１０多万市民热情参
与。

在全省开展 “全民数字阅读”活动，分期

向读者推荐好书，提供在线阅读。浙江网络图

书馆浏览次数超１４００万次，电子期刊阅读下载
１１５０余万篇，电子图书阅读２０余万册，电子
文献传递２３万余次。浙江文明网联合中国电信
天翼阅读平台开设 “全民数字阅读专区”，开

展 “全民数字阅读大讲堂”、“绿色征文”、“党

员读红书”、“师生同读一本好书”、“知名作家

谈读书”等线上系列活动。中国移动浙江分公

司构建的数字阅读基地，汇聚逾２６万册精品图
书，累计访问用户２５亿。宁波市利用宁波电

视台、宁波人民广播电台建立读书专题专栏，

播出新书推介、体会交流、作品展示、经典

“悦读”等节目内容。

２区分层面，拓展内容，全民阅读活动的
针对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拓展延伸全民阅读

活动的范围，更多地关注未成年人、外来务工

人员、广大农村居民、特殊人群的阅读需求，

开展各类读书活动。面向未成年人，举办以

“传承国学文化，弘扬社会美德”为主题的第

七届浙江省未成年人读书节，以国学文化陶冶

未成年人情操，提高文化品格。面向外来务工

人员，免费发放法律法规、权益维护、安全生

产、文明出行、生活与健康等书籍，为广大外

来务工人员读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平

台。面向农村居民，积极搭建流动图书车、文

化活动中心和农家书屋、农民学习会馆等平

台，满足广大农村居民阅读需求。面向特殊人

群，建成设有阅览室、多功能室、娱乐室、点

字图书制作室、办公室、书库等７个功能区的
“浙江图书馆视障信息无障碍服务中心”。举办

“感触点字 用心阅读”摸读比赛，开展 “我为

盲人出点力”主题活动等。

３培育特色，打造亮点，全民阅读活动的
品牌性进一步凸显。积极培育具有当地特色、

亮点的全民阅读活动载体。开展文澜讲坛、文

澜展窗、文澜读书等文澜系列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中国电信天翼

阅读，线上开辟专区推广活动，线下组织名家

见面会，全民数字阅读蔚然成风。紧抓庆祝建

党９０周年契机，组织开展沪浙赣三地图书馆党
史学习宣传、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征文、基层巡回
宣讲等主题活动。杭州市构建 “运河学习长

廊”，以 “书”为主题，以 “学”为目的，以

运河沿线为重点，培育 “一线十港”学习风景

线。舟山市以 “读在舟山”为总要求，针对不

同群体和阅读需求，加强 “读在社区”、“读在

农家”、“读在学校”、“读在企业”、“读在机

关”、“读在军营”等系列品牌建设。

通过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进一步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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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环境，丰富了阅读资源，浓厚了阅读氛

围，拓宽了阅读思路，提升了阅读品位。

以 “浙江好人 德行天下”为主题　全
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近年来，浙江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批如

吴菊萍、郭文标、毛陈冰等道德建设先进人

物，他们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在平凡的

人生中坚守着道德的准则，实践着人生的价

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反映了社会

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激发了人们追求真善美

的强烈共鸣。他们的先进事迹受到全国乃至海

外的赞誉。

为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作，浙江省以

“浙江好人 德行天下”为主题，坚持群众主

体、坚持宣传引导、坚持制度创新，全面培树

宣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各类 “浙江好人”

道德建设先进典型，以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影响人、鼓舞人、教育

人、塑造人，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道德模范、

关心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的良好氛围。

１坚持群众主体，广泛开展道德模范等先
进典型评选活动。自２００７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活动开展以来，浙江省坚持群众发现典型、群

众评选典型、群众宣传典型的方式，开展各类

评选活动。一是群众发现典型。通过新闻征集

典型故事、群众线索报料热线、 “好人就在我

们身边”等各种活动形式，鼓励广大群众从身

边发现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各类 “浙江好

人”。近年来涌现的各类道德建设先进典型覆

盖教师、医生、工人、普通农 （居）民、外来

务工人员等各个人群，覆盖面广、影响力大，

都得益于群众主动参与推荐工作。二是群众评

选典型。在群众评选产生各类道德模范的基础

上，由相关主管部门逐级评选推荐至省文明

委，省文明委通过组织审核、媒体公示、公众

投票等各种形式，评选产生各类道德建设先进

典型，充分展现浙江儿女的优秀道德品质，展

现我省好人多、好事多的社会主流，让先进的

思想道德变得可学可行。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
年以来，全省参加各级各类道德建设先进典型

评选活动的人次达１０００多万。三是群众宣传典
型。广大群众自发组织学习道德模范事迹的各

种活动，主动邀请道德模范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行面对面座谈，主动为典型人物写事

迹、塑雕像、谱歌曲、送书画，充分体现了群

众对自己评选出来的道德模范的尊重和认同。

２坚持类型拓展，全面推进道德典型培树
工作。为进一步拓展道德典型培树工作，扩大

影响力和参与面，浙江省积极发挥文明委成员

单位的作用，分别推出了浙江骄傲、浙江孝

贤、风云浙商、青春领袖、先进志愿者等各个

领域、各种群体中的系列道德建设先进典型。

其中，浙江孝贤主要是由省文明办、省老龄

办、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在孝贤故事征集

的基础上，评选出来的孝老爱亲先进个人和先

进集体。浙江骄傲主要是由浙江广电集团评选

产生的在道德建设方面在全省引起巨大影响的

年度新闻人物。青春领袖是由浙江在线新闻网

站在青年群体中评选出来的典型人物。通过各

种类型的评选，各部门的职能优势得到进一步

发挥、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全社会参与面更

加广泛。

３坚持宣传引导，全面增强道德典型学习
宣传实效。积极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引导作

用，在省主要新闻媒体长期开设道德建设专刊

专栏，通过现场报告、新闻报道、人物访谈等

各种形式，用生动的事例、鲜活的语言、强烈

的感染力宣传道德模范的事迹，教育和引导人

们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形成学先

进、赶先进、当先进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扩

大社会宣传的渗透作用，组织各地制作道德建

设主题的公益广告牌、宣传栏、板报、挂历挂

图，组建道德建设宣传团、演出队，通过组织

道德模范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等多种活动

和论坛讲座、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形式，使

道德教育深入城乡基层、公共场所，形成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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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道德的良好舆论环境。充分发挥文化育人

的作用，围绕 “诚信”、 “责任”、 “感恩”、

“慈孝”、“达礼”、“仁爱”等主题，创作生产

一批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道德和

新时期良好道德风尚的优秀作品，利用书刊、

电影、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引导人们分清是

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丑恶。为不断扩大道

德模范的影响力，浙江省于每年公民道德宣传

日期间，举办 “浙江好人　德行天下”特别节
目大型直播活动，全面宣传浙江好人先进事

迹、弘扬社会正气。

４坚持载体创新，积极探索道德建设先进
典型关爱礼遇机制。２０１１年，浙江省专门成立
了公民道德建设指导处，全面负责全省公民道

德建设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工作，加强道德建设

先进典型人物的培树宣传和关爱教育等工作。

浙江省把建立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帮扶制度和制

定 《浙江省道德模范管理办法》、落实道德模

范在政治、工作、生活上的待遇写入浙江省推

进文化强省建设十大计划，积极营造全社会关

心关爱道德模范的良好社会环境，让道德模范

在给社会带来温暖的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和温暖，让社会主义道德在浙江大地蔚然

成风。

开展文明行医承诺履诺活动　加强医
疗卫生行业文明建设

为加强医疗卫生单位医德医风建设，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行业文明程度，更好地服

务人民群众，浙江省文明办与浙江省卫生厅联

合在全省医疗卫生行业开展了文明行医承诺履

诺活动，着力推进医疗卫生行业文明建设。

把握对象，突出三个层面。活动的主要对

象为全省二、三级公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乡镇卫生院）及其医务人员，卫生监督、

疾病预防控制等其他卫生机构结合实际参照执

行。活动按照分层分类的原则开展，分医疗卫

生单位、窗口 （科室）、医务人员三个层面进

行，医疗卫生单位的承诺与卫生行政部门签订

的责任书内容相结合，窗口 （科室）的承诺与

创建文明窗口 （科室）的要求相结合，医务人

员的承诺与加强医疗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相

结合。要求承诺内容简明易行，贴近实际，便

于监督，提倡 “一句话承诺”。

把握环节，突出三个阶段。为确保活动效

果，明确活动持续开展３年，力求实现 “一年

初见成效、两年改进发展、三年整体提升”的

目标。２０１１年为启动年，分三个阶段进行。一
是动员发动、公开承诺。举行承诺仪式，广泛

宣传发动，推动各级医疗机构以各种形式公开

承诺，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二是组织实

施、践行承诺。创新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履

诺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履诺践诺，通过召开

公开履诺汇报会等形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

群众质询，确保承诺事项言必践、践必果。省

里组织 “两代表一委员”、新闻媒体代表通过

汇报会、座谈会和实地访谈、明察暗访等形

式，监督履诺情况，并将督查结果在新闻媒体

上公开。三是总结考核、履诺评议。通过召开

民主评议大会、发放问卷评议、网民参与评议

和随机抽查评议等方式，对履行承诺情况进行

考核评议，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把握方法，突出三个结合。一是与争先创

优活动相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党员的示范

带动作用，整合志愿者队伍，开展志愿服务，

增强活动的参与度。二是与规范化建设相结

合，通过规范语言行为、优化操作流程、推进

合理诊疗、倡导廉洁行医等措施，增强活动的

针对性。三是与卫生系统开展的 “三好一满

意”活动相结合，打造服务好、质量好、医德

好，群众满意的医疗卫生行业形象，增强活动

的有效性。

把握长效，突出三个要求。一是完善工作

机制。形成各级文明办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导督

查、沟通协调，各医疗卫生单位具体组织实

施、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二是加强约束激

励。把评议活动的结果与等级医院评审、文明

７２４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单位创建等群众性创建活动相结合，与医疗窗

口 （科室）、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相挂钩。三

是强化宣传监督。发挥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

选树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同时，对不文明现

象和不履诺行为进行曝光和披露，推动活动深

入扎实开展。

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文明办和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联动协调，合力推进。在行业内各

文明单位的示范带动下，广大医疗卫生单位积

极参与，活动进展良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丽水市以 “一村六户”创建活动为抓

手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浙江省丽水市创造性地在全市农村开展了

“一村 （生态文明村）六户 （生态文明户、信

用文明户、爱心文明户、孝老文明户、文化文

明户、致富文明户）”创建活动，促进了四个

文明协调发展，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截

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市建成生态文明村８６５个、
“六型”农村文明户１５６５４户。

强力推进生态文明村创建。把生态文明村

创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载体来抓，先后印

发了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实施意见、创建规

划、评比办法和测评标准。实行 “一把手”工

程。明确各县、乡镇 “一把手”是第一责任

人，市委、市政府与各县 （市、区）委、政府

签订了创建责任书，各县 （市、区）委、政府

也与各乡镇一把手签订责任书，明确各乡镇年

度创建目标。实行综合创建。从评选办法的制

定、样板示范的试点，到推广实施、扩面提质

的全过程，始终坚持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

态文化、生态班子 “四轮驱动”的综合创建，

生态文明村创建成了丽水市农村各项工作的总

抓手。实行配套管理措施。市委、市政府先后

召开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现场会和推进会，各

级党委、政府实行部门联动联建，将新农村建

设各种人财物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建

立健全了领导挂点、单位包村、多元投入、表

彰奖励等系列工作机制。

广泛开展 “六型文明户”创建活动。市文

明委出台 《农村文明户创建管理办法》。分类

开展文明户评选。采取分生态文明、孝老文

明、爱心文明、信用文明、文化文明、致富文

明六个类型进行农村文明户评选的新办法。创

建中，先后六次对 “六型”文明户创建内容进

行完善。注重评选过程。评选实行 “三步走”。

第一步，民主议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织村

民进行自荐或联户推荐。第二步，村级联评。

由行政村评选委员会对候选农户进行审核，联

评产生村级文明户。第三步，红榜公布。由村

党支部、村委会联合对文明户进行表彰奖励并

张贴红榜公布。实行四级联动表彰。建立健全

了以村级文明户评选为基础，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评选表彰的农村 “六型”文明户创建

机制。

实施农村 “信贷惠德”工程。把 “六型文

明户”创建活动和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有机结合

起来，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农村

文明户的实施办法》。提高授信额度。对市、

县两级文明户的授信额度在原有信用户综合授

信的基础上，市级、县级再增加不低于３万元、
１万元的额度。实行利率优惠。对市级和县级
农村文明户比相同信用等级的非文明户分别实

行利率少上浮１０％—２０％和５％—１０％的优惠。
简化信贷流程。设立农村文明户信贷专柜，实

行 “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的信贷

模式。据统计，从２０１１年１月实施以来，已经
累计为５４５户有需求的文明户发放免抵押信贷
２３２６万元。“信贷惠德”工程的实施，较好地
解决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民生产生活脱节

的问题，探索了一条真正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名”、“实”双归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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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开展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

覆盖面，促进全省城乡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

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是在文明城

市 （县城、城区）创建的基础上，创建的范围

拓展到整个城乡区域，创建内容更加突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一项创新载体。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在推出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之前，省文明办进行了为

期两年的调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

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

必要的探索，从广大群众对创建提出的期盼和

呼声、各级党委政府对文明县市区创建形成的

共识、文明城市创建积累的工作经验以及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已有的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可行性

论证。

着眼统筹，制定体系。围绕紧紧抓住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按照以城带

乡、城乡联动的工作思路，着眼新型城市化和

新农村建设目标，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面均衡

覆盖、城乡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提高，加速推动 “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总要求，制定了 《浙江省文

明县市区测评体系》，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党政组织坚强有力、社会风尚健康向上、公共

事业均衡优化、社会秩序安全平衡、生态环境

优美宜居、创建活动扎实有效等７个方面，提
出了创建的目标、明确了测评的标准。并选择

了６个县 （市、区）对测评体系进行了实地测

试，使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更具科学

性、针对性、实效性和机制性。在此基础上，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 《省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文明县 （市、区）创建

活动的意见》。

加强督导，稳步推进。２０１１年全省有６个
县市区申报浙江省文明县 （市、区）。为了保

证首批文明县 （市、区）创建活动健康、有序

推进，省文明办组织力量对申报县 （市、区）

的创建工作，按照 《浙江省文明县市区测评体

系》要求进行实地调研，既肯定成绩，又指出

问题，并就如何深化文明县 （市、区）创建提

出指导性意见。经严格测评，有５个县 （市、

区）获得浙江省文明县 （市、区）荣誉称号。

（浙江省文明办）

９２４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安徽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部署，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各项工作在创新中发展、

在拓展中深化，重点突出，亮点纷呈，为推动

科学发展、加速安徽崛起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

围，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保证。

一、紧紧围绕主题主线，兴皖富民的

主旋律昂扬向上

思想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扎实开展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组织宣讲团赴各地巡讲党的十七

届五中、六中全会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积

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精心策划

民生工程、皖北振兴、好人评选等重大主题宣

传，中央主流媒体宣传安徽的重点报道和重头

稿件稳步增长，全国重点网站宣传安徽的稿件

居全国前列。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１１家中
央媒体集中宣传淮北市以文明创建促城市转型

的经验做法，省主要新闻媒体开设 “讲道德、

学模范、促文明”领导访谈专栏，安徽文明网

联合腾讯网开展 “道德之光耀江淮”微访谈活

动，建设美好安徽的舆论环境更加优化。

文化改革发展更富活力。组织编制全省

“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召开加快

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２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
新亮点。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丰富多
彩，中国动漫产业交易会、中国农民歌会、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成功圆满。推出一批在全国

有影响的精品力作，电影 《祖国至上》、电视

剧 《永远的忠诚》等 １１３部作品获全国性奖
项。农家书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扎实推进，

“江淮情”、 “百团千场万人”、 “送欢乐下基

层”深受欢迎，“三下乡”、“四进社区”等活

动有声有色。

社会文化环境更趋优化。全面完成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改革，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大

力整治荧屏声频、网络低俗之风，专项治理网

络、手机淫秽色情信息。全省 ８８个图书馆、
１２０个文化馆、８９个博物馆和１３８９个乡镇综合
文化站免费开放。深入推进文明办网、文明上

网活动，大力推动网吧规模化、连锁化发展，

在全国率先出台 《文明网站测评体系》，网络

文化环境健康向上。

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成效显著

中国好人入选数高居榜首。坚持月评 “精

神文明建设十佳事迹”，１８７人入选 “中国好人

榜”，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 “Ａ型血互助团”
爱心接力，合肥磨店刘士圣、李孝香两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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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德，省人大机关原工会主席张景兰拾荒

助学，马鞍山姑娘杨蓉割肝救母，这些好人事

迹引发道德共鸣，充分展示了厚德安徽的良好

形象。淮北、合肥先后承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等主流媒体现场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中国

文明网等重点新闻网站视频直播，产生广泛

影响。

道德模范评选广泛深入。精心组织道德模

范推荐评选，２０名同志当选第二届全省道德模
范，沈浩、刘丽、胡文传、王现伟荣获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入选数居全国第一，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以安徽为视角总结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典型宣传，在

全国率先开设道德建设新闻专栏，与光明日报

合作创办思想道德建设 “合肥论坛”，精心编

创全国道德模范 “故事汇”，赴基层巡演３０余
场。争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 ８１万元，资助
３６名困难模范和 “中国好人”，鼓励文明单位

和爱心企业结对帮扶困难模范， “好人好报”

的价值取向进一步树立。

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发挥文明办牵头

协调作用，会同相关部门，深入推进江淮百万

志愿者和谐行动。积极帮扶空巢老人、残疾

人、农民工和留守流动儿童，培育打造以徐

辉、李子明、余瑞青等道德模范命名的志愿服

务品牌，月评 “我最喜爱的江淮志愿服务”优

秀典型，姜轩发、程新如、傅强、贾志茹当选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 “大爱中环”志愿服务

团荣获全国十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青少年道德建设务实有效。大力拓展未成

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争取中央资金２６８０万建成
乡村学校少年宫６７所、推动地方配套建成１４５
所，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民生工程建设加快实

施，县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和管理不断加

强。深入推进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希望工程和

春蕾计划。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的规

模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

赛成功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展演在１８个省级基

地普遍开展，首届省优秀童谣征集传唱活动吸

引近百万中小学生踊跃参与， “童心向党”歌

咏活动获得广泛好评， “我们的节日”等主题

实践活动不断深入。马鞍山市荣获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

三、深化拓展群众性创建活动，城乡

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创建典型不断涌现。精心组织第三批全国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荐评选活

动。马鞍山市以优异成绩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铜陵市跻身国家卫生城市，合肥、淮北、芜

湖、铜陵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铜陵县、繁

昌县、歙县蝉联全国文明县城，芜湖县、肥西

县、霍山县、凤台县跻身全国文明县城。５８个
村镇、１１０个单位获全国表彰。健全完善暗访
检查、通报督办、观摩学习、后进约谈制度，

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推动创建工作全面覆盖，

１０个城市、２４个县城和１１８７个单位受到省委
省政府通报表彰。

农村创建扎实推进。出台加强新形势下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实施意见》，突出乡风

文明和村容整洁，加快实施 “千村百镇示范工

程”，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入拓展农村

“四创”活动，建成一大批清洁工程示范村、

文明生态村、绿色小康村、移风易俗示范村。

服务皖北振兴，在砀山县召开皖北暨省界部分

县 （市）文明创建现场会，推动皖北和省界沿

线改善人居环境，树立安徽形象。推进新型农

民培训民生工程，培训农民４８万余人，农民素
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得到提高。坚持以城带乡，

广泛开展矿镇共建、军警民共建、村企共建和

文明单位结对帮扶，推进城乡创建协调发展。

文明行业创建稳步拓展。实施文明交通行

动计划，整治超载、酒驾等重点工作取得新突

破，“微笑服务、温馨交通”成为全国交通运

输文化首推品牌。深入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

货”、“重合同守信用”评选活动，推动企业践

行社会责任。举办每周一期 “政风行风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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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活动，４９位厅局长走进电台，与群众沟通
交流。平安安徽、信用安徽和廉政文化建设深

入推进。深化青年文明号、五好文明家庭、婚

育新风进万家创建活动，开展好婆婆好媳妇、

十佳母亲评选，文明新风进一步树立。省直各

单位把文明创建与效能建设、创先争优、书香

机关相结合，广泛开展经典天天读、全民健

身、五爱短信传递等活动，积极争创文明单

位，职工面貌奋发向上。

特色活动

合肥市开展道德礼仪教育 “六进”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全面提

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营造 “讲文

明、树新风”的浓厚社会氛围，２０１１年合肥市
成立道德礼仪教育讲师团，成员由专家学者、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组成，采取巡回宣讲的形

式，在全市广泛开展道德礼仪教育 “进机关、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

活动。

１活动内容。以提升市民思想道德修养和
文明素养为核心，以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为重点，以道德

礼仪教育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乡村、进家庭”为主线，强化道德教

育、普及礼仪知识、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文明

新风，引领向善向美的时代风尚，让广大市民

自觉成为道德和文明礼仪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各自特点，围绕开

展道德礼仪教育 “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活动，在全市范围

建立六类 “道德礼仪教育大讲堂”：以机关公

务员为主要对象，建立机关道德礼仪教育大讲

堂，教育引导广大机关公务员在道德礼仪教育

活动中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以企业家和企业职

工为主要对象，建立企业道德礼仪教育大讲

堂，提高职工素质，增强企业合力；以在校学

生为主要对象，建立学校道德礼仪教育大讲

堂，推动学校、家庭、社会成员共同参与道德

建设；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对象，建立社区道德

礼仪教育大讲堂，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

使居民在主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以

农村居民为主要对象，建立乡村道德礼仪教育

大讲堂，精心设计农民易于接受的教育内容和

形式，吸引农村居民参与；以每个家庭为主要

对象，建立家庭道德礼仪教育大讲堂，吸引每

家每户积极参与。

２主要特色。以 “我参与、我评议、我行

动、我推荐”为主要模式，吸引群众参与活

动、提升自己。通过 “我参与”，听可信可学

的道德模范故事，看可亲可敬的道德模范形

象，悟道德模范优秀品质；通过 “我评议”，

点评道德模范和好人故事，挖掘精神实质，升

华自身道德素养；通过 “我行动”，学习先进

人物的优秀品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 “我推荐”，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发现和推荐身边道德模范和好人。

３实际成效。邀请专家学者作为宣讲员，
充分发挥和依靠他们的专长与理论研究成果，

到各类道德礼仪教育大讲堂巡回宣讲；组织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美德少年等先进典型作为

宣讲员，邀请他们现身说法，传递道德和礼

仪；组织 “有道德的人讲道德”，吸引广大群

众讲自己、讲他人、讲身边的道德故事。自活

动开展以来，已有数万名市民群众聆听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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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宣讲，传承了中华美德，普及了文明礼

仪，宣扬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

营造了文明氛围，传播了道德新风，全市各级

建立了道德教育责任体系，切实做到了有计

划、有经费、有制度、有考核、有实效。

探索创新

铜陵市建立文明创建 “四化”机制

让城市更靓丽、让市民更幸福是铜陵创建

工作的宗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市人

民的共同心愿。２０１１年，为使文明创建工作向
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转型，真正做到以人

为本、创建为民，确保创建工作不反弹、不回

潮，铜陵市文明委提出了 “开展争创 ‘四化’

建设，促进城市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并采

取有效措施，予以大力推进，铜陵市的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跃上新台阶。

１主要做法。“四化”机制是指争创职能
部门在工作中实现 “队伍网格化、管理标准

化、督查制度化、奖惩公开化”工作要求。一

是 “队伍网格化”确保人员到位。县和各区

（市开发区）与交通、公安、城管、环卫等争

创职能部门将创建任务、主次干道、支道及其

他重要管理辖区按一定层次与标准划分成单元

网格，确定各层次及单元网格的管理单位和责

任人，以挂牌公示的方式，明确单位、人员、

任务、时间、责任和奖惩，每一个单元网格都

有人值守、巡查，较好地做到了第一时间发现

问题，小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解决，大问题能

够及时上报协调联动解决，争创工作人员落地

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二是 “管理标准化”确

保科学规范。市争创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 《铜

陵市重点争创职能部门管理标准化、个性化工

作手册》，用于争创督查和接受社会评议。县

和各区 （市开发区）和各争创责任部门将争创

工作分区域、分路段、分时段制定了详细的管

理标准，实行切块划片、分段包干、责任到

人，强化了工作人员责任意识、紧迫意识和危

机意识。三是 “督查制度化”确保创建成效。

市五大班子深入开展争创督查和现场点评活

动，有效提高了争创工作水平；组建市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督查组，对创建职能部门进行每日

督查，督查问题作为创建每周点评会议的重点

点评内容；市文明办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对

存在的问题能现场解决的立即予以现场协调、

现场解决，对不能现场解决的召开协调会予以

解决，并跟踪督办；各争创职能部门主要领导

亲自挂帅开展督查，提高督查工作的严肃性。

四是 “奖惩公开化”确保导向鲜明。市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坚持每周督查考核，并采用

声像记录的方式公开曝光，在此基础上，开展

月测、季评、年总评考核工作，考核情况与奖

惩挂钩，赏罚分明。

２工作成效。通过建立 “四化”工作机

制，铜陵有效地把创建的过程变成了铜陵人自

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变成改

进作风、践行 “一线工作法”的过程，变成了

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百姓冷暖的过程，变成了

改善民生、推进幸福铜陵建设的过程。一是形

成了 “一线工作法”的创建工作新格局。创建

工作的立足点就是岗位工作在一线、发现问题

在一线、解决问题在一线， “一线工作法”是

对创建工作最大的诠释。各争创工作队伍按照

“四化”建设要求，在一线定员、定岗、定责、

定考核、定奖惩，推动各级工作人员上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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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带着问题深入基层、带着思考深入实践、

带着感情深入群众、带着标准深入一线，全面

发挥了争创职能部门一线队伍在文明创建中的

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形成了无缝全覆盖的创建

工作新格局。以前的创建工作总有覆盖不到位

的地方，部门单位之间也经常相互扯皮、推

诿。通过 “四化”建设，建立健全了争创职能

部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协调联动、无缝对

接的运行机制，完善了分工明确、权责一致、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强化了基层

单位管理主体地位，使争创职能部门工作重心

下移、关口前移、管理规范、督查明确、奖惩

公开，基本实现了争创工作 “全面覆盖、不留

死角、长效管理、良性循环”的目标。三是形

成了全民齐参与的创建工作新格局。铜陵市提

出 “让城市更靓丽、让市民更幸福”的创建宗

旨，坚持把创建指标与群众需要相结合、把创

建活动与民生工程相结合、把创建方法与群众

路线相结合，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使居民群众逐步加深了对创建认同感，赢得了

群众对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拥护和支持，群众

参与创建工作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参与面越来

越广，参与程度越来越深。

建立 “四化”工作机制，是铜陵立足创建

工作实际，融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建内涵，

融入 “以人为本、创建为民”的创建理念，探

索建立的致力于构建一个服务与管理、检查与

考核、奖励与惩处和谐发展的创建体系。这个

体系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一线工作队伍在岗履

职率，提高了创建队伍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更

重要的是将以前的迎检突击变为现在的长效管

理。正是基于着眼于基层、着眼于管理、着眼

于一线、着眼于队伍的铜陵创建模式，铜陵的

创建工作基础更加牢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安徽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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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福建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认真贯
彻中央文明办、省文明委决策部署，围绕省委

省政府工作大局，不断强化服务发展、服务民

生的工作理念，不断强化争创 “三个全国示

范”的工作措施，不断强化创建工作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工作思路，基础工

作不断夯实、常规工作不断创新、重点工作不

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出新出彩，为推动

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一、创建活动很有声势

好人建设工作很有声势。组织开展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和第二届福建省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全省有６００多万人参与投票，
刘丽、曹阳飞宇、何祥美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詹红荔等８位同志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省文明委隆重表彰了李彬等２５名
第二届福建省道德模范。各地各部门组织３００
余场 “道德模范事迹”报告会、座谈会，主流

媒体大力宣传道德模范事迹，各级党委政府主

动帮扶慰问道德模范和美德少年，学习宣传、

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和美德少年蔚然成风。持续

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全年

共有 １０７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６２人荣登
“福建好人榜”，配合中央文明办举办 “全国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福州专场）交流活

动，中国文明网现场直播，形成了 “做好事、

长好心、当好人”的良好风尚。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很有声势。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

文化活动，各地举办了经典诵读展演晚会、民

俗文化活动、闽台文化交流等３００余场多姿多
彩的节庆活动。春节元宵节，福州市举行 “两

马同春闹元宵”、“元宵灯会”活动，厦门市举

行经典诵读展演晚会；清明节，龙岩市举行

“祭奠先烈承遗志、清明新风促跨越”主题教

育活动；端午节，石狮市举行 “闽台对渡文化

节暨蚶江泼水节”活动；中秋节，各地均举办

大型文艺晚会和民俗展示活动，大力弘扬福建

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人们特别是未成年人进一

步认识、认同、喜爱传统节日，增进了民族情

感。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

“赞歌献给党”歌咏比赛、“童心向党”歌曲唱

响校园歌咏展演等群众性广场文化活动，全省

选送９台晚会在中国文明网和中国网络电视上
展播，选送３５首优秀合唱作品在省内各大网站
展播。配合中央文明办在龙岩市举办了 “激情

广场大家唱”活动，唱响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

主旋律。“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很有

声势。全省共有注册志愿者约１７０万人，活跃
在社区建设、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应急救

援、大型赛事等志愿服务领域。近千万人次的

志愿者参与开展 “创三优一满意”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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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关爱未成年人、空巢老人、农民工和残疾

人志愿服务，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志愿服

务，开展 “我们的节日”志愿服务。召开了全

省志愿服务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今后一个时

期志愿服务工作任务，表彰了３０名志愿服务先
进工作者、２０个优秀组织、１０个优秀项目和
１００名优秀志愿者。杨明媚等６位同志荣获全
国优秀志愿者称号，寿宁县南阳义务消防小分

队荣获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号。志愿服务

有序有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日

渐浓厚。以 “传播文明、引领风尚”为主题的

网上网下宣传活动很有声势。福建日报、省电

视台开设专栏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经验做法、宣

传道德模范事迹，省电视台 《海西志愿者》专

栏共播出４８期节目、福建日报 “志愿者在行

动”共刊发稿件２７篇，宣传志愿服务先进事
迹。文明风网站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系列网上宣

传活动。组建一支由４３９名同志参与的全国网
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营造良好网上舆论环

境。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宣传文化阵地宣传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

二、创建载体很有活力

文明城市创建载体很鲜活。文明城市创建

以构建 “人文福州”、塑造 “爱心厦门”、建设

“满意三明”、实施 “公共生活好习惯”促进行

动、实行点评制、开展省市共建等创建活动为

载体，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走上科学化、人性

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提升了城市软实

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厦门市荣获全国文明城

市 “三连冠”，福州市首获 “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文明行业创建载体很鲜活。文明行业创

建以开展 “创文明行业、建和谐海西”竞赛活

动为总载体，３７个参赛行业结合实际，制定各
具特色的竞赛载体，如：检察院系统提出 “强

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竞赛主题，行政

执法系统的工商系统提出 “推行行政指导，促

进和谐监管”竞赛主题，公共服务行业的电力

系统提出 “海西光明行”竞赛主题，这些载体

都紧贴行业职能和自身发展实际，推动竞赛活

动扎实开展，提升了文明司法、文明执法和公

共服务质量，培育了一批文明示范窗口，涌现

出厦门航空公司等一批先进典型，９８个设区市
行业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文明村镇创建载体

很鲜活。深入开展家园清洁行动、道德评议、

婚育新风进万家等移风易俗活动，扎实开展创

建文明墟场、星级文明户、文明生态村、平安

村镇等活动，提高了农民文明素质，促进了乡

风文明。３６个村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２４２个村镇荣获省级文明村镇称号。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载体很鲜活。广泛开展 “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爱祖国爱福建爱家乡”、“知荣

辱树新风”、“向国旗敬礼”等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未成年人认知和传承优秀中华文明，激发

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涌现出陈晓燕

等一批 “美德少年”。

三、创建手段很有创新

新在机制推动。制定下发了 《福建省 “十

二五”期间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规划纲要》，规

范了 “十二五”期间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创建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任务。组织动员社会各方推

进精神文明创建，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新

在项目带动。公民道德建设用评选推荐各级道

德模范和推荐身边好人项目来引领道德风尚，

志愿服务工作用 “牵手行动”志愿服务项目来

拓宽志愿服务覆盖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用建立课外阅读实践示范基地、乡村学校少年

宫、心理健康辅导站项目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成

长空间。新在测评牵动。修订了２０１１年版福建
省文明城市 （县城、城区）、行业、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和文明单位、文明学校、文明村

镇测评体系，组织开展全国、全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精神文明创建各类总评和复查工作，指导

督促各地各部门有力有效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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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四、创建品牌很有特色

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推出了莆田市现代文

明小戏加演先进典型；在文明城市创建中，总

结了厦门爱心系列、福州文化系列、三明满意

系列、省市共建、点评制等创建先进经验；在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出南安市蓉中村、

三明文明墟场、南平先进文化进祠堂、美德在

农家等先进典型；在文明行业创建中，持续开

展了 “创文明行业、建和谐海西”竞赛活动，

行业创建走在全国前列；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着力打造 “三优一满意”、 “关心关爱系列”、

“文化志愿服务”、 “牵手行动”等工作品牌；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推广了福州市

“数字青少年宫”、厦门市 “嘉滨小学文明小博

客”和 “未成年人课外阅读实践基地”等先进

经验；在精神文明创建宣传活动中，创办 “海

西志愿者”电视专栏、“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

专刊。

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

点体会：一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只有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才会有地位；二是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为民创建，才会有作为；

三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只有坚持改革创新、丰富

内涵，才会有成效；四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只有

坚持建章立制、长效管理，才会有生命力。

特色活动

以学生办报为载体　打造德育新平台

近年来，福建省不断创新思路、拓展途

径，通过部门联合创办 《海峡教育报·成长专

刊》，大力培育学生记者，引导学生参与新闻

采访和写作实践，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水平。主要做法：

１建立工作机制。该报由福建日报报业集
团主管主办、省文明办指导，省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中心协办，是全省唯一一份面向中小

学生的德育类报纸。专刊每周一期，每期免费

向全省中小学发送 ２万份。 《成长专刊》以

“学生办报、办学生报”为宗旨，建立 “报”、

“校”合作办报机制，在全省１６０所中学设立
了学生记者站，并从中选出５０所作为重点合作
办刊基础校，轮流承担部分版面栏目组稿任

务，合作学校指定一名德育处或校团委教师负

责学生记者站日常工作。海峡教育报社配备１７

名编辑记者，每年根据需要派驻各地对学生记

者站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辅导培训，目前，已

发展学生记者１０００多名。建立联络员制度，定
期编发各地校园记者站工作简报，划片召开联

络员座谈会，增进沟通交流。

２部门联合推动。省委文明办、省委教育
工委、省教育厅、福建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 〈海峡教育报·成长专刊〉宣传运

用工作　打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舆论
平台的通知》 （闽委文明联 ［２０１１］１７号），
要求各地特别是各级文明学校大力培育学生小

记者队伍，积极为 《成长专刊》组稿，提供新

闻线索或活动信息。各级文明办把建立学生记

者站、开展小记者采访实践活动作为创建文明

学校的一项内容来部署，并通过报纸平台展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实效。各校在班级设立

阅报栏，认真组织读报用报活动，定期张榜表

扬学生用稿情况。同时发动家长、学生以及校

外辅导机构参与专栏宣传策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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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强化培训指导。海峡教育报社编写 《学

生记者写稿手册》，组织编辑记者定期深入各

校学生记者站对辅导老师和学生小记者进行新

闻写作培训和大型主题活动的采访指导，提升

各校新闻采编、指导写作的常态化工作水平。

制订 《与全省中小学合作版面细则》，积极与

学校德育处、校团委、社团负责人联合策划校

园、关注、博览、心灵、阅读、写作、才艺 ７
个版面，指导学生自行采编文稿和图片。在

“我们的节日”、寒暑假以及学校重大活动中，

《成长专刊》还策划校园专版，全面展示学校

德育成果，深受广大师生欢迎。

４突出实践育人。在指导学生参与办报的
同时，注重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平台开展各类社

会采访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融入

社会，走进农村、企业、工地，以未成年人独特

视角采访报道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情况，引导他们在观察体验中，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联合教育、侨办、妇联、关工委等

部门开展 “千名小记者海西行”采访活动，先

后组织了 “教育惠民工程”、 “华文教师在海

外”、“道德模范微访谈”、“新农村印象”、“我

与１１０零距离”、“体验军旅·感受军魂”、“走
近历史”、“身边的美德少年”、“与志愿者同行”

等系列报道，向广大未成年人展示了丰富多彩

的社会生活。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结合贯彻中宣部
“走、转、改”活动，《成长专刊》开展了 “走

基层———文化行”大型采访活动，组织百名学

生小记者围绕福建省艺术扶贫、海西 （网龙）

动漫创意之都、福州三坊七巷———动漫体验馆、

泉州南音传承、安溪茶文化与产业、莆田莆仙

戏、仙游古典家具等专题进行实地采访，完成报

道３１篇，写出了小记者们眼中的文化体制改革
新气象新成果。与此同时，结合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报社先后组织 “弘扬民族精神”、“我与

孩子共成长”等主题征文活动，举办福建中小

学生微博作文大赛、文明标语创意征集、优秀

校园社团展示等活动，为强化学生课外德育实

践活动搭建了一个生动的平台。

近年来，通过持续引导培育，各地校园小记

者站发展迅速，规模逐步扩大，学生记者队伍越

来越活跃，成为引领校园文化的先锋队、勇于社

会实践的鼓号手。小记者们采写的 《家长会，能

否让我们参加旁听》、《探寻失落的青春》等新闻

稿件先后获得第十二届、十四届福建新闻一等奖，

专刊 “缤纷社团、和谐校园”主题版面获得第十

三届福建新闻奖版面二等奖。广大学生记者在采

编实践中不仅扩大了视野、提升了写作水平，同

时也锻炼了能力、提升了素质。

开展 “文明小博客”活动　引导未成
年人文明上网用网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各个领域，成

为了未成年人不可或缺的学习和生活工具。如

何把孩子引入正确轨道，让网络为我所用、为

孩子成长服务，是社会、学校、家庭都必须直

面的一大现实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厦门市嘉

滨小学因势利导，采取 “以疏代堵”方式，于

２００９年２月在全市率先开展 “文明小博客”活

动，引导学生健康上网、文明上网。经过３年
多的实践，广大学生在参与 “文明小博客”活

动中实现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２０１１年 １
月，“文明小博客”被评为 “２０１０年中国互联
网站品牌栏目”，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工作品牌。目前，该做法已在厦门全市推

广，共有５０余所学校１万多名中小学生参加。
中央文明办把开展 “文明小博客”活动纳入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１选好博客平台，用心经营运作。选择优
秀平台是基础条件。嘉宾小学在策划活动前，

综合多方考虑，选择厦门网 “海峡博客”频道

作为学生开博平台。首先，厦门网是厦门市委

主办、市委宣传部主管的重点地方性新闻网

站，能够自觉地加强监控和抵制不良网络信

息，为孩子们构建安全有效、健康向上的网络

环境。其次，厦门网有独特的教育文化资源。

集合了许多教授、心理咨询师、中小学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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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群体，他们热爱写博、社会责任感强、

讲道理见解精辟，影响力大，能够帮助学生感

受优秀文化、指导健康上网、培养良好情操。

最后，厦门网组建了一支运营团队。精心设计

了富有童趣的 “文明小博客”频道，贴近中小

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网络需求，吸引越来越多的

孩子参与。还特别包装了 “香橼姐姐”和 “明

月哥哥”两位形象代表，负责频道的管理维护

及与小博友的日常沟通。厦门网 “海峡博客”

频道独特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开展 “文明小博

客”活动提供了保障。

２家校良性互动，共同指导推进。“文明
小博客”能否顺利开展，学校的组织策划是关

键。一是消除家长顾虑。开博学校通过问卷调

查、召开家长会等形式，利用视频和现场解

说，向家长讲解关于网络博客的知识，宣传学

生开博的典型事例，努力消除家长的后顾之

忧。家长对学生开博的支持率由最初的４５％上
升到９２％，不少学校涌现出家长与孩子共同开
博的感人事例。二是发动全员参与。从校领

导、班主任到任课老师，每个人都认真投入、

用心实施。校长带头开博，坚持每天阅读和回

复学生博文；学校建立由２０多名教师组成的辅
导团队，负责指导学生开博写博；把 “小博

客”纳入校本课程，开展课题研究；组织 “爱

心手拉手”活动，让部分没条件上网或写博能

力弱的孩子与家庭条件好、学习能力强的同学

一起开博，共同享受博客乐趣，共同受益成

长。三是开展主题活动。博客只是德育的一个

载体，提升德育效果才是活动的核心目标。为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学校巧妙地把思想道德

教育的内容融入了各项博客活动中，为学生写

博提供素材，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寓教于乐。

如，在国庆６０周年时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

“祖国———我的母亲”征文大赛，开展植树节

种植观察、“三八”节 “给妈妈的祝福”、教师

节为老师画像、科技节科学知识实验分享等；

结合少先队 “雏鹰争章”活动，通过评选 “博

客之星”、 “校园十佳博客”、 “博客进步奖”

等方式，激励 “小博客”健康成长。

３建立对接关系，开展志愿服务。网络志
愿者的支持是有力推动。厦门网广泛发动家长、

高校学生及教育工作者等社会力量，招募了３００
多名大博友参加 “网络文明志愿者服务队”，建

立起 “大手拉小手”博客圈。不少资深大博友

采取结对一个或多个学生，甚至结对班级方式，

与学校联合开展 “大手拉小手，共享网络文明”

活动，共同指导孩子们写博。博友 “香橼姐姐”

与 “对子”蔡维清小朋友在网上进行小说接龙，

“大手”写一集，“小手”接一集，最后汇成一

篇长达６０集的连载博客小说 《猫咪闯世界》，

引起热烈反响。松柏第二小学设立了３０多个班
级圈，每个圈子的圈主、副圈主都由家长委员会

委员担任。与此同时，大量加入的小博客，他们

互相善意提醒，自觉遵守文明规范，自律意识不

断增强，成了网络文明小志愿者。

４加强宣传推广，营造良好氛围。“文明
小博客”活动的开展得到了中央文明办和省市

区领导的重视和支持。２０１０年４月，中央文明
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听取厦门市汇报后，为

小博客的建设指出了方向，将这项活动取名为

“文明小博客”，并明确主题是 “写文明博客，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中央文明办举办的三

期 “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厦门嘉滨小

学、厦门网都受邀介绍经验，在全国产生较大

影响。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网络文化，厦门市委

宣传部、文明办等部门将 “文明小博客”纳入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中；组织了人民

日报、新华社、福建日报及市属媒体等多家新

闻媒体做了大量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举办了

第二届中小学生和首届班主任博客大赛、第二

届校园文明博客节、中小学生博客夏令营等，

进一步塑造提升 “文明小博客”品牌。

“文明小博客”越来越成为了广大未成年

人的网上精神家园，成为了孩子们记录生活、

感悟人生、展示自我的网络平台，备受师生和

家长的青睐。实践证明， “文明小博客”平台

有效促进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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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在帮助学生远离 “网游”、打开心

扉、发现真善美、增强自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是新形势下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实现德育目标的新 “路径”。

开设志愿服务电视专栏

《福建志愿者》创办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原名
为 《海西志愿者》，是由福建省文明办、福建

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了一档公益真情纪实

性栏目，也是国内第一档志愿者电视专栏。栏

目以培养公民志愿服务意识为目标，对具有宣

传推广价值的志愿服务题材和优秀志愿者进行

宣传报道。截至２０１２年２月中旬，栏目已播出
１００期，收到了良好效果。主要做法是：

１精准定位，注重典型宣传。首先，栏目
注重选取人物、事例的典型性，题材多为扶危

济困、孝老爱亲、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低碳

环保、文化维权等反映社会新风尚的典型事

迹，涉及志愿服务工作的各个方面。注重充分

展示志愿者风采，选取具备曲折感人情节、真

实动人的志愿者故事作为题材，并在拍摄上力

求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生动讲述志

愿者们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集中体现 “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

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其次，栏目

把收视群体定位在全体社会公众，而不仅仅是

青年群体，为全社会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社会

角色的人们认识了解进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开

辟了一个生动的窗口，一个有效的平台。

２精心策划，突出实地实效。专栏充分发
挥媒体新闻意识好、策划能力强的优势，积极参

与活动，每当有突发大事发生时，专栏总是在第

一时间做出反应，及时充分报道福建省志愿者

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如２０１０年４月
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晋江市志愿者赖金土连

夜赶往玉树，成为了第一个外省赶赴玉树的民

间志愿者，专栏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真实记录赖

金土的感人事迹，展示其大爱精神；２０１０年闽

西北发生洪涝灾害，栏目组在组织志愿者进行

街头募捐的同时，组织节目对各地志愿者开展

抗洪救灾活动进行连续报道；２０１２年年初，栏
目组跟随志愿服务组织 “海西公益联盟”拍摄

“新年圆梦”专题，为困难孩子过个好年、过上

好年鼓与呼。栏目组还承担了不少精神文明建

设重大项目的相关任务。如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福建省文明

办、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承办的 “道德

传承·情暖海西”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在福建三明举行，栏目组承担了整

场晚会的节目短片的制作，以及交流活动现场

的录制，并制作播出特别节目，使广大观众见证

道德的力量与爱的光辉，深受教育和感动。

３加强互动，坚持立体宣传。栏目组开辟
了志愿者与新媒体沟通渠道，开设了栏目的

ＱＱ和ＱＱ群，同时在福建省文明风网站、中国
文明网开辟视频专页、专栏，栏目组每周实时

向网站提供视频、文稿、编导手记、栏目动态

等内容。由于节目真实感人，优酷、酷六、乐

视等各大视频门户网站经常转载 《福建志愿

者》节目，节目影响力不断扩大。

举办志愿者文明礼仪培训班

近年来，福建省注重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不断健全志愿者培训管理机制，努力打造高水

平高质量的志愿服务队伍。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以来，
福建省先后举办了１６期全省志愿者骨干文明礼
仪培训班，有效提升了志愿者文明礼仪素养。

主要做法是：

１抓长效，明确培训重点。志愿者礼仪培
训是提高志愿者文明礼仪素养、树立志愿者良

好形象的有效手段。福建省文明办将培训工作

纳入文明城市、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考评体

系，并对培训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检查。

推动和指导各设区市文明办、省直机关文明办

制订本地区、行业系统参训计划。将全省各市

县区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文明创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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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行业志愿服务负责人、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志

愿服务队骨干列为重点培训对象。

２抓共建，确保培训常态。省文明办与省
属高校闽江学院签署长期合作协议，将培训基

地设在该校学术交流中心，设置多媒体教学教

室，以班级授课的形式进行志愿者文明礼仪专

项培训。与闽江学院、省礼仪协会、海峡礼仪

培养与指导中心合作，选聘高等院校专家学者

进行理论知识传授，党委部门志愿服务专业工

作者介绍经验，文明礼仪专业协会传授服务技

巧，多层面、全方位充实丰富课堂教学，形成

师生互动的良好培训效果，有效推进志愿服务

培训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逐步形成常态化培训

机制。

３抓规范，增强培训效果。省文明办在基
础理论教材上下工夫，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

《志愿服务礼仪培训指南》一书，出版发行 ３
万多册。加强培训班的规范管理和课程的科学

编排，采用讲授、演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

等教学方法抓好课堂教学，同时注重实践培

训，强化文明礼仪听、看、做、练等亲身体验

环节，通过对志愿者仪态训练、会面礼仪训

练、会展服务礼仪训练等实践方式提升志愿者

服务技能。２０１２年，培训基地将启动第二轮志
愿者骨干培训，拟举办１４期培训班，计划从３
月至１０月分期分批培训志愿者１０３１人。同时，
编写福建志愿服务文化系列丛书，拟在 《志愿

服务礼仪培训指南》的基础上，编写 《志愿福

建———福建志愿服务培训教材》，从志愿者礼

仪培训拓展到对志愿服务组织管理、项目运

行、文化建设等内容的全方位培训，推动福建

省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内增素质外树形象，

形成富有特色、充分展现福建精神的志愿者队

伍，进一步推动福建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

探索创新

坚持知行统一　培育文明新人

近年来，厦门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８号文件
精神，按照中央文明委、中宣部和福建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基础工程，摆上全局工

作的突出位置，坚持知行统一、实践育人，紧密

结合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冠”，大力开展符

合未成年人特点和成长规律的道德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潜移默化、身体力行，培育养成未成年

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素质。

１注重思想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以学
促知。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根本和首要任务，

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全过程。重点做到

“三个融入”：一是融入学校教育。在全国率先

开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教育

全过程的课题研究，并制定规范性指导意见，

通过举办专家报告会、评选优秀活动案例，抓

好试点、以点带面，有效推动核心价值体系进

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二是融入成长历

程。把弘扬民族精神同培育时代精神相结合，

坚持每周六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举办 “起

航明天、争当四好少年”主题队会活动，用优

良革命传统熏陶未成年人，激励他们积极向

上、立志成才。多年来从未间断，累计有数十

万师生和家长参加，连一起参加活动的家长都

深受感动，普遍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很管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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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融入文化传承。在全市中小学中普遍开展经

典诵读活动，设立了１３０多个诵读示范点，经
常举办 “诵经典、扬美德”比赛，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促进道德养成。厦门市与台湾文化同

根同脉，有１０多万台胞常住厦门，每年经厦门
往返两岸的台胞近１５０万人次。厦门市注重发
挥传统道德文化在推动两岸交流中的特殊作

用，每年举办闽南童谣传唱比赛、两岸青少年

国学论坛等，吸引两岸少年儿童参与，有效促

进两岸未成年人对中华优秀道德文化的认知与

传承。

２注重行为养成，在身体力行中促进知行
统一。针对未成年人思维活跃、可塑性强的特

点，重视抓好点滴积累、习惯养成，不断提高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实效性。突出做

到 “三个深化”：一是深化主题实践。抓住迎

接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建党９０
周年等重大活动契机，明确主题、创新形式、

注重实效，广泛组织未成年人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做有道德的人”等思想道德主题实践

活动。每年开展 “暑期百场夏令营”，连续举

办２６届中小学生道德实践夏令营，连续２３年
开展 “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竞赛”活动，有效

促进良好思想道德的养成。二是深化公益行

动。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实践中，全市９０％
以上中小学生参加清洁家园行动、关爱空巢老

人、文明交通宣传等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

纷纷争当 “社区小义工”、“文明小使者”；中

小学生经常自发开展义卖募捐活动，资助灾区

及困难家庭学生，使热心公益、服务社会在青

少年中蔚然成风。三是深化典型示范。每年组

织 “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涌现了一批诚

实守信、尊老爱亲、乐于助人的道德小模范，

用身边的先进典型教育和感染更多的未成年

人，形成弘扬美德、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根

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在全市开展

新颖生动的 “感恩教育”、“体验教育”等道德

实践项目，推动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深

入开展。

３注重平台建设，在整合资源中拓展实践
空间。着力整合新资源、拓展新渠道、搭建新

平台，为丰富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提供有力支

撑。努力做到 “三个拓展”：一是拓展工作格

局。市委、市政府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近３
年全市共确定包括建设儿童主题公园、校外综

合实践基地等４６件为未成年人办实事项目，大
力拓展未成年人实践活动的平台。建立心理健

康辅导站，在各学校、社区普遍设立心理咨询

室；发扬厦门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诞生地

的光荣传统，组织创作了大型现代儿童音乐剧

《飞扬的队歌》，并在全省进行巡演；在电视台

开辟少儿频道，在市委机关报厦门日报开辟

《花季》专栏，每周以整版篇幅刊载未成年人

自己撰写的实践感受短文，在广播、网络等媒

体开辟未成年人专栏，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氛

围，形成强大合力。二是拓展活动阵地。在已

有的基础上，投入１２亿元扩建了华东地区一
流的青少年宫，每年吸纳数十万人次参加各种

实践体验活动。在全市各社区广泛设立未成年

人活动场所，普遍建立 “社区四点半学校”、

“乡村学校少年宫”和 “绿色网吧”等；所有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

成年人免费开放，形成了覆盖全市、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的实践阵地。三是拓展网络平

台。针对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接受信息途径的新

变化，在全国率先开展 “文明小博客”活动，

组织形式新颖、参与性强的健康主题博客活

动，引导他们感悟生活和社会，交流知识和思

想，提高分辨能力，养成文明健康上网习惯。

全市２００多所学校、５万多名学生踊跃参与。
这一平台有效凝聚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

力，开辟了一条利用互联网开展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教育的新途径，被纳入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２０１１年，厦门市在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中位居同类

城市第一，为厦门荣获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

冠”奠定了良好基础。

（福建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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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江西省精神文明战线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邓小平理

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

人民、改革创新，立足江西实际，大力开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思想道德

建设，大力拓展精神文明创建，社会文明程度

进一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顺利实

现 “十二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

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和良好环境。

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进一步取得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丰硕

成果

掀起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与学习宣传热潮。

２０１１年，江西省广泛深入开展了全国第三届道
德模范、全省第二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和学习

宣传活动。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中，我省候选人王茂华、谭良才、曾庆香当选

“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共表彰 ５４名道德模
范），蒋国珍等８名同志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我省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央媒体

强势聚焦。２月２２日，中央电视台 《身边的感

动》栏目报道了王茂华翁婿火海救人的义举；

９月１９日，《焦点访谈》栏目又以 《用爱回报

爱》为题专题报道这一感人事迹。同时，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会同省总工会、团省委、省

妇联等单位组织开展了全省第二届道德模范评

选，蒋国珍等１６名同志当选全省道德模范。以
全国和全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为契机，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认真组织各地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启动了道德模范故事巡讲活动。

１０月１２—２９日，巡讲团先后赴全省各地巡讲。
据统计，全省共组织讲演 ７６场，观众总数达
８７万余人，在全省上下营造了学习、宣传和
尊重、关爱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江西文明网

开设了 “名博连线道德模范”专题栏目，并组

织了有一定影响力的 “知名博友、知名版主、

知名网络评论员”对江西省部分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进行了现场连线采访，

发表原创博文４０篇。３篇博文入选全国百篇名
博展播，新闻作品 《火海英雄谭良才父女将百

万余元善款捐还社会》被新华社采用，累计浏

览量达３０多万人次。江西省文明办还积极协调
各地各部门落实帮扶政策，认真做好生活困难

道德模范帮扶工作，并积极争取中央文明办有

关帮扶政策和资金支持。１２月１—３日，中央
文明办慰问组来我省看望慰问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或家属，并在宜春市召开 “关心关爱道德

模范座谈会”，向道德模范王茂华、谭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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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香同志本人或家庭各给予了１０万元的生活
资助。１２月３０日，全省第二届道德模范、第
四届 “江西十大井冈之子”颁奖晚会隆重举

行。省委副书记张裔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达恒、省委宣传部部长刘上洋、省政协副主

席汤建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晚会，晚会现

场气氛热烈，观众反响强烈。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深入人

心。全省广泛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在熟悉的人群

中推举好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事，踊跃参

与 “身边好人”的推荐和评议。邮政、司法、

国税、交通、电力等部门主动联系、参与并积

极推荐 “身边好人”。省直各媒体每月及时报

道活动最新动态，江西文明网开设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专题，对每期上榜好人进行

了集中报道。省交通电台、南昌市分别在出租

车行业和全市社区广泛开展 “寻找身边好人”、

“寻找社区好人”等活动。２０１１年，全省各地
各行业共推荐 “身边好人”６００多人，专题网
站访问量超过 ５００万人次，评议留言近 ２０００
篇，累计有３６１人入围候选，全年江西共有９４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名列全国

第七。

第五届文明健康艺术活动周丰富多彩。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５—３０日，省文明办、省广播电
台组织部分文明单位在南昌市八一广场举办了

“全省第五届文明健康艺术活动周”展演活动。

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文

明的生活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的生活

习惯，倡导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期间，来自

省、市４０多家文明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
好者共演出各类文艺节目近１００个，有６万多
市民观看了演出，并评选出获奖节目２０个。这
一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五届，深受群众好评，

成为江西精神文明创建和群众文化建设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活动成效明显。根

据中央文明办、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江西省文

明办、省公安厅继续在全省范围深入推进 “文

明交通行动计划”，并坚持把 “文明交通行动

计划”作为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抓手，作为惠民、便民、利民的一项民

心工程，将精神文明创建与交通管理工作紧密

结合，在全社会着力营造 “关爱生命、文明出

行”的良好环境。２０１０年以来，全省公民交通
出行的法制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明显增

强，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２０１１年６月，
在厦门市召开的全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经

验交流会上，赣州市全南县作了典型发言，该

县结合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实际探索出的 “政府

主导、部门协调、镇村组织、群众参与”做

法，得到了中央文明办和公安部有关领导的高

度评价。８月 １２日，在全省启动了 “文明交

通”满意度民意测评，进一步完善了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的科学测评和动态管理机制。

“爱在党旗下、红动中国心”活动影响广

泛。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２０１１
年５月６日，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
办、省广电局、省国资委主办，江西人民广播

电台、省残联、省邮政公司等单位承办的 “爱

在党旗下，红动中国心”———江西百万干群颂

党恩系列活动在南昌启动。整个活动由百万干

群 “传颂祝福”、 “爱在党旗下”同走革命道

路、“红动中国心”善行天下人物评选、总结

表彰与祝福卡展览四个环节构成。活动评选出

善行天下人物奖１０名，祝福作品单项奖９０个。
７月１０日，在南昌八一广场举办了大型系列图
片展，翔实地展示了整个活动的特色、亮点，

特别是 “善行天下人物”的感人事迹。国内主

流媒体都作了跟踪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中

国文明网等近百家大小门户网站进行了转载，

报道量接近４０万条，新浪官方微博更是为活动
开辟了一个月的视频互动专栏，产生了广泛

影响。

二、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大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大力推进 “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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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文明帮建”工作。２０１１年年初，江西省文
明办协调省文明委成员单位领导带队，对此项

工作进行了集中督查，并加大了创建资源的整

合力度，进一步推动示范村创建暨 “文明帮

建”工作深入开展。省文明委直接协调省直单

位帮建的２０个示范村 （自然村）落实资金近

１２００万元，实施民生工程３０余项，惠及老百
姓１万余人。９月７—１７日，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组织省直主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赴全

省２０个生态文明示范村集中进行采访报道，各
媒体和网站均开设了专题、专栏，推出了一批

质量较高的新闻稿件，各有关设区市、县

（市、区）新闻单位同步宣传，对鄱阳湖生态

文明示范村创建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

深层次的报道，突出宣传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

村帮建工作中涌现出的新思路、新举措、新

经验。

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广泛

开展了创建文明集市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推

动集市文明化、规范化、诚信化建设，使农村

集市成为传播文明、引领风尚的重要窗口。赣

州市 “以特色文化引领乡风文明”的做法，在

２０１１年３月举办的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作
了经验介绍。以参评全国文明村镇为契机，进

一步推进全省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开展了农村

精神文明创建大调研，深入基层挖掘、整理和

总结了江西近１０年来的鲜活经验和创新做法，
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赣办发

［２０１１］１３号），以省委、省政府两办名义印发
执行。

积极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和文明单位的推荐工作。根据中央文明办 《关

于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等推荐工作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１］８
号）精神，依据有关评选标准和办法，经逐级

申报，省文明办在对申报城市、村镇和单位进

行严格测评和实地考察，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江西省参评第三批全国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的推荐名单和

复查合格建议保留荣誉称号的第二批全国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风景旅游区名单，经省

文明委领导审定后，在媒体进行了公示。１２月
２０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
彰大会上，南昌市等４个设区市获 “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奖，新干县等４个县城、新余市渝
水区罗坊镇等３３个村镇获 “全国文明县城”、

“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江西赣能股份有

限公司等５３个单位被评为 “全国文明单位”。

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在表彰大会上作了经验交

流发言。１２月下旬，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主要
媒体对萍乡市、罗坊镇的创建工作进行了集中

宣传报道。

“加强职业道德、提升服务效能”主题实

践活动蓬勃开展。５月下旬到１２月底，中共江
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在全省窗口和公共服

务行业开展了 “加强职业道德、提升服务效

能”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紧扣 “诚信服务、提

高效能”主题，大力倡导行业文明新风，着力

推进窗口服务的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信

息化建设。活动开展以来，各窗口和公共服务

行业诚信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业务运营进一

步规范，文明新风进一步提升，服务发展能力

进一步提高。２０１１年年底，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对活动中表现突出的４个优质服务窗口和
４个先进单位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并评选出
一批优质服务窗口、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这

项活动是促进文明单位和文明窗口创建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有力举措，已成为我

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品牌活动之一，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稳步实施。进一步

完善了江西省高中 “宏志班”受助学生的遴

选、审核、推荐、确认工作制度，本着 “公

开、公正、公平”原则，切实做好受助学生的

遴选推荐工作，确保了２０１１年１００名高中 “宏

志班”学生资助任务的圆满完成。９月，在吉
安、赣州分别召开了全省高中 “宏志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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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座谈会，就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实施十

周年，特别是高中 “宏志班”开办以来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对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进行了

部署。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看特色、看亮点”现

场交流会反响热烈。１０月２６—２８日，江西省
精神文明建设 “看特色，看亮点”现场交流会

议在赣州召开。与会人员实地参观考察了文明

村镇、文明旅游风景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文明示范社区和 “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会议交流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创

新经验和做法，总结、推广了各类先进典型，

有力促进了各地各部门更加重视、支持精神文

明建设，在全省上下呈现出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态势。

文明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创新开展。根

据工作部署，１１月９—２４日，江西省文明办组
织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对省级文明城市进

行了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此次测评在上年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测评内容和范围，规范测

评程序，认真落实整改措施，有力推动了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向科学化、常态化发展。

三、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

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氛围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主题读书教育活动。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契机，在全省
青少年学生中广泛开展了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主题
读书教育活动，组织编写出版了读本，中共江

西省委书记苏荣亲自为该书作序。围绕主题读

本还组织开展了主题读书演讲和讲故事比赛、

夏令营和网上征文、知识竞赛等活动。活动启

动以来，全省中小学生踊跃参与，３００多万名
学生参加了各项比赛。其中，收到网上征文

１７，１３０篇，１２３，３６６人次参加了网上知识竞赛，
２０个单位荣获网上征文比赛和知识竞赛组织工
作奖，１００人荣获征文比赛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１６０人荣获知识竞赛一、二、三等奖
及优胜奖。

“金色童年”少儿系列文艺活动丰富多彩。

２０１１年，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继续
在全省组织开展 “金色童年”少儿文艺系列活

动。各地共举行了１０６场专题晚会，创排节目
近２０００多个。５月３１日，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联合有关单位在江西艺术剧院举办了全省

“金色童年”庆 “六一”少儿文艺晚会，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魏小琴、副省长孙刚、省政协副主席郑小燕、

省关工委主任周 平等领导出席了晚会。整个

晚会隆重热烈、充满童真童趣。此外，活动还

选送了井冈山小学表演的 《红星歌》、《井冈山

下种南瓜》节目参加了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全国汇演和展演。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按中

央文明办的部署，江西省文明办推荐上报了５７
个乡村学校作为我省第一批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建设单位，并于９月底召开了江西省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启动仪式及骨干人员培训

班，所有项目单位负责人及所在县 （市、区）

文明办主任参加培训，中央文明办相关负责同

志出席。根据中央文明办的安排，５年之内，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支持我省２０％的乡镇中
心学校建设少年宫。省文明办以此为契机，第

一时间出台了 《江西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实施意见》等文件，加

强了对各设区市及各县市区、各乡村学校进行

有效指导和检查。２０１１年，第一批项目均已按
中央要求全面进行施工建设。我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工作推进有序、行动迅速、措施得

力，得到了中央文明办领导的好评及通报

表扬。

社会文化环境整治重拳出击。省文明办全

年组织开展了三次全省性的社会文化环境专项

整治行动。行动以交叉检查、暗访为主的方

式，先后对全省１１个设区市和３５个县 （市、

区）９００余家文化市场经营场所，包括网吧、
电子游戏经营场所、歌舞娱乐场所和校园周边

环境等重点场所进行了清查、整治。加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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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的管理，针对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违

规超时经营、违法违规传播有害信息等情况进

行了严厉查处，并持续推进网吧连锁工作，压

缩单体网吧数量。为配合南昌等地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省文明办组织协调文化、公安、

通信管理、工商等单位，分六个检查组，在南

昌集中开展了为期１０天的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
项治理行动。江西文明网开设了 “江西省净化

社会文化环境举报平台”，江西省文化厅门户

网、江西文化市场网、江西省文化市场稽查网

等网站也分别开通了群众举报通道。通过一系

列专项整治及日常的检查，全省净化社会文化

环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文化市场经营秩序明

显改善，经营业主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扎实有效。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中

华经典诵读、传统节日民俗和文体娱乐活动，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注重引导

未成年人过 “我们的节日”，让未成年人了解

传统节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活动，加强了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筹备建设我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并启动业务骨干培训计划。大力实施

了社区志愿服务行动计划，组织了 “百万空巢

老人关爱志愿服务行动”。积极参与全国优秀

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组织评选活动，江西省共

有１０位优秀志愿者和２个优秀志愿者组织受到
表彰。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明显。南昌

市、萍乡市荣获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赣州市文清路小学等６家
单位、毛晓文等３人分别荣获第二届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四、着力强化阵地队伍建设，进一步

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基础

全省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在南昌隆重举行。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文明办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

平，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

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精神文明建设队伍，８
月２１—２３日，省文明办在南昌举办了全省文明
办主任培训班。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

莅临南昌，并在开班式上为参加培训的全体学

员和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及

南昌市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做了专题报

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出席并主持开

班仪式。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共１７０余人，主
要是各设区市文明办领导和文明创建责任科室

的负责人及各县 （市、区）文明办主任，此次

活动是近年来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规格最

高、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培训活动，

收到良好效果。

文明办网亮点突出。坚持文明办网，大力

倡导文明上网，不断提高办网水平。按中央文

明办要求，部署开展创建评选 “文明网站”活

动，用优秀网络文化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争创全国文明网站。江西文明网、江西手机台

始终坚持 “责任引领方向”的办网、办台理

念，在网络和手机双媒体领域，摸索出了一条

特色发展之路。２０１１年江西文明网累计发布新
闻信息 ２６４，５９３篇次，江西手机台累计发布
ＷＡＰ新闻信息１０６，７３４篇次，编发 《江西通》

手机报 （公务版和青春版）１７２７期。江西文明
网 “民生博客”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成为国内

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问政平台，连续两年荣膺

“中国互联网站品牌栏目 （频道）”称号，并荣

获第十八届江西新闻奖新闻专栏奖。江西文明

网制作的大型网络专题 “给力鄱湖”荣获江西

新闻奖。依托江西文明网 “读书博客”内容编

辑的 《读书博文精选》一书正式出版，省委书

记苏荣为该书作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

上洋担任主编。江西手机台的 “手机音视频新

闻信息传播系统”项目成功申报江西省重大科

技项目，争取专项经费１０００万元，这是网络科
技前沿领域的有力突破，将有力推动我省文明

网站的快速、多元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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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生态创建催开文明花

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的 “建设生态环

境、发展生态经济、倡导生态文化”为目标的

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创建暨 “文明帮建”活

动，在全省农村掀起了新一轮文明帮建热潮。

江西省文明委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

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利契机，同时不断拓展新

的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的载体和渠道，以鄱阳湖

生态文明示范村为新载体，创新文明帮建活

动，重点打造一批示范点，通过典型示范、榜

样带动，来整体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建设

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主要目标是：因地制

宜，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特别是生态农业，重点

增强当地经济的造血功能，促进农民增收；通

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村风文明，打造

优美整洁的村容环境。在筹备阶段，省文明办

就多次召开帮建工作协调会，要求省直帮建单

位紧紧围绕省文明委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

态经济、倡导生态文化”的总体目标，多想办

法、出点子、增投入；同时也要求各帮建村把

创建活动作为发展村级经济、促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难得机遇，认真学习和推广文明单位

的先进思想、发展理念、科学技术和创建经

验，增强农村发展后劲，努力实现 “一年打基

础，二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的总要求。通

过一年多的创建，不仅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提升了农民文明素质，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

欢迎。

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是开展此次活动的重

点。走进永修县青山村熊家组，风格各异的小

洋楼，修剪平整的草坪，高大的樟树，繁茂的

茶树，生机盎然的桂花树，还有挂果累累的橘

子树，勾画出一幅房在树边、树在村里、村在

林中的乡村美景，让人感觉置身于一幅浓墨重

彩的山水画之中。一条新修的环形水泥村道把

全村连成一片，村道还延伸出数十条近１米宽
的村巷，直通各家各户。走在新修的环村水泥

路上，熊家组村民喜不自禁，村民熊传习说：

“以前，我们村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行路真难。现在通了水泥路，我们的生活方便

多了，这多亏了帮助我们的省国税局。”走在

景德镇市丽阳乡神丰村新修的环村水泥路上，

谁能想到在帮建工作组来之前，这里道路坑坑

洼洼，苍蝇蚊虫到处飞，是一个典型的 “脏、

乱、差”村庄。省水利厅与神丰村结对帮建

后，共投资 ７０余万元，让神丰村村容村貌
“大变脸”，帮助神丰村进行了 “五化”建设。

“我们村现在可漂亮了！家家住的都是小

洋楼，不比城里差！”村支书熊德贵十分激动

地说。自从２０１０年９月帮扶活动开展以来，共
青城市岭背熊家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熊德贵还告诉我们，现在村里每户用的都

是自来水，厕所也都是 “三格式”冲水厕所。

每户每家都配置了一个垃圾桶，还聘请了一个

农民做专门的清洁工，每天清理垃圾。目前正

在进行村庄生活污水处理池项目，省环保厅援

助修造了排污沟渠近５００米，铺设地下管道近
１０００米，将村中５６户农家所排放污水进行集
中处理，即将投入使用。

庐山区赛阳镇东林新村坐落在举世闻名风

景秀丽的庐山西麓，但长久以来，该村一直存

在喝水难问题，以前村民们喝的地下水，煮出

来的饭都是黄色的。２０１０年９月帮建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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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省地矿局帮建同志得知东林新村面临饮

水问题，立即在周边展开地质勘查，在剪刀峡

上找到了一处水源，并立即开展改水工程规划

建设。局里很快派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做好了拦

水坝、蓄水柜的施工和测量预算工作，按照计

划，这一工程即将竣工，村民也很快就可以喝

上放心水了。

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变化，也在其他示

范村中悄然地发生。一年来，通过以 “改水、

改厕”和 “硬化、净化、美化、绿化、亮化”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整治工程的实施，大大

改善了农民的村容村貌和生产生活条件。

建设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发展生态经

济是前提，农民增收是关键。星子县温泉镇黄

家垅村是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的帮建点，当

时针对帮建村地处温泉旅游所在地，村民有种

植蔬菜的传统等村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帮建干部与村干部共同研究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并确定了建设大棚蔬菜基地的发展思路，

还帮助建设一处村文化活动中心。截至２０１１年
年底，该村已种植了４０余亩生态无公害大棚蔬
菜，主要栽种香芹、莴笋等十几个蔬菜品种，

成为温泉度假村的蔬菜供应基地，每亩每年可

创利１５万元—１８万元，做强了 “一村一品”

产业，实现了农民增收。村干部胡永胜高兴地

说：“帮建资金已经到账，相关的帮建后续配

套工程和文化活动中心很快就能建成。”走进

吉安县横江镇公塘村农业文化技术活动中心

时，村里的葡萄种植户正在一楼的远程教育室

观看有关葡萄种植病虫害防治的科教片。省农

业厅不仅帮助村里解决了开展农技培训、宣传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场所，还免费提供农技培

训，帮助建设了 ２００亩的标准葡萄园。此外，
由于有省农业厅的帮建，村庄面貌也焕然一

新，硬化道路了，房屋也得到了改造，尤其令

人高兴的是，村里还建设了一座１００立方米的
净化池和一处生物滤池，使村民的健康生活得

到了保障。新干县界埠镇河头村是一个传统的

养猪村，以前村容较差，甚至有村民将猪圈建

在村庄中间，如今，这些已成为历史。在省财

政厅的帮扶下，河头村出台了建设生态文明示

范村中长期和近期规划，生态农业得到大力发

展，已发展蔬菜种植面积３００余亩，建造蔬菜
大棚１２个，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１个，成立了
道德评议理事会，完善了村规民约，村民的文

明意识有了明显增强。界埠镇镇长杨菊如欣喜

地告诉我们，现在的河头村绿了美了亮了，风

气也越来越好了，不少搬到县城居住的村民纷

纷回村建房居住。如今，村里建成或在建的房

屋有１９栋，此外还有２０户正在申请建房。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省文明委直接

协调２０个省文明单位帮建的重点示范村，在帮
建单位努力下，争取到了省科技厅科技示范专

项、省农业厅沼气工程、省林业厅绿化造林等

１０余项优势资源、政策和项目的支持，共落实
经费近１５００万元，实施民生工程６０余项。

外在的美丽不是生态文明示范村创建的全

部意义，生态文明的内涵更在于和谐文明的村

风。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乡神丰村，女子腰鼓

队在村文化广场精彩的腰鼓表演，博得村民阵

阵掌声。为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省水利

厅筹集资金，为神丰村新建了一幢两层２６０平
方米的村民活动中心，并帮助该村组建了一支

３０多人的腰鼓队。当地村干部说，丰富的农村
文化广场活动，使农民群众找到了欢乐，一些

村民从酒桌、赌场转到了文化广场、图书室，

昔日的差、乱、差村变成了今日的 “文明示范

村”。

走进余江县黄庄乡沙湾黄家村时，村民们

正聚精会神地在３００平方米的多功能文化活动
中心观看新编饶州剧———现代文明小戏。省卫

生厅的一位帮建干部告诉我们，在帮建过程

中，发现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热情很高，但就是

没有合适的活动场所，经实地考察后，厅里帮

村里建成了一个集戏台、阅览室、老年人活动

室、党员活动室、综治室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

化活动中心。群众在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中了

解政策、明辨是非、知晓事理，促进了乡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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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余干县瑞洪镇江三新村，省高级人民法

院组织的普法宣传人员正在向村民讲解涉农有

关的法律知识，村民们认真地听着。村支书江

中相说： “农村问题多，事情多，矛盾也多，

以前大家法律知识普遍淡薄，遇到纠纷时，解

决问题的方法简单粗暴。自从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村里开始帮建后，大家都知道了什么事该

做，什么事不该做，遇到问题该怎么解决。现

在村民的纠纷少了，村里的治安好了，即使遇

到问题，也能通过村里的调解圆满地处理，基

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和谐的

氛围很浓。可以看出，活动开展以来，各有关

单位实实在在地把帮建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了

长远任务来抓，打基础，谋长效。据统计，省

文明委直接协调的２０个示范村中在建或已安排
建设计划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共计１３个、宣传
教育栏 （墙）２８个。

一年来，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创建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新变化。这

些成效和变化充分展现了各级部门和帮建干部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凝结

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特别是省直各

帮建单位从解决农村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难题

入手，积极想办法、动脑筋，有钱给钱、有物

给物、有技术给技术，并派出专门工作人员驻

点服务，为示范村的创建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

条件。

伴随着创建活动向纵深推进，崇尚科技、

崇尚进步、崇尚和谐、崇尚文明的风气正在鄱

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扎下根来，越来越多的农

民群众在帮建单位的指导和帮助下，发展生态

经济，建设和谐乡村，培育生态文化，加快了

建设富裕、和谐、文明、秀美村庄的步伐。鄱

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创建活动已经成为一项德

政工程、民生工程，“鄱阳湖生态文明示范村”

到处洋溢着生态文明之花的芳香。

探索创新

提升窗口形象　强化诚信服务　扎实
推进文明行业创建

为全面落实中央文明办关于加强窗口行业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江西省委、省

政府关于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有关部署安排，

２００８年以来，江西省文明办积极探索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新思路，以

窗口和公共服务行业为重点，紧扣 “诚信服

务、提高效能”主题，坚持每年在窗口和公共

服务行业开展全省性的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倡

导行业文明新风，着力窗口服务的科学化、规

范化、人性化、信息化建设。活动开展四年

来，各窗口和公共服务行业诚信服务意识进一

步增强、业务运营进一步规范、文明新风进一

步提升、服务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这项活动

已成为江西省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的一项品牌活

动，为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建设富裕和谐秀美

江西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主题实践活动的内容和主要做法

１精心组织准备。江西省文明办每年年初
都组织专题调研，结合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确定一个主题，精心制订实施方案，确定

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目标要求和方法

步骤，明确各项工作部署和重点任务，确保实

施方案既符合中央精神、主题突出，又符合创

建实际、切实可行。在思想准备方面，省文明

办每年都组织全省各窗口和公共行业单位和主

管部门，召开动员大会，进行深入发动，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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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文明办的精神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及

时传达，为开展好主题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在组织准备方面，各单位都成立了以主

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并设立专

门办事机构，抽调精兵强将充实力量，明确了

单位 “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形成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认真抓，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２抓好分类指导。江西省文明办根据各窗
口单位的不同服务项目和岗位的特点，针对领

导干部、普通党员、青年职工等层次，开展多

种形式的活动。省文明办还专门先后深入一些

基层窗口进行专题调研，强化对主题实践活动

的指导，带动了活动的深入开展。每年在活动

中、后期，省文明办组成指导检查组，对活动

开展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３积极探索创新。活动中，江西省文明办
结合创建实际，鼓励引导各单位积极创新活动

载体和形式，力求体现活动的特色性和针对

性，要求各地各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能，开展

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有的根据不同层面

干部职工的情况，开展不同主题的职业道德教

育，有的组织到系统内或其他窗口单位学习取

经，有的组织干部职工赴南昌、井冈山和瑞金

等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省文明办每年还专门组织税务、公安、邮

政等单位在南昌八一广场举行大型便民咨询

会，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并免费发放相

关宣传资料。一些基层服务网点还成立了流动

工作组，专程到街道、社区进行诸如税法、社

保知识宣传及志愿服务活动。为确保活动质

量，省文明办在活动每个阶段组织 “回头看”，

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通过各具特色的

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对主题实践活动的认

识进一步深化，目标更加明确，行动更加

自觉。

４抓好宣传引导。江西省文明办和省、市
主管单位积极开展学习宣传，对内充分利用活

动简报、专题网站、报刊和图片展览等宣传形

式，广泛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每年都要组织省直主要新闻媒体对优质服

务窗口和先进单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宣

传，大力宣传活动取得的成效和活动中涌现的

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５隆重总结表彰。江西省文明办每年年底
都召集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和部分窗口单位召开

总结表彰大会，认真梳理总结工作，虚心听取

各单位意见建议，评选表彰一批优质服务窗口

和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并对下一年的活动开

展提出明确要求。

二、主题实践活动的特点与成效

１打造品牌窗口。通过主题实践活动，江
西省窗口单位按照 “窗口创品牌、岗位配尖

兵、服务有明星”的要求，打造了一大批功能

全、项目多、环境好，直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 “品牌窗口”，涌现了一大批

能力强、业务精、素质高，扎根基层一线的

“服务明星”。如萍乡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办

税服务厅全心塑造 “全员、全程、全方位”服

务承诺暨 “楚萍国税３６０”服务品牌，是近年
来群众普遍赞扬的品牌窗口。赣粤高速峡江服

务区加大便民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投入，进一步

完善服务区的便民服务功能，被誉为赣粤高速

的 “温馨之家”，深受过往司乘人员和老百姓

的交口称赞。敬业爱岗，不畏艰苦，任劳任怨

的铅山县邮政局陈坊乡邮政代办所罗细英同

志，十五年如一日，行程２０万多公里，踏破了
６０多双运动鞋，骑坏了４辆自行车，累计投送
报刊５３多万份，投送信件、汇款、包裹等近
２３万件，从未发生过邮件积压、丢失和延误，
被山区群众誉为 “山村鸿雁”、 “扁担信使”，

先后获得了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江西省

“劳动模范”、全国邮政系统 “先进个人”、江

西省 “三八红旗手”、江西邮政 “十佳投递员”

等诸多荣誉称号。江西省交警总队直属三支队

民警吕凯从警４年，独创出 “一看、二问、三

查、四助、五回访”高速公路群众救助工作

法，先后帮助十余名流浪者回家，被群众誉为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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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上的 “雷锋哥”，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２强化服务网络。从社会关注、群众关心
的问题入手，把服务群众作为重中之重，一个

个便民利民，服务细致，措施有力的服务网

络，使窗口行业建设成为优质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大局的一项民心工程。吉安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所推行集咨询、投诉、退办 “一体化”，

含交易、邮政、保险、违章处理 “一条龙”的

“全方位一站式”服务，还在偏远的农村设立

了２６个车管服务站，４６个农村 “双站”，服务

网络覆盖全市城乡，受到广大车主的好评。江

西省人才交流中心每年在全省各地举办的大型

招聘会达１００场以上，入场单位近９０００家次，
提供岗位数近１８万个次，江西人才人事网２４
小时畅通，建立了江西省规模最大的网上人才

库，日均在线提供就业岗位１４万余个次。南昌
供电公司东湖营业厅为解决老弱病残孕等特殊

客户缴费困难问题，启动自助缴费机，推出

ＰＯＳ机进社区服务，提供上门服务，免费指导
客户网上交费。江西省出版集团成立了连锁的

公益性质的 “新华读者俱乐部”，为读者免费

提供图书借阅、各类讲座等服务。

３完善工作机制。江西省窗口行业以主题
实践活动为契机，将诚信服务社会和人民的理

念贯穿渗透到日常各项工作中，使之成为员工

的自觉行动，作为单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提升的重要抓手，做到四同步，即领导机制、

工作机制、投入机制、考评奖惩机制多管齐

下，有力地促进了文明窗口建设。在２０１１年表
彰的江西５３家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中，窗口和
公共服务行业单位有３０家，占５６６％。江西
１１个设区市的国税局均进入了全国文明单位行
列 （含继续保留和新当选）。江西省电力公司

对系统内市、县 （市、区）、乡三级部门进行

了主题实践活动的全体动员，将活动开展情况

纳入全系统的绩效管理考核和效能考核指标。

萍乡市邮政局建立了服务质量每月评比、年终

考评的制度。每月在全市３８个网点中评选３名
“服务之星”，网点评选３面 “流动红旗”，年

终评选优质服务之星和优秀服务网点，并对所

辖县区分局开展 “三个一流”创建进行总评

分，纳入了对各单位年终绩效考核。

４探索规范标准。注重窗口单位的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使员工的行为有职业准则，

业务有岗位职责，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

升华形成标准。如江西省地税系统切实为纳税

人提供 “热情、周到、高效、规范”的办税服

务，推动全省地税系统各级办税服务厅的规范

化建设，在全省地税系统创造一个和谐诚信的

良好环境，制定了 《全省地税系统办税服务厅

规范化服务标准》，从办税服务厅建设、管理、

服务效率、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四个方面构建

诚信高效服务长效机制，提高文明单位创建

水平。

５锤炼精干队伍。窗口是单位文明服务形
象的重要展示平台，是社会、客户对服务质量

评价的综合体现的渠道。通过主题实践活动，

各地各部门大力强化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从

自身营业窗口服务程序、标准、行为、监督管

理等细节入手，借力信息化技术，不断强化科

学管理，完善服务功能，形成了一支 “精于管

理、长于技术、胜在服务”的德能兼备的现代

化、信息化队伍。如，景德镇供电公司珠山西

路供电营业厅有一支推行 “五心”服务、充满

青春朝气的 “娘子军”，她们将 “三尺柜台”

作为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塑造美

丽形象，充当文明使者，创造一流的服务，先

后被团中央、国家电网公司授予 “全国青年文

明号”称号，服务水平 “创三星夺四星”，成

为群众交口称赞的 “明星示范窗口”。萍乡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针对出入境工作急事、特

事多的情况，推出 “延时服务”、开辟 “绿色

通道”，干警们苦练业务，单次平均受理时间

只要５分钟，办理证件时限由１５个工作日缩短
至５个工作日内，办理签证由５个工作日缩短
至３日内，均比公安部规定时限缩短一半。上
饶市工商局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设立首

席代表负责制，实现行政许可申办件即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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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场办结率由以前的 ６０％提高到 ８５％以
上，该窗口还采取了 “通收通办”制，即任何

窗口工作人员均可以接办业务，缩短审批时间

达４０％以上，当日办结率达到８７％。
６创造一流业绩。窗口和公共服务行业的

工作群众关心、社会关注，是助推经济发展，

关系民生和谐的重要保障。主题实践活动的开

展使各单位着力抓好文明创建这个利器，向精

神文明建设要效益，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用

灵活、高效的管理方式，在提供一流服务的同

时，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使广大群众得实惠、

享便利，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如：赣州供电公司２０１１年开工建设了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输变电工程项目共３２项，合计投资约为
１８５９５亿元，竣工投运了一大批输变电工程，
完善了电网结构，提高了供电能力和可靠性，

有力地保障了一批省市重点产业项目的实施。

湖口县国税局实施了 “无间隙服务”，并自主

开发了 “湖口县国家税务局综合管理应用系

统”，打造 “网上办税服务厅”，推行星级服

务，取得了 “零距离、零差错、零投诉”的

“三零”标准检验纳税服务的工作成效。南昌

海关机场办事处采取 “门到门”服务扶持重点

企业，对大宗货物监管适时采取下厂查验，为

企业提供快速放行服务，实现物流信息的快速

通畅，进口通关效率为１４３小时，出口通关效
率为０３４小时，２４小时通关率达到９９％以上，
仅２０１０年，其办理进出口货值就达到４４８亿
美元，征收税款达到１２１亿元，为全省外向型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回顾这几年创建的历程，江西省文明办和

各行业一起摸索出文明窗口行业创建的几点体

会和做法。

１要始终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创建工作的

“主心骨”和 “牛鼻子”。只有抓住这个核心，

才能切实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有力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２要始终坚持大力弘扬爱岗敬业，勤奋奉
献的优良作风。敬业与奉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对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只有将这种要

求融入到窗口行业文明创建工作的各个方面，

才能更好地推动各行各业 “服务群众、高效工

作、服从大局”，树立单位和职工队伍良好社

会形象。

３要始终坚持切实着眼为民服务、扎根基
层。精神文明创建根基在基层，重点在基层，

难点在基层，成效也要体现在基层。只有始终

把文明创建的着力点放在基层一线，才能更全

面地关注民生民计，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的实

际需求，取得扎扎实实的创建成果。

４要始终坚持全民参与、齐抓共管。文明
创建，重在参与。只有通过各级各部门的齐抓

共管、通力协作，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参与，

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自身既是文明创建

的推动者，更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才能充分

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全民动员、全员参

与的有力工作格局。

５要始终坚持创新载体、完善机制。创建
工作是长期、系统的工程，只有从建立和完善

创建机制入手，形成了科学、规范、运转有效

的运行机制，才能推动文明创建规范有序、健

康持续地发展。

四、巩固创建成效、积极探索新路

江西省文明办进一步深化文明单位创建，

着重体制化、常态化建设，认真研究新情况、

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

１进一步加大窗口行业典型宣传力度。要
从各窗口单位，特别是生产、服务一线的基层

网点发掘平凡事迹，发现闪光点，加大宣传力

度，并利用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和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的良好契机与平台，让

更多的 “服务明星”、 “敬业模范”登上 “中

国好人榜”，入选道德模范，让敬业、精业和

奉献的精神深入干部群众的心中，感动社会，

感动人民。

２进一步总结推广行业规范服务考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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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制订针对窗口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科

学、常效、动态的考评管理办法，提出一整套

明确的创建文明窗口的标准和细则；探索建立

行业规范服务测评体系，并进一步提高窗口和

公共服务行业诚信建设、职业道德建设、服务

效能内容在省文明单位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文

明单位评选注重向一线窗口和基层单位倾斜。

３进一步提炼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根
据近年来主题实践活动中涌现的先进窗口的典

型经验，针对窗口单位的服务内容，将普遍性

与特殊性相结合，在每个行业和系统内总结推

广出一项甚至几项高效率、可操作、受欢迎、

易推广的 “工作法”或优秀案例。

４进一步推进窗口单位 “三大提升”。要

通过严要求、高标准的便民优质服务的实际工

作，进一步把各项服务的触角向社会群体延

伸，使更广大的群众享受创建成果；全面推进

窗口 “软硬件”综合升级，实现 “员工素质、

服务水平、窗口形象”的明显提升。

（江西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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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概况综述

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

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提高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目标，大力推进思想道

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各项工作

取得了新进展。

一、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

传教育为重点，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道

德建设全过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

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大力推进公民道德

建设工程。一是大力选树道德模范。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

合开展第三届全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５１
人获省道德模范称号，７０人获提名奖，冯思
广、刘延宝２人入选全国道德模范，８人荣获
提名奖。组织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全省有６２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

召开全省道德模范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省文明委主任姜异康同志会见道

德模范。举办全省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组织全

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道德模范

巡讲活动”专场报告会，分别在青岛、潍坊、

威海举办 “道德的传承”———全国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展现 “身边好人”

的崇高品质，扩大道德模范的社会影响。发放

２７万元，对困难道德模范进行资金帮扶，倡导
好人好报的社会价值理念。二是开展 “我们的

节日”主题活动。把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的有效载体，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

优秀案例和优秀宣传栏目 （专题）评选活动，

动员各地围绕中华传统节日，精心组织丰富多

彩、群众喜闻乐见的系列文化活动，大力营造

尊重传统节日、热爱传统节日、参与传统节日

的浓厚氛围。三是加大网络文明传播力度。山

东文明网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进行全面改

版，成为全面展示、宣传山东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成果的重要窗口。组织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积极开展网上文明传播活动，营造良好的

思想道德建设网上舆论氛围。

二、以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创建为重点，不断提升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水平

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成果由人

民群众共享的工作理念，抓实载体、抓好活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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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精神文明创建成为提高市民素质的重

要途径、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创新社

会管理的重要抓手。一是扎实推进省级文明

城市、文明县 （市、区）创建工作。依据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委托国家统计局山东

调查总队对全省１７个申报城市、委托各市对
复查和申报的文明县 （市、区）和先进县

（市、区）进行实地测评，省委省政府对 １２
个 “省级文明城市”、６３个 “省级文明县

（市、区）”予以表彰，省文明委对５个 “省

级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２６个 “省

级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县 （市、区）”予以

表彰。各地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为推进各

项工作的综合载体，高度重视，加大措施，

为群众办了大批好事实事，推动城市文明程

度整体提高。二是不断深化文明行业创建工

作。坚持从行业特点出发，会同省工商局等

部门开展公益广告评选，与省公安厅联合实

施全省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与省卫生厅开

展卫生系统文明窗口创建活动，与省网络办

等部门开展文明网站创建活动，与省体育局、

省口岸办、省农村信用社等部门联合开展行

业系统创建活动，有力地推动创建文明行业

活动深入开展。三是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成效显著。青岛市以

省会、副省级城市测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再

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烟台市获全国文

明城市三连冠，临沂市、淄博市分别以地级

市测评总分第一名、第五名的优异成绩当选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济南市等 ４个地级以
上城市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全省

１２４个单位、７１个村镇分获全国文明单位和
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获奖数量居全国前

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表彰大会，对获得全国和全省先进荣誉称

号的单位进行了隆重表彰。威海市创建文明

城市和日照市东港区建设农村新型文明社区

的经验，分别在中央媒体和全国经验交流会

上予以宣传推广。

三、以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为重

点，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是山东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中央３９号文件精神的具体措施，是统
揽全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紧紧

围绕着村容村貌、村风民俗、生活方式、乡村

道德、平安村庄、文化惠民六大重点任务，把

“乡村文明行动”作为统领全省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主要活动，下大力气组织实施。制定印

发 《关于在全省农村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的

意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

成立由３５个省直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制
订下发 《山东省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责任分

工》、《“乡村文明行动”执行标准 （试行）》

等文件，分解落实责任，建立起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

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各级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专题，先

后发稿１０００余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乡村

文明行动”标识、宣传用语、主题歌词，营造

浓厚的社会氛围和舆论氛围。各级各部门把

“乡村文明行动”列为任期目标，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目

标和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制订具体方案，

加大工作力度，狠抓任务落实，在较短的时间

内渐成高潮，有力推动了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

四、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重点，

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一是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文化环境。制

订方案，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任

务分工，以其测评成绩作为评选文明城市的

先决条件，评选表彰了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８个先进城市、５２个先进县 （市、

区）。开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行动，重点

打击互联网、手机淫秽色情不良信息，坚决

查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行为，遏制整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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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中的低俗媚俗之风和损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不良广告，大力净化学校周边文

化环境。二是深入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乡村学

校少年宫７６所。争取省财政从省彩票公益金
中提取８００万，作为全省８０个已建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运转经费。组织拍摄有关专题教学

片，为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提供案例指

导。目前，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立２１００余
所，开办各类培训班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２０
多万期 （次），成为学生满意、家长认可、社

会肯定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特色品牌。

三是广泛组织开展 “童心向党”童谣传唱歌

咏活动和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

广泛征集优秀童谣，举办全省 “童心向党”

歌咏汇演，在山东文明网进行展播。总结推

广潍坊市实施 “亲子共成长”工程经验。组

织１６万余人次中小学生，参加中央文明办组
织开展的清明节期间 “网上祭先烈”活动、

国庆节期间 “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

人”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五、以 “讲文明树新风”为重点，大

力推进志愿服务

召开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

视讯会议，表彰全省荣获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

者”个人，对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志愿

服务活动进行深入动员部署。以 “我们的节

日”为主题，在传统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在青岛、烟台、潍坊、东营、威海、

莱芜、滨州等市举办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全国启动仪式，向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捐

款近８００万元。组织开展全省优秀志愿者和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荐活动，经群众投票，

５０名个人和１个组织被评为全省优秀志愿者和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其中４名个人和泉城义工
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组织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奉献他人、提

升自我”的志愿服务理念，大力宣传志愿者的

感人事迹，使更多的人了解志愿服务，感受志

愿服务，加入志愿服务。总结推广泰安市 “菜

单式”志愿服务工作经验，推动全省社区志愿

服务工作深入开展。

特色活动

潍坊市实施 “亲子共成长”工程　构
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潍坊市大力实施 “亲子共成长”工程，以

“亲子互动、共同成长”为主题，以改变家长

教育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水平为切入点，整合

优化社会教育资源，着力打造家庭教育提升、

社会道德教育、媒体宣传引领等平台，广泛组

织开展专家讲座、百万家长进学堂、成长导

航、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构

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体系。

努力打造三个平台。家庭教育提升平台。

妇联系统依托广播家长学校、网络家长学校、

早教中心等阵地，实现了对全市家庭的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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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教育部门依托中小学、幼儿园建立的家长

学校，实现了对全市初中、小学及规模以上幼

儿园的全覆盖，是家校互动的主平台。成立了

潍坊中小学生成长导航站等社会专业机构，解

答家长的困惑和问题，消解学生成长中的烦恼。

在教育、团委、妇联、卫生等主要涉及未成年人

工作部门和中小学校、专业咨询机构、大众传媒

等设立 “１６０３００３”等学生成长服务热线和网站，
针对未成年人成长中的热点问题，开展免费教

育咨询服务。社会道德教育平台。在广大农村中

小学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２１９所，引导各中小学
校、职业院校等专门教育场所搞好放学后、节假

日等非教学时间的对外开放。利用各类自然景

点、公园等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利用民间艺

术场所、高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等建立科教

人文教育基地，利用厂矿企业、农田大棚等工农

业生产场所建立劳动实践基地，利用规划展览

馆、博物馆建立发展成果展示基地，挂牌成立不

同类型的亲子共成长教育实践基地４０个，免费
向学生和家长开放，开展生态文明、民族传

统、劳动知识、创新和发展理念等方面的教

育。结合旧城改造、社区建设，建设一批文体

广场、市民学校、儿童俱乐部等教育活动场

所，把社区打造成开放式的 “亲子共成长”教

育基地。媒体宣传引领平台。在潍坊电视台开

设了 “成长”栏目，密切关注学生成长过程中

的各类问题；在 《潍坊晚报》开辟 “亲子成

长”专栏，定期刊发家教经验，开办 《新教

育》周刊；在潍坊电台开办了 《亲子共成长》

栏目，创刊了 《亲子共成长》杂志，开通了中

小学生成长导航站网站。

深入开展五项活动。举办 “亲子共成长”

系列专家讲座。邀请全国各地教育专家１００余
人次赴全市１８９处村镇，举办报告会４５２场，农
村学生家长受众７０余万人。组织 “百万家长进

学堂”。依托市民学校、社区家长学校、广播家

长学校等阵地，组织百万余名学生家长学习家

教课程、参与亲子互动活动；依托远程教育中心

开办 “农村父母课堂”，１２６万名农村家长接受

现代家庭教育理论熏陶。开展成长导航活动。在

市县两级建立 “亲子共成长”教育指导培训中

心，定期举办报告会、专家讲座、电视网络访谈

和免费开展教育咨询、心理疏导各项服务活动，

在人生规划、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学习障碍、

身体健康等方面开展义务咨询与帮助。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围绕 “做一

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广泛开展网上寄语签

名、撰写感言体会等活动，大力开展中华经典

诵读，将经典古文、古诗词推荐给未成年人。

开展特色文化教育活动。依托各类 “亲子共成

长”的各类平台，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加入文化

艺术、科技普及、体育训练等社团组织，学习

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２０１１年成
立了 “亲子共成长”艺术团，共创编歌舞、情

景剧、音乐等１３个作品并进行演出。

济宁市开展 “邻居节”活动　力促和
谐社区建设

济宁市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关注民情、

立足实际、贴近生活，创新开展 “运河之都邻

居节”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该

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

强化保障，形成举办 “邻居节”活动强大

合力。该市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街道和

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从各县

（市、区）、民政、文化等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

成 “邻居节”活动办公室，专门负责 “邻居

节”的策划、指导、监督、协调工作。各社区

相继推选出热心社区事业、组织协调能力强的

居民担任楼长和单元长，在社区、单元楼具体

牵头负责 “邻居节”活动开展。将 “邻居节”

活动纳入对各级各部门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内容

进行督导检查，对好经验、好做法给予及时报

道和推广，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

表扬，有效地调动了各部门和干部群众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明确定位，积极探索 “邻居节”活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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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明确 “五个定位”：从百姓身边小事做

起，向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延伸；从开展趣味性

文体活动做起，向倡导文明新风延伸；从社区居

民群众参与做起，向整合社会力量实现全覆盖

延伸；从群众自发创造做起，向组织规范活动方

向延伸；从提升居民素质做起，向创建和谐济宁

延伸。坚持 “三项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突出

参与性；把握主题，突出创新性；贴近生活，突

出时代性。遵循从小事入手，从细节入手，精心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贴近群众生活、群众喜闻乐

见的活动，真正让 “邻居节”活动成为居民自

己的节日。随着 “邻居节”活动不断深化，该

市逐步探索形成了三种模式：以市里开展活动

为点的龙头带动模式；以街道开展活动为线的

街道模式；以社区开展活动为面的社区模式。

“点、线、面”有力结合，有效增强了 “邻居

节”活动的连续性和层次性，形成各方齐抓共

管、共建美好家园的长效机制。

成效显著， “邻居节”活动在公民道德建

设中彰显魅力。增强了社区邻里间的人际和

谐。“邻居节”活动有效契合了社区居民加强

交流、增进沟通的迫切心情和强烈愿望，通过

开门相知、厨艺展、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引导

居民走出家门，在广泛参与中互相交流，互相

学习，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社区邻里关系由

原来的 “同住屋檐下，不知邻家人”逐步转变

为 “远亲不如近邻”，倡导并形成了 “与邻为

善、互助友爱、明礼诚信、和睦共处”的新型

邻里关系。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推进了公

民道德建设。各类丰富多彩的演出、竞赛、展

览等活动是 “邻居节”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

的开展不仅吸引了许多前来观看的居民，更因

为活动自编、自导、自演的性质，吸引了大批

自愿参与、展示自我的居民，广大居民的精神

面貌在丰富的文化活动中焕然一新，形成了积

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社会氛围。搭建了政府工

作向社区延伸的平台。 “邻居节”活动明确提

出 “居民自己的节日自己办”的响亮口号，确

定了 “政府定主题，居民群众自发选择形式内

容”的活动模式，既保证了活动的群众基础，

又增强了党委政府工作的穿透力，实现了社区

活动从命令式向引导式转变、直接灌输式向参

与互动式转变、被动接受式向主动参与式转

变，体现了构建和谐社区的民主性，有力地促

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泰安市 “菜单式”志愿服务为社区居

民 “点单送菜”

泰安市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通过有效

整合社会志愿服务资源，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规范志愿服务内容，为社区居民提供 “点单送

菜”式的志愿服务，实现了社区居民需求和志

愿者专长的有效对接，为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搭建了广阔、规范的平台。

建立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菜单。

精心 “备菜”，建立菜单是整个社区 “菜单式”

志愿服务的工作基础。泰安市 “泰山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协会在志愿者自愿报名的基础

上，将不同专长的优秀志愿者纳入协会志愿者

人才资源库。从志愿者人才资源库中，选出一

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且具备国家专业资格认证

的优秀志愿者，并根据他们的工作特点、专业

特长、服务时间、服务项目等内容登记造册，

形成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菜单，并呈现给

社区居民。重点在法律咨询援助、关爱未成年

人、机电维修、就业指导、科普、体育、文

艺、消防安全、心理咨询、医疗卫生保健、应

急救援指导、治安防范、助老助残等方面为社

区居民提供你点我供的 “菜单式”志愿服务。

社区志愿服务菜单将根据居民的需求变化和志

愿者的个人情况每年定期调整、补充完善，及

时推陈出新，形成新的菜单。

建立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运行机

制。在 “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协会办公室

开通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热线电话，社区

居民通过拨打热线电话，以 “点菜”的方式，

选取志愿服务项目，提出志愿服务需求，由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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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人员按照 “就近、就便、专业对口”的

原则选取志愿者，志愿者以 “送菜”的方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志愿者到社区开展

志愿服务前，先到协会填写 《社区 “菜单式”

志愿服务登记卡》，领取介绍信和 《社区 “菜

单式”志愿服务评价卡》。志愿者为社区居民

开展志愿服务时要准备充分、热情周到，符合

居民 “口味”，确保志愿服务的时间和质量。

志愿服务结束后，由社区根据居民意见，填写

《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评价卡》，并以

“品菜”的方式对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做出客观

评价，提出建议。评价卡密封后，由志愿者本

人负责交回协会办公室。

建立社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保障机

制。在 “泰山文明使者”志愿服务协会设立社

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对

志愿者、社区开展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的

补助、奖励。志愿者完成志愿服务后，持 《社

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评价卡》到 “泰山文明

使者”志愿服务协会办公室领取一定的费用补

助。志愿者主动要求到社区开展 “菜单式”志

愿服务活动时，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服务电话

的方式提出申请，由协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

帮助联系社区，安排志愿服务活动。同时，要

求各社区积极配合，为志愿者开展活动提供必

要的帮助。社区每组织开展一次 “菜单式”志

愿服务活动，也同样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社

区参加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将作为

对文明社区评选考核的重要依据，志愿者个人

参与 “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的次数和服务质

量将作为对志愿者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目

前，全市已有 １５０多个社区参与了这项活动，
受益群众已达１０万多人次。

曲阜实验小学组织开展 “诵传统经典

树和乐新风”特色教育活动

曲阜实验小学充分发挥曲阜历史文化名城

优势，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广泛开展

以 “弘扬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诵读先贤

经典、塑造当代君子”为内容的经典诵读活

动，走出了一条 “诵传统经典，树和乐新风”

的特色教育之路。

树立理念，优化环境。学校充分利用儒家

文化 “和”、 “乐”的教育思想，熔炼先贤经

典，打造了 “和乐致美”的学校文化，确立了

“蒙以养正、礼爱并举”的育人理念，用以指

导诵读活动开展。在环境建设上，构建了 “诗

书古韵、和美雅致”的校园文化环境，以弟子

规、论语选粹、文明礼仪、先贤圣哲等为内容

的宣传板块构成学校长廊文化，以励志名言、

古典诗词为内容的名家书法刻砖、刻石构成学

校墙壁文化。此外，在校园各处设置宣传橱

窗、格言警示牌、手抄报专栏，使师生在潜移

默化的氛围中与经典结伴、与大师会晤，时时

处处感受人文光泽的沐浴。

创新方法，激活兴趣。在经典诵读过程

中，学校组织教师认真开展教学研讨，交流心

得，做了大量创新尝试，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工作方法，使学生对经典诵读产生了浓厚

兴趣，包括把经典内容编成故事，引发学生兴

趣的故事引导法；播放相关影片、音乐，创造

优美意境的意境陶醉法；依据学生学习能力因

材施教并给予积极赞赏，使学生始终处于成功

喜悦之中的成功感应法；采取或快或慢、或吟

或唱、或领读、或齐诵、或接龙、或征答等多

种形式活跃气氛的诵读变式法。

建立制度，强化措施。在以往经典诵读经

验基础上，学校围绕践行三化标准、做到四个结

合、健全五项保障开展工作，推动诵读活动常态

化、科学化、机制化。设立经典诵读课，利用主

题班会、晨会、活动课等时间，组织学生诵经

典、唱经典、演经典，推动活动常态化；以经典

诵读为载体，挖掘传统道德教育当代价值，弘扬

传统经典中具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内容与方法，

使中华传统文明植根于学生的灵魂，推动活动

教育化；全校学生每人一套经典诵读教材，鼓励

学生和家长共同诵读，相互促进，通过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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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和家长宣传开展经典诵读的目的、意义、

方法，赢得社会各界认同与支持，推动活动社会

化。注重学校活动与班级活动相结合，个人学习

与集体辅导相结合，评比与激励相结合，总结与

提高相结合。加强人员保障，每堂课、每项活动

都有专人部署、落实、考核；注重内容保障，

２０１１年学校修订了校本教材 《杏坛魂》，上册由

《三字经》、《论语选萃》、《弟子规》、《劝报亲

恩篇》、《圣人·圣迹》组成，下册由 《增广贤

文选》、《四书选萃》、 《百家姓》、 《千字文》、

《古迹名胜》组成，每部分均有原文、注音、译

文、启示、故事、图画，浅显易懂，图文并茂，

深受学生欢迎；加大经费保障，多方筹措资金，

免费提供校本教材，升级宣传平台，为师生提供

课题研究及外出学习机会；强化环境保障，争取

家长和社会各界理解支持，为诵读活动创造适

宜宽松的社会环境；突出宣传保障，加强学校

红领巾电视台、广播站、校园网、校刊等活动

阵地建设，扩大诵读活动效果。

探索创新

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　扎实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

山东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山东农业和农

村工作实际，２０１１年在全省农村启动实施了为
期５年的 “乡村文明行动”。由于这项工作坚

持以人为本，贴近农民群众实际，各级各部门

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进，整个活动

取得了初步成效，农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得到了

有效提升，农村的环境面貌得到了较大改善，

文明和谐风尚正在逐步形成。

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与山东省 “十二

五”规划相配套，总的要求和工作目标是，围

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行政村和新型

农村社区为基本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为根本，以营造新环境、培育新农民、

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实现新发展为目

标，针对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村容村貌、村风民俗、

乡村道德、生活方式、平安村庄、文化惠民六

大建设为突破口，着力改善农村环境面貌，着

力提升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着力提升农民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着力提升农村社会文明

程度，力争到２０１２年年底，全省５０％以上的
村达到县级文明村标准；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实现
“活动全覆盖、村村有新貌”，７０％以上的村达
到县级以上文明村标准。

全省各地对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高度重

视，将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作为提高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内容，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基础工程列入议

事日程，并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紧

紧围绕 “乡村文明行动”的总体要求、工作目

标、工作原则和主要任务，采取切实措施，迅

速行动，全面发动，精心组织，在较短的时间

内取得明显效果。一是精心部署，强力推进。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省

农村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的意见》，对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作出周密部署。省里召开高

规格、大规模的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共设分会

场近１００个，参会人员达 ３万多人，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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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明行动”进行广泛动员。各级各部门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基层调研，加强督导检

查，狠抓工作落实，把 “乡村文明行动”列为

任期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和科学发展考核评价

体系，制订具体方案，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组

织实施，确保 “乡村文明行动”有力推进。二

是整合资源，合力共抓。省里建立由省委省政

府统一领导、省文明委具体组织实施的领导体

制，成立包括涉农部门在内的３５个省直有关部
门组成的省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领导小组，

整合涉农部门资源，加强对实施 “乡村文明行

动”综合协调、组织联络和督导检查，各级各

部门也普遍成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制订下发

《山东省实施 “乡村文明行动”责任分工》，针

对各有关部门单位工作职能，把 “乡村文明行

动”主要任务细化为４９项具体工作，分解落
实到各相关责任部门。各级各部门结合各自实

际，进一步细化活动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工

作重点和落实措施。目前，全省上下由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日趋完善，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

合力。三是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全省各地按

照 “乡村文明行动”工作要求，以村容村貌、

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从解决影响乡村环境的突

出问题入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一项一项抓

好落实。省文明委把 “乡村文明行动”工作任

务和目标纳入 《山东省 “十二五”期间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实化细化 “乡村文明

行动”阶段目标和工作措施。制订 《“乡村文

明行动”执行标准 （试行）》，结合各地农村工

作实际，明确农村和农村社区执行标准，分类

推进实施。各地加大考核考评力度，定期公布

示范村、达标村，总结、选树、推广一批先进

典型和成功经验，推动整体提升。编发 “乡村

文明行动”工作简报，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工

作开展。四是创新方法，强化考核。制订

《“乡村文明行动”考核办法》，不断创新和加

大推动工作力度。各地结合实际，普遍研究制

定推进 “乡村文明行动”实施的具体考核验收

办法和实施细则，在强化日常通报、定期调

度、督促检查的基础上，把 “乡村文明行动”

开展情况纳入对市直部门 （单位）、各县 （市、

区）考核评价体系，将工作成效和考核验收结

果列为考核乡镇 （街道）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

重要内容，作为评先树优、选拔任用的重要依

据。五是广泛动员，营造氛围。省里成立 “乡

村文明行动”新闻宣传小组，统筹指导协调宣

传工作。通过召开新闻例会、通报会、组织记

者集中采访等，及时公开报道活动进展情况。

《大众日报》、山东广播新闻频道、山东电视卫

视频道等省主要新闻媒体分别开设 “乡村文明

行动”专题专栏，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了

多次集中宣传报道，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乡村文明行动”标志、宣

传用语、主题歌词，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５０００
多件，覆盖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２０多个
省市，有效扩大了 “乡村文明行动”影响力。

临沂市实施网格化管理　推动全民参
与文明城市创建

临沂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针对

街道和社区人力、物力、财力相对薄弱，创建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创新工作思路，探索

实行创城网格化管理，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方

方面面的力量参与创城，形成全民参与创建的

大好局面。

科学划分网格，合理配置人员。按照大小

适中、便于开展工作的原则，将城区合理划分

为３６个网格，每５个市直部门负责一个网格。
网格的划分以主干道或河道为边界，中心城区

网格规模偏小，周边乡镇街道网格偏大。为便

于管理，各网格划分不打破区、街道和社区的

原有界线。每个网格设一个牵头单位、若干个

责任单位，牵头单位负责做好本网格创城工作

协调调度，各参与部门在牵头单位统一指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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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配合，共同完成本网格各项创城任务。每

个市直部门、单位抽调出本部门、单位不少于

１／５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创城工作中，并在经费、
时间上给以保障。同时，各区直单位、街道也

安排相应工作人员进入到网格，配合市直部

门、单位一起开展工作。

确定工作任务，理顺部门责任。市委、市

政府制定下发 《临沂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网格

化管理工作方案》，对网格化管理重点工作任

务作出明确规定：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积

极开展志愿服务、思想道德教育和 “四进社

区”（文体、科教、卫生、法律进社区）等活

动，在广大市民中倡树文明新风，养成良好习

惯，不断提升文明素质。积极发挥人才、信

息、技术等优势，加大人、财、物等投入，协

助网格内社区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做好环境卫

生保持工作。加大对网格内主次干道及街巷巡

查力度，及时发现、协调、解决在环境卫生方

面存在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做好卫生保

洁工作，确保路段、绿化带、人行道干净整

洁。维护交通秩序，确保规范经营。全面清查

网格内在交通秩序、占道经营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引导车辆行人文明出行，规范停车秩

序，清理各类占道经营，做到车辆停放有序、

店铺经营规范。做好基础设施维护。加强对人

行道板、道路护栏、垃圾箱、电线杆、广告灯

箱、报刊亭、休息座椅等设施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通报相关部门，确保及时维护、维修。督

促窗口单位及五小场所的文明创建。对窗口行

业及五小场所的内外部环境不定期进行检查，

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确保环境卫生秩序良

好。维护校园周边环境秩序。加强对校园周边

商业网点、流动摊点、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巡

查，取缔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

点，确保校园周边商业网点经营规范、环境卫

生整洁、交通秩序良好。同时，在职责界定上

明确规定：各参与网格化管理的部门单位，统

一在网格所在区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区、街

道、社区是创建工作责任主体，负主要责任；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是创建工作直接责任单位，

负直接责任；各网格参与单位协助开展创建工

作，负连带责任。各网格责任单位成立办事机

构，制订详细工作计划，针对网格内基础设

施、环境秩序、社区文明创建等实际问题，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通过成立专门工作

组等形式，将工作目标进一步细化，分步实

施，分类推进。通过各参与部门、单位积极努

力，基层文明创建工作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市委、市

政府着眼于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建设，制定

下发了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网格化管理工作考

核意见》和 《临沂市创城网格化管理考核细则

（试行）》，明确了将网格化管理作为文明城市

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机构建设、人员

保障、责任界定、督导考核和奖惩办法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工作制度上，成立长期性

的创建工作班子，抽调不少于本单位１／５的人
员轮流到网格开展创建工作，在具体工作中，

实行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定标准、定奖

惩的 “六定”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创建任务能

够顺利完成。在督导检查上，实行日常抽查和

定期检查相结合的办法，每季度一考核、一排

名，并在媒体公布成绩。在奖惩上，把网格化

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绩

效的重要参考依据。对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问题较为突出且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如期完

成整改任务的单位或个人，视情况给予黄牌警

告，问题严重而又迟迟不予整改的，给予通报

批评，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临沂市创城网格化管理工作的开展，为各

级各部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搭建了平台，有效

增强了基层文明创建工作，带动了全社会方方

面面的力量参与创城。２０１１年，各网格参与单
位累计向基层 （街道、社区）投入资金１２亿
多元，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１２００多项，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和欢迎。
（山东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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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紧紧围
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切实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各项工作在推进中亮点纷呈，在提高

中创新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

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讲文明讲道德讲礼仪的社会风尚逐步

形成

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组织各

地积极开展 “践行文明礼仪我先行”、“做文明

有礼的中国人”等活动，通过文明礼仪知识培

训、建设市民教育文化长廊、开展主题征文比

赛、发送文明行为短信等多种形式，强化市民

素质教育，讲文明讲道德讲礼仪的社会风尚逐

步形成。广泛开展 “全民阅读我参与”活动。

各地利用举办书市、图书节等活动和开办读书

讲座等形式，引导人们把读书作为一种高尚的

生活方式，营造了全民读书、提升素质的浓厚

氛围。在全省深入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积极开展 “文明交通示范岗”、“文明交通示范

街”等创建活动，广大群众的文明交通意识进

一步提升。深化拓展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各地

继续深化道德实践活动，在丰富活动形式、动

员群众广泛参与上下工夫，利用各种主题教育

活动，把广大群众吸引到道德实践中来，取得

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河南外出企业和外出务

工创业人员中深入开展 “大力弘扬 ‘三平精

神’，为当地作贡献，为河南添光彩，争创外

出文明诚信企业，争当优秀进城务工创业人

员”活动。评选表彰了一批 “河南外出文明诚

信企业”和 “优秀进城务工创业人员”。广泛

开展 “我们的节日”活动。积极组织全省各级

新闻媒体通过专题专栏、专门网页、新闻报道

等多种形式，大力普及节日知识，宣传报道节

日主题活动情况，努力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

组织向 “双百”人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拜

年走访、慰问交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群众性民俗文化娱乐活动和送温暖献爱心志

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濮阳市

举办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激情广

场》爱国歌曲大家唱·河南濮阳篇，作为央视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特别节目在央视播
出。开封市举办 “我们的节日———中国开封

２０１１清明文化节”。全省各地纷纷举办元宵灯
会、清明赛诗会、龙舟赛、中秋庙会、民俗文

化展、书画展和慰问孤老残弱困难群众等系列

活动。精彩纷呈的节日文化活动，丰富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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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生活，营造了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

二、组织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和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全社会学习、

关爱、崇尚道德模范蔚然成风

精心组织 “身边好人”评议推荐和道德模

范评选活动。认真做好中央文明办组织的 “中

国好人榜”的推荐投票工作，精心组织，广泛

发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推举身边好人，

发现身边好事。２０１１年，河南省共向中国文明
网推荐 “身边好人”３６０人，荣登 “中国好人

榜”１１３人，名列全国前茅。认真组织推荐评
选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组织动员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利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手机，积极

参与道德模范的推荐评选活动。各地积极创新

方法，招募青年志愿者、大中专学生、“五老”

人员、大学生村官，深入社区、村镇、机关、

企业和广场，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动员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投票。经认真评选，共向全国

组委会推荐候选人１１人，李文祥、陈久、刘兴
元、刘贺龙４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黄久生等
７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河南省再次成
为当选人数最多的省份，连续三届居全国各省

区第一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

台、农民日报等媒体对李文祥的事迹进行集中

宣传。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对坚持

给农民工免费送水的郑州市民李老发和勇救三

名落水儿童的南阳农民柴小女作了专题报道。

中央文明办组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名

博沙龙博主等在河南省进行 “名博连线道德模

范”首场采访活动，对全国道德模范李文祥、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黄久生、买世蕊、

程武超等人进行了专访。组织开展第三届河南

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经网民投票、专家

评选等程序，李高峰等１１人当选河南省道德模
范，李相岑等１０人荣获河南省道德模范提名
奖。在河南电视台举办 “德耀中原———河南省

第三届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组

织全省各级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使评选道德模范的过程成为群众学习

模范，崇尚模范、争当模范的过程。积极承办

中央文明办在郑州、洛阳两市分别举行的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河南）现场交流活动和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动，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台、电视台等

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新华网、中国文明网等网

站进行了实况直播，受到中央文明办有关领导

的高度评价。组织开展道德模范基层巡讲活

动。各地积极组织河南全国道德模范和省道德

模范深入社区、村镇、企业、机关、学校进行

巡讲，让道德模范走近群众，感染和带动群众

见贤思齐、崇德向上。全省累计举行巡讲报告

会４７８场，直接听众４９５万人，参加宣讲的各
级道德模范典型人物达１８５人。积极实施道德
模范资助帮扶工作。组织开展河南省部分生活

困难的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和省道德模范的帮

扶工作。与郑州宇通公司联合开展 “情系劳

模、情暖百家”向道德模范和美德少年送温暖

活动，在全社会倡导人人关心、爱护、帮助道

德模范的良好风气，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

向。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帮扶政策，从政治

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道德模范，组织走访

慰问有困难道德模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河南省召开 “关心

关爱道德模范座谈会”，充分肯定了河南道德

模范帮扶工作。

三、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创建活

动成效显著

认真做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修订 《河南

省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组织全省省辖市城市

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督促各地对照标准，查漏

补缺。认真做好全国第三批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推荐工作，向中央文明办推荐了

郑州、洛阳、新乡、濮阳、许昌、济源６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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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候选城市。经

过激烈角逐，郑州、洛阳两市荣获第三批全国

文明城市，新乡、濮阳、许昌、济源四市荣获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长垣等４个市县
荣获全国文明县城，登封市卢店镇等４３个村镇
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结出了丰硕成果。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各个参评城市明

争暗赛，加强城市管理，优化社会秩序，彰显

城市特色，城市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升。２０１１
年，河南省共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县城）１８
个，先进城市 （县城）１６个。大力开展文明单
位创建活动，在党政机关开展 “做人民满意公

务员”活动，在窗口行业开展 “诚实守信、优

质服务”活动，在企业开展 “文明诚信企业”

活动，树立了单位和行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

完善考评和推荐办法，严格在届文明单位年度

复查、及时查处等制度，保持了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的常态化、规范化。２０１１年，河南省推荐
评选出全国文明单位 ５８个，省级文明单位
７３６个。

四、组织实施 “文明中原系列行动”，

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深入发展

组织开展 “文明中原系列行动”。制订下

发 《“文明中原系列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各

级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发布。各地积极行动，成

立 “文明中原系列行动”领导机构，制订方

案，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围绕弘扬中原文

化、提高文明素质、优化社会服务、改善城乡

环境等方面，开办 “文明中原大讲堂”，整治

市场环境和城市道路，掀起了 “文明中原系列

行动”的热潮。认真开办 “文明中原大讲堂”。

各地组织开办 “文明中原大讲堂”，组建讲师

队伍，确定专题，排出进度，固定场所。新乡

市把开展中原大讲堂与牧野讲坛、卫滨夜话节

目相结合，开封市把宋文化融入讲课内容，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河南历史人文风采。集

中整治城市道路、公共设施和市场环境。各地

集中对一批城市道路、出入市口、背街小巷，

景观树、绿化带缺失情况进行集中补种，对乱

停乱放、乱搭乱建等脏乱差现象进行集中治

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实施绿化、美化、亮

化工程，规划建设一批街头游园和文化广场，

使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五、积极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活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

推进

积极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各种主题活动。在

全省中小学校组织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们的节日”、“网上祭英烈”、“网上向国旗

敬礼”等活动。组织推荐参加全国第二届优秀

童谣评选工作，商丘市推荐上报童谣 《我们心

向共产党》荣获全国一等奖。在全省小学和幼

儿园组织开展 “优秀童谣传唱”展演活动，三

门峡、南阳及郑州、平顶山等市选送的优秀童

谣节目分别参加了中央文明办组织的网上展播

和河南文明网展播活动。举办全省未成年人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活动，郑州、平顶山、

济源三市歌咏节目获得全省一等奖，并参加了

“全国百所学校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网上

展播和河南文明网展播活动。举办全省未成年

人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汇演，组织河南文明网进

行展播，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未成年人爱国情

感，促进经典诵读活动深入开展。组织开展

２０１１年 “河南省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表

彰了１０名 “河南省美德少年”和１０名提名奖
获得者。大力开展文化市场整治行动。在全省

广泛开展暑期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组织省

文化、公安、工商、新闻出版等有关厅局和新

闻媒体组成督导组，深入全省各地对文化市场

整治情况进行明察暗访，通报曝光违法违规行

为，促进整治行动落到实处。据不完全统计，

集中整治期间，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共检查网

吧１１５万家，查处违规经营网吧２４５家，取缔
黑网吧６２３家，没收电脑３９００多台；净化社会
文化市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认真抓好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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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下发 《２０１１
年全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意见》，对

２０１０年资助建设的濮阳、漯河、南阳三个省级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示范点进行验收。濮阳

市依托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在城乡中小学校建

立了５０个心理健康咨询室，在学校设置专兼职
心理教师和 “班级心理委员”，创办了心理健

康辅导网，开展了心理健康公益宣传到学校到

社区等活动。１２月份，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培训班上，濮阳市做了

典型经验介绍。积极推进农村未成年人校外场

所建设。制定下发 《关于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的实施意见》，组织各地积极改造整合现

有乡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拓展服务

功能，完善服务措施，为农村未成年人参加校

外活动创造条件、提供便利。积极做好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我省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项目有关工作。制定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河南省彩票公益金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为

河南省１０６所农村学校争取到中央彩票公益金，
资助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金额达２２００余万元。

六、深入开展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

农村环境面貌明显改善

扎实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召开全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组织 “清洁家园行

动”督查行动，各地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农村

道路、饮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村

庄街道、房前屋后进行硬化绿化美化，建立专

兼职相结合的保洁员队伍，实行农户 “门前三

包”和清洁户评比等制度，农村环境面貌有了

明显改善。河南 “清洁家园行动”的做法和经

验得到中央文明办的充分肯定，在２０１１年６月
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上，作了典型经验交流。广泛开展各种创评活

动。各地积极开展文明农户、文明村镇、文明

集市、迁安移民等创评活动，开展 “夸媳妇、

贺娘家”、“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十佳

农民标兵”等评选活动，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创

建的细胞工程，乡风文明程度不断提升。２０１１
年全省共有１９８个村镇获得省级文明村镇和创
建工作先进村镇。广泛开展文明集市和文明诚

信市场创建活动。会同省工商局对农村市场环

境、经营秩序等进行综合整治，不断提高集市

和市场的文明程度。扎实开展文明单位结对帮

扶工作。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河南省各级文明单
位为结对村组织开展培训教育１７万多场次，
帮扶资金近 １８亿元，帮建文化大院 ２７００多
个，送图书 ５０００多万册，送文体器材 ３万多
件，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积极办好一批

实事好事。大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积极推进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认

真做好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向河南省国定扶贫

重点县部分农村中小学校、乡镇文化站赠送电

脑工作，按照要求将２５００台电脑发放到位。继
续开展向贫困地区中小学校赠送电脑活动，向

国定、省定贫困县的部分中小学校赠送１０００台
电脑。积极做好２０１１年高中 “宏志班”招生

和中央文明办资助大学生经费发放工作。２０１１
年 “宏志班”毕业的１００名学生大多数进入全
国重点大学。

七、大力开展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精

神文明建设的影响不断扩大

组织承办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

“迎讲树”、城乡结对、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农

民工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在郑州、洛阳

等６个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举行
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向中国志愿

服务基金会募集捐款９２０万元，中央媒体对活
动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承办全国首个 “关爱

残疾人志愿服务———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主题

日活动。召开全省志愿服务工作会议，总结交

流各地志愿服务工作的做法经验，推动志愿服

务工作深入开展。积极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

动。各地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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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围绕关爱空巢老人、关爱农民工、大型节

会赛事等，广泛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形成

了一批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如洛阳市的河洛

志愿服务队、平顶山市的 “爱心超市”、焦作

市的 “志愿服务市长奖”等等。各地的志愿服

务活动在倡导文明礼仪、维护公共秩序、提升

社会服务、改善城乡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特色活动

漯河市组织中华经典诵读　培育有道
德的人

漯河市坚持把组织未成年人开展中华经典

诵读活动作为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

途径，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础

性工作，着眼古为今用，引导未成年人在诵读

的基础上理解经典内涵，明白做人、处事的道

理，规范自己的言行。

一、古今呼应，增强诵读活动的时代感

传统经典是先辈道德观念的凝结，经典集

中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道德模范生动诠释

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因此，对如何把这些内

容与经典诵读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该市做了一

些探索。在具体操作上有三个步骤。一是把孝

老爱亲、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

业奉献等五类全国道德模范的事迹分别制作成

视频短片，并用经典名句如 “孝悌也者，其为

人之本欤”，“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与之

一一对应，集中表达其中的道德含义，作为诵

读内容。二是把观看这些视频短片与经典诵读

结合起来，交替进行，使诵读活动图文并茂、

情景交融，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三是组织

开展集中诵读和观看，增强活动的冲击力和感

染力。如在第六届集中诵读活动中，同时参加

诵读的中小学生在１０万人以上，孩子们边诵读
经典，边观看道德模范视频，使广大师生加深

了对中华经典现实作用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

主义道德规范的理解。该市还探索边观看爱国

主义影视片边诵读中华经典的新方法，以加强

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

二、寓教于乐，增强诵读的吸引力

一是创设诵读氛围。坚持把营造浓厚诵读

氛围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市中

小学校、幼儿园和社区做到 “经典上墙”。利

用阅报栏、黑板报、墙报登载古典文摘选萃，

在教室走廊、橱窗张贴通俗易懂的古诗文及名

言警句。该市实验小学等学校精选古典文萃制

成 “经典转筒”，安装在学校道路和活动场所，

使经典文化触手可及、举目可视、随处可学。

二是民族传统节日必读。将经典诵读活动与弘

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强化对经典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每年都要利用重大活动、节日、纪念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设经典舞台，让学生通

过朗诵、演讲、歌舞、快板、小品、相声、情

景剧、诗配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三是学玩

一体，寓教于乐。把诵读活动当游戏来做，把

经典诗文融入手指游戏、拍手游戏、音乐游

戏、语言游戏、体育游戏等，连拍球、钻圈、

跳皮筋的口令也被换成了 《弟子规》和 《三字

经》，使学生在学中玩，在玩中学。把脍炙人

口的古典诗词编写成易学易唱的儿歌、童谣，

引导学生广为传唱。

三、知行统一，强化诵读的效果

中小学生诵读中华经典，是手段不是目

的，主要是领导他们从中感悟出如何做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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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把道德文章转化为以文化人的重要资源，

转化为学生的道德养成。该市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根据经典诵读内容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

守则的要求，制定了 《漯河市未成年人基本行

为规范》６０条，并据此编印了 《漯河市未成年

人基本行为规范》画册１０万册，分别免费赠
送给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社区、 “四老”

家长学校和校外活动基地，使未成年人知道做

什么和怎么做。如孝敬父母方面，有两条规

定：一是记住父母的生日，二是为父母生日做

件事。规范下发后，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好

评。同时，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连续五年开展 “过大年、谢父母”感恩教育等

系列主题活动，引导未成年人践行孝道，关爱

他人，奉献社会，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濮阳市以心理辅导站点建设为抓手　
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濮阳市积极筹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在全省率先建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示范点，并依托中小学校建设了一批心理咨询

室，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活

动。其主要做法：

１办好中心。投入３０多万元建设了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面积达４００余平方米，
设立了热线网络、心理访谈、艺术绘画等十多

个工作室，开通了６１８０６８８热线电话，注册了
专用的ＱＱ群、邮箱、网站。中心一方面立足
“请进来”，通过心理热线、辅导讲座、网络咨

询等形式为有心理需求的孩子及其家长提供专

业性、针对性、时效性较强的成长辅导和心理

辅导；另一方面面向社会 “走出去”，组建心

理健康教育讲师团，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心理

辅导公益讲座，传授心理健康常识，最大限度

地为广大师生服务。

２建立网络。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为核心，依托有关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社团

等，在各个县 （区）建立分中心，在各个中小

学校建立心理健康辅导咨询室，在各个社区建

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和心理咨询工作站，

实行统一挂牌、统一标识、统一服务。开通面向

全市未成年人及家长的心理辅导咨询热线，提

供２４小时免费服务。创办濮阳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网，设置心理咨询问答、心理知识、亲

子教育等栏目，开辟网上心理健康辅导新阵地。

３组织队伍。依托市心理学会，借助外部
力量，建立心理咨询导师队伍；依托志愿者组

织，建立由专业志愿者组成的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辅导中心和社区工作站人员队伍；依托卫生

行政部门，建立由心理医生组成的心理健康医

疗服务队；依托各中小学校，建立一支由专、

兼职心理辅导教师组成的校内心理辅导队伍。

成立协调组织，做好几支队伍的沟通协调工

作，形成工作合力。

４形成机制。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
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作为评选

文明城市 （县城）、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的前置条件，把心理健康辅导工作经费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经费预算，同时，积极统筹

和吸纳政府业务部门、社会组织的相关投入，

形成政府财政拨款、社会力量投入的多元化经

费支持格局。

５营造氛围。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措

施，积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的社会宣传，利用公益广告、墙报板报等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家庭转变教育观念，在

全社会形成关心重视和支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育的良好氛围。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典型的宣

传，通过召开经验交流会、现场会等形式，推

广典型经验，推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不断上水平。

６开展活动。举办公益宣传活动，印发
心理健康宣传资料近 １２万余册，开展公益
性讲座５０余次，发布信息２０００多条次，引起
学生家长和社会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

加强心理咨询师的技能培训，每周开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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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活动，邀请国家级心理专家举办专业培

训；开展送心理健康到学校活动，为老师、

学生上心理体验课；举办家庭心理教育研讨

会，聘请心理专家给予指导，现场解决家庭

心理教育问题。

信阳市 “文化压岁”丰富未成年人节

日生活

２０１１年春节，信阳市在开展多种形式活动
丰富未成年人节日生活的同时，通过 “给、

送、进”及 “文化压岁”使全市未成年人过了

一个 “健康、有益、愉快”的 “文化年”。

１给的是 “书”。市新华书店为了满足节

日的需求，节前购置了大量印制考究、装帧精

美的精品 “压岁书”，其中以少儿类图书居多，

集中展示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上，许多家长给

孩子选套书作礼物，也有挑本书送同学朋友

的；在一些大商场，文化用品、多功能的微型

电子产品也成为节日孩子们的重要礼品。一位

特地来给儿子买书的母亲说： “前几年都是给

孩子发压岁钱，孩子不稀罕，２０１１年还不如买
套孩子喜欢的书，孩子又高兴，又学到了

知识。”

２送的是 “票”。岁末，电影票、演出票

也成为孩子们喜欢的礼物。２０１１年过年，信阳
市的文化演出市场异常红火，各种高水平的高

雅艺术表演接连不断。这些缤纷又不失高雅的

演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不少人把演出票当做

了一份有意义的新年礼物送给孩子，为的是让

孩子从小就接受艺术的陶冶。

３进的是 “馆”。为了给全市未成年人提

供更多的活动场所，信阳市投资１０多亿，新建
了由博物馆、图书馆组成的百花馆，在春节期

间照常开放，成为全市未成年人春节文化活动

的首选地。节前图书馆还精心准备了５０００册新
书上架。春节期间，少儿馆共接待读者３３００多
人次。

郑州市金水区四措并举扮靓人居环境

郑州市金水区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

标，把改善人居环境工作作为打造幸福金水的

一项民生工程，及早筹划，及早动手。２０１１
年，全区共投入资金１５１０万元对８０个大杂院
和无主管楼院进行集中整治，效果明显。

１以人为本，打造群众满意工程。牢固树
立 “以人为本”意识，将 “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衡量创建工作的首要标准。一是在提升品

位上下工夫。以鑫苑社区、体育局社区、东风社

区等一批文明和谐社区为标杆，不断拉高改善

人居环境工作坐标，推动二类社区实现全面升

级。二是在征求群众意见上下工夫。在对改善楼

院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召开由社区各阶层

参加的居民听证会，根据群众需要，确定整治目

标和方案，最大限度让群众满意。三是在共建帮

扶上下工夫。发挥辖区文明单位的示范带动作

用，组织辖区文明单位与全区１６７个社区结对共
建，在共建良好卫生环境、共创良好社会风尚、

齐抓市民文明教育、携手维护社会治安、联手开

展文体活动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２分类施治，打造精品宜居工程。一是一
类社区坚持 “再提升”。注重提升品位，实现

社区内部环境、外部面貌和沿街门面等与周边

街景的和谐，深入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

和社区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争创文明和谐示范

社区。二是已经达标的社区做到 “回头看”。

继续增加绿化面积，完善社区文化活动室、阅

览室等硬件条件，不断完善社区功能。三是小

区楼院坚持 “强管理”。实现有清扫保洁、有

垃圾清运、有秩序维护、有日常维修 “四有”

目标。通过整治改造，使设施较好的小区达到

美化、亮化、绿化、净化、整洁、通畅的安居

要求，基础设施较差的小区，达到灯亮、路

平、水通、安全的生活要求。

３健全机制，打造长效惠民工程。一是健
全责任体系。把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列入目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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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制订了 《金水区改善人居环境工作实

施方案》《金水区改善人居环境工作考评细则》

等文件，量化目标，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职

责，严格追究。二是完善创建网络。实行四大

班子领导和区直机关分包社区制度，明确分包

职责、工作重点和工作具体标准。同时，实行

区、街道、社区三级考核网络，把改善人居环

境工作纳入各级考核体系，层层严格考核。三

是强化督查机制。实行一周一次督查，一月一

个现场会，一季度一次总结推进会，区主要领

导亲自挂帅，经常深入社区、楼院，进行调研

座谈，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解决存在问题，

有力推动工作协调发展。

４联动联建，打造全民参与工程。一是在
无主管楼院管理上挖掘业主积极性。在完成破

产企业楼院、杂居院整治工作的基础上，把社

区的自治和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通过社区帮扶形式组建业委会，实现保洁、看

护等基础性物业服务。二是在条件较好楼院管

理上实行市场化运作。由辖区街道办事处、社

区居委会组织成立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

业，对小区绿化美化、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全

面整治和改造，从而实现升级改造、社区自

治、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改善人居环境工作新

模式。三是在改造人居环境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每年区财政专门拿出一定资金作为以奖代

补资金，实行奖一补一的政策，对改善人居环

境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重奖，大力

推动了全区人居环境改善工作的深入开展。

焦作市解放区组织开展志愿者助残阳

光行动

为大力弘扬人道主义和 “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焦作市解放区广泛开

展 “志愿助残阳光行动”系列活动，积极探索

服务新模式，不断拓宽服务新领域，形成关爱

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一是开展 “领导干部志愿助残阳光行动”。

组织区直各部门领导干部与贫困残疾人结成

“一助一”、“多助一”等多种形式的帮扶对子，

并针对残疾人的不同困难提供个性化帮扶。二

是开展 “企业家志愿助残阳光行动”。辖区企业

家以本公司残疾人职工为重点，辐射社会，开展

“一助多”志愿帮扶活动，逐步建立企业志愿助

残的长效工作机制。三是开展 “社区志愿助残

阳光行动”。充分发挥有专业技能的社区居民、

社区工作人员的作用，广泛开展 “妇女手拉

手”、“红领巾助残”、“警民共建”、“送温暖献

爱心”等活动，积极为社区残疾人提供康复医

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看护照料、心理辅导

等服务。四是开展 “青年志愿助残阳光行动”。

发挥广大团员青年的优势和特点，在日常生活、

科技教育、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法律援助、大

型活动服务等方面广泛开展志愿助残活动。五

是开展 “法律工作者志愿助残阳光行动”。组织

辖区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单位为有需

求的残疾人提供咨询、代书、调节、代理、辩护

等法律志愿服务，营造全社会关心残疾人、保障

残疾人权益的良好环境。六是开展 “残疾人志

愿助残阳光行动”。依托 “爱心港湾”残疾人志

愿服务队和残疾人协会，定期组织残疾人志愿

者开展家电维修、手工制作，公共服务等活动，

引导残疾人回馈社会，奉献爱心。

舞阳县抓好 “四德建设”形成文明新

风尚

舞阳县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等 “四德”建设，增强公民社会

责任意识与诚实守信意识，以道德的力量推动

形成全社会文明道德风尚。

社会公德共育。一是大力推行文明规范。在

广场、商场等公共场所设立行为规范指示牌、温

馨提示牌，通过电视、宣传栏等媒介定期发布、

发送公益广告，使广大群众时时感受文明氛围，

增强公德意识。二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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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群众周末公益日”等活动，引导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文明创建活动，形成相互关爱、服务社

会的良好氛围。三是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在新闻

媒体开通专题专栏，多角度、多层面宣传典型人

物，弘扬真善美，进一步形成 “知荣辱、讲正气、

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职业道德共树。一是教育引导。根据行业

特点，规范行业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有针对

性地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二是示范带动。在抓

好 “文明单位”创评的基础上，重点开展 “文

明示范窗口”创评活动，示范带动形成 “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

社会”的良好职业道德风尚。三是创建提升。

加强机关、企业、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广大干

部群众的职业素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家庭美德共倡。在农村开展 “十星级文明

户”、“和谐家庭”争创活动，在城区开展 “礼

仪家庭”、“诚信家庭”、“学习家庭”、“创业

家庭”、“健康家庭”争创活动，推进全县家庭

文化建设，培育家庭成员的家庭责任感，营造

健康、文明、和睦的家庭氛围。

个人品德共塑。倡导全民阅读，通过图书

进乡村、进学校等方式，培育全民崇学、好

学、善学的良好风尚。塑造先进典型，继续开

展 “道德楷模”等评比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的

示范带头作用，形成扬荣弃耻、见贤思齐的浓

厚社会氛围。

郏县 “四个机制”加强暑期文化市场

监管

一是建立部门监管机制。建立文化市场整

治联席会议制度，县文明委牵头，广电、教

育、公安、文化、司法、工商、联通、电信等

单位参加，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制订实施方

案，对文化市场进行专项整治，对违法出版

社、黑网吧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二是建立人大监督机制。组织人大代表对全

县的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专项视察，听取工商、文

化、公安、联通等职能部门专题汇报，对存在的

突出问题实行党政指导和职能部门包案、跟踪问

效制度，督促专项整治工作落实。

三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文明委将各职能

部门电话向社会公开，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

箱，并实行举报奖励制度，调动广大群众举报

积极性。同时通过小手牵大手活动、印发宣传

页等形式，向社会宣传非法出版物的社会危害

性，倡导家长和社会各界明辨是非，自觉筑起

抵制非法出版物的家庭防线。

四是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在广播、电视、

《郏县信息》等新闻媒体上开辟专栏宣传国家

有关政策规定，宣传公民和中小学生文明行为

规范，引导文明上网，并对违法门店、网吧进

行公开曝光，引导商户合法经营。

探索创新

漯河市探索创办周末沙澧 “文化超市”

２０１１年下半年，漯河市推出了大型公益性
文化惠民项目———周末沙澧文化超市，每个周

末以免费方式向老百姓提供一场文艺演出。这

一公益性文化活动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

认可。其主要做法：

１围绕文化惠民出思路。漯河市创办周末
沙澧文化超市的思路，源于遍布社会的便民超

市，旨在让群众周末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让群众尽量不花钱、少花钱像进入超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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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地尽情采撷自己喜爱的文艺节目。本着

“政府协调，部门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受益”

的原则，“周末沙澧文化超市”文艺演出实行

全免费开放。为满足群众不同的欣赏需求，演

出单位把节目单提前公布，市民可以依照个人

的兴趣爱好各取所需，就像进超市选购商品，

选择他们所需要、所喜爱的节目。每周一场的

公益性文艺演出，让老百姓免费享受到文化大

餐，从而不断提升了全市人民的艺术修养和文

明素养。

２围绕惠民服务来运作。为保障 “周末沙

澧文化超市”正常运转，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成

立了周末沙澧文化超市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文

化超市演出的综合协调、节目统筹、经费保障

等工作，从市直单位中抽调精干人员，组建了

沙澧文化超市演出经营中心，主要负责市场推

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超市举办。每周召

开一次组织协调会议，研究确定超市演出事

宜，加强具体工作指导。在超市运作上，一是

整合文艺团体资源优势，打破以前各文艺单位

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进行系统资源整

合提升，主要由市群众艺术馆担纲，同时整合

市豫剧团、杂技团、戏工室等单位的人员、场

地、节目、设备等资源，实现文化超市演出组

织手段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二是成立 “周末沙

澧文化超市”艺术团，包括舞蹈队、声乐队和

器乐队、模特队等。同时，依托戏曲创作工作

室进行文艺作品创作，让节目内容更丰富、更

受群众欢迎。三是建立文化志愿服务队伍，把

非专业团队请进来，作为舞台艺术的有益补

充。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能人志士的积极

性，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专业人员、文化志愿

者、业余文艺骨干三支演出队伍。四是加大宣

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文化超市举办伊始即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市２０多家新闻媒
体参加，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推介，让这一本

土文化品牌精彩亮相；同时，通过制作张贴沙

澧文化超市宣传海报、邀请新闻媒体记者现场

采风、播出电视广告等方式，扩大文化超市的

知晓度和影响力，形成社会新闻视点。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河南电视台
先后对周末沙澧文化超市进行了采访报道。

３围绕节目质量增魅力。市文化部门组建
了文化超市剧组导演班子，抓住地方特色和群

众需求，依托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以戏曲、歌

舞、曲艺、小戏小品等表演为主，组织综艺节

目或者戏剧、杂技专场。文化超市举办以来，

已举办戏剧３个专场，杂技３个专场，其中新
编历史剧 《台北知府》参加２０１１年豫台经贸
洽谈会暨台商中原行活动慰问演出，得到会议

代表、海峡两岸客商、嘉宾的好评。在依托专

业团队的同时，注意挖掘和利用社会艺术资

源，一方面对全市各类艺术表演团体、节目形

态、演艺人员、编创人员状况等进行全面调

查，登记造册，建立节目库、编创人才库，充

实优化演出资源；另一方面，把民间传统艺

术、时尚艺术，尤其是一些名家名段、交响音

乐等高雅艺术搬上文化超市舞台，尽可能满足

不同观众的文化需求。２０１１年中秋期间，省民
族交响乐团公益巡演走进周末沙澧文化超市，

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民族交响乐

盛宴。

漯河市 “周末沙澧文化超市”抓住了文化

惠民这一核心，调动了政府、文化团体和社会

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推动力。一

是提升了社会文化活动层次。文化超市搭建了

优质文化艺术免费向市民输出的平台，一批群

众喜闻乐见、艺术精湛、思想深刻的文艺精品

通过文化超市走进市民群众，形成了新的群众

文化活动方式。二是提升了政府公益文化服务

形象。文化超市实现了文化惠民，找准了政府

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点、切入点，形成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一个特色品牌。三是破解了群众看

戏难、看文艺演出难的问题。文化超市每个周

末免费向群众提供一场文艺演出，破解了群众

看戏难、看文艺演出难问题，保障了人民群众

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的基本权益。四是增强了文

化部门的服务能力。文化超市把文化部门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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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前沿，激发了其内部的活

力。过去筹办一场综艺晚会，至少需要一月左

右，而如今掌握了演出资源，储备了演出节

目，优化了演出程序，推出一场高质量的演

出，只需一周左右的时间，文化部门服务效

率、服务质量大幅提高，实现了出人出戏出精

品的效果。

鹤壁市清洁家园行动抓好 “三突出”

鹤壁市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以 “清

洁家园行动”为载体，通过示范带动、督导结

合、互学互评使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取得了

扎扎实实的效果。

一、谋划中突出示范带动

１精心部署巧安排。全市各级党委、政府
把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列入民生工程，主要

领导亲自过问，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市文明办组

织各县区成立１０个调查组深入全市２５个乡镇
７８９个行政村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每个县区
按照５％—１０％的比例上报示范村计划，市文明
办组织考察组逐村考察，以连线成片为基本原

则，选择基础条件较好，干部群众积极性高的行

政村为示范点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并将全市

“清洁家园行动”示范点在鹤壁地图上用小红旗

逐一标示，绘制成点线分布图发放至县区、各有

关单位和领导，使工作重点更为明确，工作更加

扎实，辐射带动全市工作开展。

２部门联动成合力。由市文明委牵头，成
立由发改委、农业、卫生、林业、妇联、团委

等有关部门参与的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工作

组，与驻村工作、新农村建设工作安排协调一

致。围绕 “清洁家园行动”示范村建设对文明

单位帮扶进行调整。先后下发 《关于进一步明

确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标

准的通知》 《关于调整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工作

方案》。采取多帮一的模式使省级以上文明单

位集中帮扶４２个示范村，并将其结对帮扶情况
纳入年度考核，调动文明单位帮扶的积极性。

二、工作中突出督导结合

１真抓实干。一是明确标准。各县区把农
村 “清洁家园行动”宣传教育，“四有一落实”

（有组织、有管理制度、有保洁员、有垃圾掩埋

场、落实保洁员待遇）卫生管理机制，文明卫

生户、好媳妇等创评活动作为基本工作标准，指

导示范村创建工作。二是建章立制。各村结合实

际制订 “清洁家园行动”具体工作计划，建立

完善村级卫生责任制度，组建专职保洁队伍。三

是集中整治。针对农村畜禽乱跑，柴草乱垛，粪

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流等 “五乱”现象，

开展集中整治活动，参与群众１０余万人次，清
理垃圾２０万余方，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２强力督查。以县区为单位建立工作台

账，逐项登记工作的新举措、新办法；实行一

周一检查，一月一通报工作制度。市委、市政

府、市纪委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专项督查组，

以乡镇为单位，集中行政村两委主任召开 “清

洁家园行动”调研会，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

“清洁家园行动”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解决

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３政策引导。涉农项目向示范村倾斜。实
施改厕、改圈和沼气入户工程，在示范村改

厕、改圈新建沼气池６０００多个；实施农村垃圾
定点处理和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工程，在全省

率先建立３个农村小型污水处理点，建设乡镇
农村垃圾处理站２５个；实施卫生下乡工程，投
资１８００万元进行农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每个
行政村都建有一个标准化卫生室；开展送书、

送戏下乡和 “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向农村

送书１０万余册，放映电影３万多场，戏剧演出
１０００多场，培养农民文艺骨干３０００多名。

４帮扶指导。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单位优势
帮扶指导农村 “清洁家园行动”。一是建立健

全工作机构。指导帮扶村建立红白理事会２３０
个，道德评议会２６０个，禁赌协会１８０个，农
村文明志愿者队伍６５支，使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有人管、有人干。二是开展宣传教育和创

评活动。制作宣传版面，书写宣传标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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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秧歌队、戏友会、腰鼓队等文体组织，自编

自演弘扬模范精神、倡导新生活的文艺节目，

引导群众学先进，树新风。２０１１年，全市农村
评选表彰文明卫生户６０００多户，好婆婆、好媳
妇７０００多名。三是资助建设基础设施。针对农
村环境卫生基础条件差、资金匮乏现状，资助

帮扶村修排水沟、建垃圾池、挖垃圾掩埋场、

购垃圾车，建文化大院。

三、考核中突出互学互评

１以学促动。一方面，组织县区文明办主
任、示范村代表和帮扶单位赴外省市参观学

习，开阔眼界；另一方面，召开全市农村 “清

洁家园行动”观摩会，抓乡镇、抓示范，推广

先进典型的成功经验。２０１１年，召开乡镇观摩
会２７次，组织乡镇主要领导和行政村两委主任
到示范村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直接点评、总

结亮点、查找不足，订立军令状。

２考评提升。一是在观摩示范村前将全省
“清洁家园行动”观摩会考评标准印发给县区、

乡镇、行政村和帮扶单位，由他们结合实际提

出互评内容，上下结合确定观摩百分考核标

准。二是由市文明办牵头，组织县区文明办主

任和乡镇、村代表，依照考核标准对全市４２个
示范村逐村考评，现场打分，排出名次，并列

出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整改的具体要求和时

间，发文通报。各县区根据考评情况，有针对

性地调整工作部署，提升活动成效；各行政村

根据通报指出的具体问题，定措施、定责任

人、定完成时间，积极整改；各帮扶单位根据

帮扶村存在的薄弱环节，重点破解难题，使帮

扶工作更加扎实有效。

濮阳市积极探索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

传机制

濮阳市把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作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的重要载体，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

展，全市道德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在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中，濮阳市推荐的李文祥、陈

九两位老人分别入选 “敬业奉献类”和 “孝老

爱亲类”全国道德模范。

１抓规范，完善评选表彰办法和程序。在
评选办法上，先后制定下发了 《关于开展 “百

名十佳”评选活动的实施办法》、《濮阳市文明

市民标兵评选办法》、《濮阳市文明农民标兵评

选办法》和 《濮阳市道德模范评选办法》，对

道德典型的评选标准、推荐、评选、考察、命

名、管理和帮扶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把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逐步纳入了经常化、制度化的轨

道。在评选程序上，拓展推荐渠道，采取个人

推荐、单位推荐、社会推荐等多种办法，挖掘

发现典型线索，严把评选质量；公开评选，发

动组织全市广大群众投票，把评选的过程变成

教育的过程；走访考察，对拟表彰人选进行实

地走访，并征求纪检、计生等部门的意见，确

保评选出来的模范可信可学。

２抓宣传，提高社会知晓率。加强媒体宣
传。宣传部门与新闻媒体紧密配合，媒体与媒

体之间协调行动，采取发布消息、答记者问、

举办专题专栏、领导动员讲话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的重大意义、评选办

法及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形成浓厚社会氛

围。组织道德模范巡讲和事迹展览活动。先后

组织了李连成、李全芳、崔运宗等道德模范先

进事迹报告会和事迹巡展，特别是２０１１年组织
的全国道德模范李文祥事迹报告会在河南全省

和山东济南、潍坊等地巡讲，引起强烈反响。

组织文艺宣传活动。组织创作反映道德模范事

迹的戏剧、影视剧和小品、评书等节目，举办

“濮阳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活动，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先进事迹，受到群众

欢迎。

３抓带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２０１１年，
先后开展了 “学习李连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 “不怕吃亏”的村

支书，带动了３００多个村的蓬勃发展；开展了
“学习李全芳，争做服务标兵”活动，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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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服务水平的显著提高；开展了 “学习道德

模范，争做中国 （濮阳）好人”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在全市掀起了 “学英雄，树形象”的高

潮，带动了全市人民崇尚先进、见贤思齐、建

设濮阳，营造出人人知英雄、人人学英雄的浓

厚氛围。

４抓基础，开展 “濮阳好人”评选活动。

按照中央文明办开展的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部署，结合濮阳实际，科学谋划，

把开展 “濮阳好人”活动作为选树道德模范的

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使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大众化、常态化，扩大了活动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坚持每月推荐评议身边好人，发动群众

提供线索，建立媒体互动机制，形成了 “濮阳

好人”推荐、评议、宣传的工作网络。通过深

度挖掘，广泛宣传，涌现出一大批有突出表现

的 “濮阳好人”。努力在群众中常颂好人好事、

倡树文明新风，促使道德模范如源头活水不断

涌现。

（河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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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湖北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以邓
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工作大局，以构筑科学发展、跨越式

发展精神高地为目标，以评选表彰全国、全

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道德模

范为契机，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全面推进公民道德教育，大力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着力优化发展环

境，着力提升城乡文明程度，各项工作得到

创新发展，重点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各类先

进典型不断涌现，为推动全省科学发展、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强大精神

动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持续推进

各地、各部门以 “讲文明、树新风”为

主题，继续深化 “文明湖北”建设。从解决

文明礼仪、公共秩序、社会服务、城乡环境

等突出问题入手，扎实推进文明礼仪教育、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文明交通社区行

动”、“不文明行为”劝导、清洁家园等活动，

大力推进城市日常管理长效机制，城乡文明

程度明显提升。以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为契机，
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恩施土家苗

族自治州、襄阳市成功举办两场中央电视台

“激情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征集活动，组织制

作、刊播公益广告，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传播

文明、引领文明风尚。

二、文明城市创建取得重大突破

各地以全国、全省文明城市评选表彰为契

机，按照 “重在过程、重在创建、办好实事”

的思路，着力优化发展环境、着力改善城市民

生，着力提升文明形象，掀起了新一轮文明城

市创建的热潮。武汉、宜昌、襄阳、十堰等城

市，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黄石、鄂州、保

康、秭归、京山、嘉鱼等一大批市县以创建提

升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实力，城市发展环境进

一步优化，市民素质明显提高。召开高规格的

精神文明建设总结表彰动员大会，隆重表彰了

一批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

位，集中展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在

全省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省委书记李鸿忠，

省长王国生，省政协主席、省文明委主任杨

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明委副主任

尹汉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有力地推动了

文明城市等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推动各地形

成了自觉创建、主动创建、长效创建的良好态

势。宜昌市勇摘全国文明城市桂冠，实现了湖

北省全国文明城市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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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行业创建成效显著

召开了全省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
全”电视电话会议、专题座谈会，举办了 “食

品安全宣传周暨千家食品企业保障食品安全承

诺”启动仪式，开展了 “食品安全荆楚行”专

题宣传活动，掀起了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
品安全”活动的热潮。组织开展了 “向党献

礼”文明行业主题创建活动，扎实推进 “优秀

业绩献给党”、“文明风尚献给党”、“心中颂歌

献给党”系列活动，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
了热烈喜庆的社会氛围。召开了全省文明行业

创建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电力、气象、邮

政、地税、审计等行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出版

了 《文明荆楚———湖北行业文化案例 ２０１１》。
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等为突破口，扎实推进新社会组织文明创建。

组织开展了省级文明单位结对共建文明新村活

动，１９２９个省级文明单位对１９６５个村帮扶和
共建，投入帮扶资金及物资约３８亿元，落实
帮扶项目３４５０多个。组织了５８家文明单位共
筹资２３０万元，在通城灾区援建 “文明共建连

心桥”一座，进一步彰显了文明单位的社会责

任感。

四、文明新村创建强力推进

大力宣传、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

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草拟了

湖北省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意见》。继续加大文明新村连线联片推进

力度，将文明新村试点工作纳入市州党政领导

班子考核指标体系，扩大了文明新村试点范

围。目前，文明试点村已经达到 ２０００个行政
村。广泛开展 “十星级文明农户”、“乡风文明

中心户”等创评和 “美德在农家”、“婚育新风

进万家”等活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在英山

县召开了全省文明新村创建工作现场观摩会，

推广了英山县 “建立道德协会，推进文明新村

建设”的先进经验。

五、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反响热烈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以第三届全国、

全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为契机，广泛发动群

众参与推荐、评选道德模范活动。在全国投

票评选中，湖北省纸质投票达 ８００万张。王
争艳、孙东林、董明 ３人荣获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称号，入选人数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

一。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在各

地广泛开展了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故

事会和现场交流和新闻宣传活动，成功举办

了第三届湖北省道德模范表彰晚会，营造了

崇尚模范、学习模范、争当模范的良好氛围。

举办名家挥毫礼赞道德模范活动，２０多位书
画名家给道德模范现场义赠书画作品，引起

强烈社会反响。下发 《关于开展帮扶生活困

难道德模范活动的通知》，采取多种途径帮助

道德模范解决生活困难，树立了崇尚礼遇道

德模范、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六、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和省文明委志

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健全志愿服务领导体制，

完善招募、注册、培训、激励和资金投入机

制，促进志愿服务进一步规范化、社会化。召

开了省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充

分发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优势，广泛开展

科教、文体、法律、卫生、环保、助残、送温

暖献爱心和关爱空巢老人、农民工、留守儿

童、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等专业性志愿服务

活动，推动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

围。在宜昌成功举办了全国关爱农民工志愿服

务启动仪式。开展了全国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

务组织评选工作，乔华中等３人和百步亭 “管

得宽”志愿服务队受全国表彰。全国各地加入

全国社区志愿服务联络总站的社区已达 ２０００
个，百步亭社区志愿服务品牌效应进一步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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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们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深

入开展

近几年来，湖北省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方

面，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品牌，主要有：春

节期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 “万家宴”活动、

社区网络春晚；清明期间红安、洪湖等地 “祭

奠开国先烈”活动；端午期间宜昌市秭归县赛

龙舟等活动；七夕期间省广电总台组织开展的

“情歌大赛”系列活动；中秋期间以大学生为

主体的 “经典诵读”活动；重阳期间孝感市国

际孝文化节等活动。组织全省未成年人广泛参

与 “我们的节日”主题教育，开展春节联欢

会、元宵灯谜会、网上祭英烈等活动，编辑

“节日小报”、走访慰问英雄模范和孤寡老人

等，推动了未成年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八、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以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为契机，以童心向党为
主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２００多万少年儿童参加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在省电视台成功举办歌咏晚会。深入开展 “美

德传扬·童心向党”主题实践活动，组织美德

少年和少先队员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访

慰问老红军老战士老劳模。开展 “向国旗敬

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我看家乡新变化”绘画比赛、文明风采大赛

等校园文化活动，宣传了英子姐姐、扁担老师

等师德典型，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深入推进社会文化环境净化工程，扎实开

展 “暑期集中行动”和 “健康成长暑期行”宣

传教育、暗访活动，立案查处了一批反动淫秽

出版物，取缔了一批黑网吧和违规经营网吧，

受到家长好评。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文明

网吧活动，“五老”网吧监督员监督指导未成

年人正确上网的工作经验，得到李长春等中央

领导同志的批示肯定。以 “学习贯彻十七届六

中全会精神，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主

题，召开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现场

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优秀童谣，共收到

应征作品８００余首，评选了一批优秀童谣和优
秀少儿歌曲，其中一首被表彰为全国优秀童

谣，出版了 《新时期湖北优秀童谣少儿歌曲９０
首》一书。贴近省委省政府重大发展战略，积

极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高标准建设

了第一批５５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积极办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为未成年人办了一批好

事实事。

特色活动

开展 “名家挥毫·礼赞道德模范”活动

２０１１年春节前夕，湖北省文明办联合湖北
日报传媒集团举办 “名家挥毫·礼赞道德模

范”大型公益活动，组织发动书画名家为全省

道德模范创作并免费赠送书画作品，让艺术家

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赞颂道德模范的崇高精神。

“名家挥毫·礼赞道德模范”活动从２０１１年１

月７日启动，持续至４月结束。活动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宣传道德模范事迹、征集作品。先

组织媒体开辟活动专栏，集中宣传全省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发布征集书画作品公告。二是现

场互动交流与捐赠。组织道德模范与书画名家

进行面对面交流，举办书画一对一捐赠仪式。

三是书画作品展览展示。组织群众参观学习，

交流学习体会。

１活动用新颖的形式弘扬传统美德。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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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专栏进行道德模范事迹集中宣传后，及时

发出活动征集作品的倡议。活动很快得到了荆

楚书画名家和书画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众多书

画名家致电活动承办单位，希望力所能及支持

社会道德建设，用自己的作品向道德模范表达

崇敬之情。著名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邵声

朗先生说，用艺术作品赞颂道德模范，是与道

德模范的一次非常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是对

艺术家的一种激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周韶华先生盛赞活动意

义非凡，他说： “这是弘扬社会正气的大

好事。”

２活动用新颖的形式向道德模范拜年。
１月１８日上午９时，来自全省各地的３３位书画
名家和２４名道德模范代表们在参观了征集的书
画作品汇展后，展开了热烈的互动交流。书法

家金伯兴挥毫写下 “厚德载物”、“虚心高节”

两幅作品，八个大字若动若飞，若往若来。孔

可立的 “唯德是馨”４字秦篆，刚劲浑厚，自
成格调。著名画家鲁永欢纵横想象，花了１小
时倾心创作 《江山多娇》赠送模范。近两个小

时的创作结束后，道德模范六人一组，依次上

台接受捐赠。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

文明委副主任尹汉宁出席捐赠仪式并向各位道

德模范送去新年祝福。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表

示，这次活动将鞭策道德模范不负众望，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将激励更多人学模范、当模

范，鼓舞现代社会从善如流。

３活动用新颖的形式引导人们关心、关爱
道德模范。在楚天金报刊载征稿启事以后，许

多读者打来热线电话，表示对这次活动的赞

赏。自１月７日湖北省文明办和湖北日报传媒
集团楚天金报发出倡议后，共收到书画名家书

画作品１００多幅。热心市民汪先生赶往新洲区
报祖寺，从９４岁的本乐长老处求得 “幸福安

康”四字，连夜送到主办单位，委托转赠道德

模范。著名工艺大师胡平，看完媒体的活动报

道后，特意剪制了一幅巨大的 “福”字 （长

１５米、宽 １米），委托楚天金报转赠道德模

范。她说，衷心祝愿道德模范新年吉祥如意，

希望更多的市民加入礼赞道德模范的队伍来。

此次活动发挥道德模范和书画名家的组合

效应，让传统艺术与传统美德完美结合，让艺

术之美与道德之美牵手，通过艺术作品礼赞道

德模范、宣传道德模范，引导更多的人崇尚道

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产生了良好反响。新

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

报》、新浪、网易、新民网、中国日报、中国

新闻网等全国众多媒体和新闻网站对活动进行

了报道。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同志作

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礼赞道德模范活动。

组织开展 “向党献礼”———全省文明

行业 （单位）主题创建活动

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是实
施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湖北省文明委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向党献礼”———全

省文明行业 （单位）主题创建活动。

省文明办召开了会议专题部署，分 “优秀

业绩献给党”、“文明风尚献给党”、“心中颂歌

献给党”三个系列推进创建工作。各地各行业

对主题创建活动有部署、有安排、有载体，省

文明办会同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举办了

“心中颂歌献给党”诗歌朗诵会，十所高校的

１５００余名师生参与活动；会同省国资委联合举
办 “做文明诚信企业，创佳绩向党献礼——— 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文艺晚会”，晚会在
湖北经视现场直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省财政系统开展了 “薪火相传党旗红”演讲

赛；省地税系统开展了 “税收业绩献给党”诗

歌朗诵赛。省文明办及时收集了各地各行业主

题创建活动的有关情况，在省直主要媒体上进

行宣传，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 “向党献礼”主

题创建的热潮，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了热烈
喜庆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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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美德传扬·童心向党”主题实

践活动

２０１１年７月初，湖北省文明办在全省未成
年人中组织开展了 “美德传扬·童心向党”主

题实践活动，下发了文件进行专题部署，举办

了热闹隆重的活动启动仪式。 “美德传扬·童

心向党”主题实践活动充分运用参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走访慰问老红军老战士、聆听革命

先烈故事、撰写活动体会作文等多种方式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坚定广大未成年

人心向党、跟党走的信念，进一步打造童心向

党活动品牌。

活动中，省文明办、楚天金报联合组织３２
名美德少年赴大别山区开展主题实践活动。７
月２日，美德少年们参观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
苏区革命纪念园、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

馆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７月３日，美德少
年们走访慰问了５位老红军老战士，聆听了老
红军战士们讲述艰苦的革命年代里为建立和保

卫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７月４日，美
德少年们聆听了老干部胡耿同志的革命英烈故

事报告。省妇联、武汉市武昌区文明办联合组

织少先队员在武汉市内寻访革命遗址遗迹，湖

北鄂州等地也迅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美德

传扬·童心向党”主题实践活动在全省产生良

好社会反响。

此次活动突出了强烈的革命印迹，以一系

列鲜活的革命人物、感人的革命故事、珍贵的

革命遗址，再现党的伟大历程，让人震撼，引

人深思，从而让广大未成年人明白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进爱

党爱国情怀，弘扬优良革命传统，更加自觉地

心向党、跟党走，争做热爱祖国、理想坚定，

勤奋学习、追求上进，品德优良、团结友爱，

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美德少年，担当起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主题实践活动

中，美德少年们实地感受党在湖北的创立、发

展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灵魂在一次次触动中得

到洗礼，思想在一次次感悟中得到升华，信念

在一次次震撼中得到坚定，深化了对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认识。

扎实开展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
安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下午，湖北省委省政府
召开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全”电视电
话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严厉打击食品非

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会议精神，

在全省部署开展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
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由省文明办、省食品安

全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重点由省经信

委、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厅、省工商

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北

检验检疫局、省食品工业协会九单位组织，在

全省相关行业开展以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为主题

的诚信教育活动。

此次诚信教育活动以企业为重点和主体，

重在增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诚信意识，营造全

社会守信践诺的氛围；自查自纠，查处、整治

一批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广一

批讲诚信先进典型，曝光一批违法企业和行

为，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示范和警示作用；

完善湖北食品行业诚信机制，推出诚信承诺，

探索建立社会诚信档案。

作为活动牵头单位，省文明办制订了活动

方案，开展了一系列专题活动：召开了 “建设

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全”专题座谈会；与省
食安办联合举办了 “湖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暨

千家食品企业保障食品安全承诺启动仪式”；

组织省直媒体开展了 “食品安全荆楚行”专题

宣传报道活动。全省各地、省直有关行业纷纷

行动起来，在湖北省掀起了 “建设诚信湖北　
保障食品安全”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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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黄石市实施 “四大工程”　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

湖北省黄石市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根本，以建设校园特色文化为重点，

以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养为目标，深入实

施 “四大工程”，广泛开展了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实施国学诵读工程，打造书香校园

１构建国学诵读体系。制订下发了 《关于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实施意

见》，将学校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纳入评估、

考核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目标内

容。各校成立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实施方案，加强队伍培训，开设校本

课程，推进国学诵读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

常态化。目前，国学诵读活动已在全市２００所
大中小学广泛推开。

２搭建国学诵读平台。连续举办了五届
“黄石市读书节”，广泛开展了 “广场经典诵

读”、“课堂国学诵读”等活动，吸引了包括大

中小学生在内的１２０多万市民参与；围绕 “以

读书活动陶冶情操、以文化力量推动发展”等

主题，连续开展了九届 “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活动”，３０余万青少年学生广泛参与；全市新
闻媒体开设了 “读书大家谈”、 “读书助我成

长”等专题、专栏、专版，营造了浓厚舆论

氛围。

３深化国学诵读活动。全市各校广泛开展
了 “亲近古诗文”、 “书香中队在行动”、 “三

字经诵唱会”、“弟子规引我行”等丰富多彩的

经典诵读活动；借助校园文学社、校报校刊等

平台，积极开展 “文学大观园”、 “校园艺术

节”、“经典赏析会”、文艺汇演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让学生感受文学、热爱经典，提升情趣

品位。

二、实施艺术培育工程，打造经典校园

１推出一批艺术教育示范学校。开展了以
“人文校园、阳光少年”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创

建活动，评选出首批３２所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学
校，初步形成了 “一校一品”的校园文化建设

区域特色。加快了艺术专业教师的培训，制订

了 《黄石市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学校评估

细则》，每年从办学条件、组织管理、师资队

伍、艺术课程建设、课外艺术教育、特色艺术

教育等方面强化评估考核。

２开设一批校本艺术教学课程。按照国家
颁布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艺术教学课程；依

照素质教育要求，精心设计教案，使每一个学

生都能体验到艺术课堂的乐趣，以满足学生审

美发展的需求；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评

课、赛课和课题研究活动，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组建了舞蹈、管乐、葫芦丝、绘画等众多

艺术社团，要求每位艺术教师辅导好一个艺术

社团，做到生生有特长。同时，重视艺术教育

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如语文、英语学科中的课

本剧表演、故事表演、小品排演、英语演讲、

诗歌朗诵等。

３探索一批特色艺术教育活动。市花湖小
学开展 “器乐、书法进课堂”活动，构建起以

民族器乐教育和书法兴趣小组活动为纽带，传

统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融于一体

的办学特色；铁山三小从加强师资培训入手，

连续六年派送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省、市级书

法学习培训，学校每两个月举办一次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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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学生中以 《小学写字教学指导纲要》

为指导，把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载

体，教育学生继承汉字文化，不断提高师生的

文化素养；黄石十六中开展武术、舞狮舞龙等

传统文体活动，开设茶艺表演课程，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仪态，提升综合素质。

三、实施雅行教育工程，打造礼仪校园

１以孝为先，开展感恩教育。以春节等传
统节日为重点，广泛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主

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认知传统、尊重传统、

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祖国、爱民族、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所承载

的人文情感作为立足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

活动。利用 “三八”妇女节等节日，开展了

“我和妈妈换角色”、“我是小当家”、“感恩父

母，践行孝心”的实践活动；以劳动节、教师

节、重阳节为契机，开展了 “感恩老师”、“感

恩社会”、 “关爱他人”的教育活动。通过活

动，学生们学会了行孝感恩、尊重关爱他人和

乐于行善。

２以礼为根，开展礼仪教育。结合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广泛

开展了 “百万市民普讲礼仪”道德实践活动。

以 “礼仪、礼貌、礼节”为主要内容，开展

“校园礼仪讲座”、“文明礼仪知识大赛”、“我

身边的礼仪”征文等系列活动。各校依托班队

活动、读书节、运动会等形式，先后开展了

“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

“我是文明小学生”等活动。通过 “黄石市道

德模范”评选，大力普及礼仪知识，强化礼仪

意识，注重礼仪实践。

３以信为本，开展诚信教育。各校先后开
展了诚实守信主题班会、诚实守信黑板报竞赛

活动，举办了 “诚信在我身边”绘画展，建立

了 “红领巾诚信监督岗”；以画诚信漫画、发

诚信倡议、讲诚信故事、搜集诚信格言等形

式，将诚信教育引向家庭，引向社会。一些学

校还建立了 “好人好事”宣传栏，记录了学生

诚信助人等良好行为，组织 “诚实守信好学

生”、 “诚信模范少年”评选，广泛开展学先

进、做表率，争做诚信少年活动，积极引导学

生从小养成诚信美德。

（湖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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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紧紧围
绕主题主线，牢牢抓住根本任务，着眼提升公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坚持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着力彰显特色、打造品牌，重点工

作成效显著，年初目标基本实现，为推进 “四

化两型”、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挥了应有作用。

一、“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不断丰富，

倡导了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开展 “爱国歌曲大

家唱”主题歌咏活动 １１万余场，参与群众
１３２０万人次。长沙、常德各承办了一场 “激情

广场”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３５００多所学校近
１００万名中小学生参加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其中１０所学校的歌咏活动在全国百家重点网站
播出。在湖南大剧院举办了 “童心向党·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专场文艺晚会。组织多部

爱教影片，在偏远农村免费展映２００场次。广
泛开展文明礼仪宣传实践活动，各地免费印发

文明礼仪读本、市民手册等１０００多万份。继续
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开展文明交通

“五创五评”活动，实施 “五响”工程，评选

“中华保险杯交通安全金牌驾驶人”。株洲列为

国家第二批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

项目”城市。广泛开展中小学生读书竞赛活

动，评选少儿 “阅读之星”１３人、“阅读先进
个人”５２人。组织 “书香家庭”评选活动，

共评出１００户 “书香家庭”。以 “两型”创建

为载体，组织开展 “低碳就在身边” “低碳小

里手” “节能降耗社区行”等勤俭节约、低碳

环保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

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不断深入，

营造了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

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我省

推荐的许月华、唐中和被评为 “全国道德模

范”，李国武等８人获提名奖。评选表彰第三
届 “湖南省道德模范”和提名奖各１０名。积
极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全

省共有４８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在全国道德

模范投票活动中，我省投寄选票１１００万张，占
全国 １／１０，形成了群众评、评群众的浓厚氛
围。广泛开展道德模范三湘巡讲、道德模范

“六进一行”（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村

镇、进学校、进军营，网上行）、道德模范精

神研讨会等学习宣传活动，全省各地举办集中

宣讲活动１１００场次，直接受众９０万人次。择
优向中央文明办报送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

演”活动优秀节目８个。长沙市承办全国道德
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湘潭市承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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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名博连线道德模范”活动。贯彻落实 《湖

南省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暂行办法》，由省

委宣传部安排１００万元专项经费帮扶了２０位生
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同时，走访慰问了袁隆平

等道德模范。湘潭市承办了全国 “关心关爱道

德模范”座谈会。

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拓

展，彰显了创建为民的价值取向

文明城市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长沙、

常德分别以省会 （副省级）城市第一、地级

市第二的成绩获评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岳阳市、株洲市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意见》，以结对帮扶、城乡共建

为载体，广泛开展文明农户、文明集市、文

明村镇创建活动和乡村清洁行动。 “文明创

建进农家”活动扎实推进，涌现出一批创新

案例和先进典型。长沙市在全国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岳阳市云溪区

“道德评议进农家”活动在央视七套 《文明

乡风》和 《光明日报》专栏刊播。４１个村
镇 （其中 ４个县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全面拓展，在

党政机关重点开展 “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

动，在窗口行业重点开展 “诚实守信，优质

服务”活动，在企业开展 “负责任地做产

品”活动，在公园景区开展文明风景旅游区

创建活动。５３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南岳衡山被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落实

了２０１０届湖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负责人记

功奖励待遇。

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推进，

完善了家庭、学校、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

网络

继续开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行动，曝

光、关闭１５家违规电信接入服务商和网站，查
处了一批违规经营网吧。规范全省各级新闻媒

体广告，清理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类

娱乐节目，整顿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站点变相

经营网吧问题。全面启动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首批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

８６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在
常德召开了全省 “乡村学校少年宫”和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现场观摩会。组织全省

２３０万中小学生参与 “网上祭英烈”签名留言、

向国旗敬礼等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

动。组织开展 “传唱优秀童谣”网上签名寄语

活动。童谣 《露珠儿》获全国优秀童谣一等

奖、《跷跷板》获优秀奖。根据 《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要求，在部分

城市特别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中，开展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继续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新资助贫困大学生 ２０
名，新招录高中 “宏志班”学生 １００名。以
“德政西部，圆梦十年———宏志报党恩”为主

题，举办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在湘十周年成

果展示活动，编辑出版了 《温暖的记忆》一

书。配合中央文明办完成２０１１年 “绿色电脑

进西部”活动，向湘西、怀化、张家界捐赠电

脑１５００台。

五、志愿服务活动不断规范，普及了

奉献他人、提升自我的志愿服务理念

依托省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建立健全

了省直、市州两级志愿服务活动协调网络，完

善了活动组织、信息报送等机制。社会志愿服

务组织发展到２０００个、志愿者３００万人。４人
入选第二届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成立了

湖南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募集资金 ８００万元。
推进 《湖南省志愿服务条例》立法工作，组织

４次立法调研和集中讨论，该条例列入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立法计划。组织开展 “关

爱农民工”、“关爱空巢老人”、 “关爱留守儿

童”、“溯源·关爱母亲河”等１７项大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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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活动，全省全年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超

过１亿小时，受惠群众１０００万人次。

六、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有声有

色，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

春节、元宵节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

“亿万网民大拜年”等系列活动，组织文明办

主任网上大拜年。清明节大力倡导文明祭扫，

开展 “网上祭先烈”活动，联合长沙市开展

“忆英烈，跟党走———我们的节日·清明”系

列活动。端午节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支持

沅陵县举办 “我们的节日·端午———国恋续千

年”文艺演出。七夕节以 “爱情忠贞、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为主题，组织开展 “鹊桥之

夜”歌舞晚会、“相约七夕、情定终身”青春

联谊会。中秋节分别在岳阳、长沙、邵阳等地

开展 “关爱老人”、 “关爱农民工”、 “关爱留

守儿童”主题活动。重阳节以 “孝老、尊老、

爱老”为主题，组织开展 “浓浓夕阳情”大型

诗词歌舞晚会。

七、网上文明传播力度日益加大，发

展了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举办了第三届 “彩传盛世，情动湖湘”红

彩信红短信红视频制作活动，顺应３Ｇ技术的
推广普及新增 “红视频”形式。共收到参赛作

品６０万件，活动总投票量１５０万票，转发５０００
万次。湖南文明网、小红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网内容和栏目不断完善。长沙、常德加入

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逐

步壮大。召开创建文明网站活动专题会议，制

订下发方案，全省各大网站积极参与，相继推

出专题专栏，文明网站创建活动全面启动。

总体看，２０１０年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成效
明显，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全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

认识还需要不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体

制机制、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还需要不断创

新，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科学管理能力还需

要不断提高。

特色活动

衡阳市开展 “红遍衡阳”活动

２０１１年，衡阳市广泛开展以 “读革命经

典、唱革命歌曲、发革命短信、游革命摇篮”

为主要内容的 “红遍衡阳”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得到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的充

分肯定，批示中国文明网予以重点推介。

突出 “革命”主题。在读革命经典方面，

该市选定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５２部文
学经典、《建国大业》等２０部政治题材读物、
《毛泽东传》等１７部名人自传、 《解放战争》
等１４部军事题材读物、《激荡三十年》等６部

经济题材读物；在传唱革命歌曲方面，圈定了

１０６部革命曲目；在推广革命短信方面，紧紧
围绕社会风尚、文明礼仪、公益环保、廉政文

化等健康向上的主题，编写创作了一批内容实

在、主意新颖、通俗易懂，既彰显时代特色，

又体现教育性和可读性的短信；在游革命摇篮

方面，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

景点。通过读革命经典、唱革命歌曲、发革命

短信、游革命摇篮，在全市唱响共产党好、社

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

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坚定了全市人民尤

其是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激发了全市人民爱国

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为 “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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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振兴衡阳”营造了浓厚氛围。

突出形式多样。从总体上来说， “红遍衡

阳”活动突出了读、唱、发、游等多形式，但

就每种形式而言，则又根据其独特性，选择易

于激发群众热情的不同方式进行。如读革命经

典，不仅仅引导大家读，还采取了编 “革命经

典”、推 “革命经典”、诵 “革命经典”、送

“革命经典”等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发扬

“革命经典”。又如唱革命歌曲，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文化局组织了网友唱革命歌曲、

群众歌咏大赛，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春节文艺

晚会，同时要求各县市区、各战线、各部门、

各单位采取独唱、对唱、重唱、小组唱、合唱

等形式，大唱特唱革命歌曲。

突出群众参与。自始至终把群众作为活动

的主体，把群众参与度作为衡量活动成败的关

键。整个活动，全市共举办 “革命经典”诵读

比赛４２００多场次，参与群众达４３万人次；组
织 “革命歌曲”群众歌咏比赛３２万余场，参
与群众达 ５８０万人次；发革命短信 ３４００万条
次，参与群众达３４００万人次；有近１００万市长
游览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纪念地。群众

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长沙市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

长沙市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设人民

满意城市的要求，突出以志愿服务为重点，及

时回应农民工的各类需求，积极为他们解难

题、送温暖、献爱心，努力让长沙成为农民工

幸福温馨的 “第二家园”。２０１１年全国关爱农
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长沙启动，长沙在全国关

爱农民工志愿服务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捐建项目———长沙县 “幸

福家园”农民工廉租房一期工程建成并正式投

入使用。

抓住根本，满足农民工群体的工作需求。

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在城市开展以提高农

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主题的 “春暖行动”志

愿服务活动，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了

９５％以上。在农村定期实施服务农村就业的
“春风行动”，配备１４１０名义务劳务输出联络
员，５年来开展 “送岗位下乡”等农村专场招

聘活动６１０余场。为农民工开展创业帮扶。成
立创业培训与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组建创业服

务志愿者队伍。大力开展 “创业手牵手，帮扶

一加一”活动，召开全市慈善公益工作大会，

１２家企业当场捐赠创业扶持资金 １２７６万元。
组织爱心企业与劳务输出村镇进行结对，全市

共有４１２个企业与３９０个村实现对接，达成村
企对接产业项目２７２个，投入资金共计 ９３亿
元。为农民工举行专业培训。打造 “阳光工

程”，深入开展 “送培训下乡”志愿服务活动，

全市１０６家培训机构全部开设农民工培训项目，
２０１１年共培训农民工１７万多人。推动用工单
位设立心理疏导工作室，组织专业志愿者为农

民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针对热点，满足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诉求。

捐建廉租住房项目，制订 《幸福家园廉租住房

入住和管理办法》，明确农民工准入退出机制

及运营管理制度，明确了优秀农民工优先入住

的条款。制订 《幸福家园开展志愿服务、创建

文明小区的管理办法》，创新管理模式，把小

区物业管理和志愿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发起健

康公益行动，设立基数为５０万元的 “关爱农

民工健康公益项目”，推出 “红十字永康商会

关爱农民工健康公益行动”。定期组织志愿者

开展免费义诊，发放职业病防治宣传资料和防

暑降温药品。开展法律援助服务，率先全省成

立长沙市律师服务农民工法律援助志愿团，１６８
名律师共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１００多起，为
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０多万元。开通 “中国律
师服务农民工法律援助网”（ｗｗｗｎｍｇｆｌｙｚｃｏｍ），
将已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在网上公示，方便广大

青年农民工维权。

提升层次，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情感追求。

关爱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设立９家关爱农民
工子女志愿者工作站，出台对流动留守儿童示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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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长学校的管理指导意见，帮助流动留守儿

童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发起 “金秋助学”志愿

服务行动，共筹集爱心助学资金１７０１７万元，
资助困难农民工子女 １４２３４名。市妇联开展
“寻找百户爱心家庭·牵手关爱留守儿童”活

动，筹集资金近１０万元，资助贫困女童、流动
留守儿童 １０３人。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举办 “长沙市首届职工读书节”，发放 《农民

工知识读本》１万多册。举办 “百万元图书捐

赠仪式”，向农家书屋和中小学捐赠价值 １００
万元的图书。组织文艺志愿者开展 “春天里的

地铁哥”慰问演出，丰富广大农民工精神生

活。帮助农民工提高参保意识。重点发起建筑

行业、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参保扩面的义务宣教

工作，不断增强农民工的参保意识。组织平安

志愿者进建筑、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等高风险企业宣传参保工作。全市有２８０余个
建筑施工项目参加了工伤保险，全市农民工参

保总数达１５６万人。

株洲市开展国学大讲坛活动

国学大讲坛是株洲市儒学会组织开展的一

项民间公益活动，其宗旨在于弘扬民族传统优

秀文化，启迪智慧，塑造人格，弘扬美德，开

创新风，推动株洲的文明建设；挖掘、创新、

提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搞好儒学现代化研

究，为促进株洲和谐社会的建立、市民的终身

教育、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近年

来，该项活动在株洲市产生了广泛影响，光明

日报、中国文明网、湖南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

进行了报道。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活动组织严。为了精心组织国学大讲
坛，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联合下发了 《关

于开展国学精华进万家读书活动的通知》；天

元区文明办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民学校

教育工作的通知》，将国学大讲坛作为市民教

育重要载体。市、区两级领导高度重视，市委

组织部、市文广新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天元区委宣传部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活动顾问，对活动进行详细指导，为活动持续

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２受众范围广。近三年来共举办了公益活
动３５６场，包括走进机关、走进学校、走进社
区、走进企业，覆盖到社会各个角落，受众人

数达到２０余万人次，参加讲座的市民年龄跨度
为８—７８岁，囊括了农民工、社区居民、公务
员、离退休干部等群体。

３讲授知识深。国学大讲坛讲座内容包括
儒、释、道、医、武、琴、棋、书、画、礼仪、

心态、励志、排忧、养生、亲子、为人处世等

多个方面。尤其是结合社区市民文明素质教育

开展的 《文化传统与中华美德》、《“和谐”二

字是真财富》、 《有容乃大》、 《人生 “三戒”

与身心健康》、 《如何做 “大人才”的家长》、

《学习国学精华》、《服务文明城市》等讲座与

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紧密相连，得到各界群

众普遍好评。

长沙理工大学创办 “道德银行”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针对近年来大学生

自我意识强、服务意识差、道德观念相对单薄

等问题，开办 “道德银行”，创新大学生德育

载体，取得成效。新华社、 《中国教育报》、

《中国青年报》等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和报道。

“道德银行”参照银行运作模式，将学生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好人好事等以 “道德币”

这一虚拟货币的形式记录在 “道德银行”的存

折上，同时可通过支取已存入的 “道德币”获

得相关的帮助与服务。

“道德银行”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确定

的营业时间、专门的业务凭据、完善的网络系

统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根据

储户道德币数量，每学年评选出 “道德富翁”，

分别发放钻石卡、白金卡和金卡，ＶＩＰ客户在
办理业务时，直接走 ＶＩＰ通道，无须排队；储
户可通过支取道德币寻求帮助，也可通过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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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等的道德币换取校园各类讲座、晚会的

紧俏门票；同等条件下，道德币多者在评优、

评奖、评先和获得助学金等方面享有优先权；

在需要支取但道德币数量不够时，只需承诺还

款日期和支付规定的利息即可获得贷款。在约

束机制方面，将一学年获得１０个道德币作为学
生评优、评奖、评先和获得助学金的基本条

件，正式写入相关制度文件。

同时，为了给学生道德实践提供平台和载

体，“道德银行”先后建立了２０个道德教育实

践基地，其中１１个社区服务点、２条公交服务
线、１个交通协管站，承包了 １１栋教学楼的
“垃圾文学”清理，在湘西偏远学校设立了

“城南助学金”，长期资助２１名贫困学子。
在 “道德银行”的作用下，整个学院呈现

出 “人人争做志愿者，个个愿当活雷锋”的良

好风尚。无论是志愿服务、义务献血、爱心捐

款，还是公益劳动，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当仁

不让，目前 “道德银行”累计储户２万余名，
每学年每人平均志愿服务时间在６个小时以上。

探索创新

长沙市探索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建设

长沙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始终坚持

推进阶段性工作与建立长效性机制有机结合，

追求过程与结果的 “双赢”，对创建实践中积

累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时进行科学总结，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取

得新的跨越，２０１１年长沙以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第一名的成绩荣获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构建常态化的领导机制。成立高规格的市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领导小组，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市委书记任主任 （组长）、市长任副主任

（副组长）。各区县 （市）、市直各单位都明确

了一把手挂帅的文明创建领导机构。制订了创

建文明城市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精神文

明建设的主要指标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目标和年度考核。由市委统一领导，文明委

组织协调，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市警备区领导分工负责，做到 “五个带头”，

即带头部署、带头调度、带头述职、带头督

查、带头到市民学校讲课。建立市委、人大、

政府、政协全体市领导联系城区和街道的责任

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环境卫生治 “脏”、

公共秩序治 “乱”、窗口服务治 “差”等专项

领导小组，形成了齐抓共管的领导格局。

构建规范化的督查机制。成立１０个文明创
建专项督查小组开展专项督查，先后组织了整

治 “十大脏乱现象”、 “十大交通乱象”、 “十

大不文明行为”专项督查，开展 “十看四查”

文明创建工作大检查，推进 “五拆五修五禁

止”和 “五洗五清五整治”专项行动。组织市

委督办员专项督查和城区交叉检查，做到一周

一碰头、半月一通报、一月一讲评。发挥新闻

媒体作用，开辟专题专栏，介入热点难点，让

群众评论，促问题整改。建立市民听证制度，

以 “长沙是我家，创建靠大家”为主题，开展

各种形式的市民听证活动。成立由３００名市民
巡访员组成的市民巡访团，编发 《市民巡访日

报》，发动市民义务开展群众监督。市民巡访

团每周汇总、集中交办、狠抓落实、注重反

馈，巡访意见办结率超过９５％，解决与市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问题１０００多个。

构建科学化的考评机制。制订城区、县城

和窗口行业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实行月测评、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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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讲评，按照金杯、银杯、铜杯三个标准进行

评选表彰；市城管局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出了

城市综合管理月排名机制；市爱卫办开展了乡

村环境清洁行动专项督查和 “十佳”、“十差”

排名；市公安局 （市交警支队）、市食安办、

市教育局、市工商局等牵头组织交通文明、经

营性公共场所、社会文化环境、农贸市场等行

业文明指数测评。把文明创建的任务细化、量

化、责任化，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

绩效考核，文明城市创建的内容在城区考核中

占１０分，在市直部门和县城考核中占５分。对
创建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奖励；

对工作不实、措施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黄

牌警告和行政问责。

构建社会化的联动机制。健全了具有鲜明

特色并切实可行的省会文明城市共建的长效机

制。召开由中央驻长和省直单位主要领导参加

的省会文明城市创建动员大会，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出席并作重要讲话。２０１１年７月４日召
开省会共创文明城市经验交流会，省委书记周

强同志要求省直机关、驻长单位共同为省会长

沙的文明创建增光添彩，充分调动了中央和

省、市驻区单位的积极性。在省会驻区单位中

开展 “共建文明社区、共创文明生活”竞赛活

动，动员和组织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形成

资源共享、事务共管、文明共创、社区共建的

良好氛围。把文明城市创建与创新社会管理紧

密结合起来，与建设人民满意城市、全国社会

管理示范城市、平安模范城市、食品安全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整体联动，创建联动格局不

断提升。

构建多元化的宣教机制。加强舆论引导，

成立专门宣传工作小组，制订和实施宣传方

案。加入了中国文明网联盟，建成长沙分站

点。长沙晚报推出 “建设人民满意城市”专

版，开办 “我看长沙新变化”、“督查讲评回头

看”等专题专栏，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创建

氛围。开展活动宣传，全面实施市民文明素质

大提升计划，开展评议 “我们身边的十大不文

明行为”、“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网上签名寄

语、“全民诵经典、书香满星城”、评选 “读书

达人”、“低碳在身边”等主题教育活动。长沙

３０万注册志愿者建立了２００个志愿服务体验站
点，开展了 “三关爱”等系列活动，每月组织

一次 “排队 （礼让）日”体验活动。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组织了道德

模范 “六进一行”宣讲活动，推荐产生了２位
全国道德模范，有３人入选 “全国百名优秀志

愿者”，有５０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还组织

了 “我们的节日”、 “爱国歌曲大家唱”、 “星

城之星”评选、毕业寄语和优秀童谣传唱活

动。注重社会宣传，在全市电子显示屏、户外

广告牌设置文明创建公益广告和宣传版面，在

社区公告栏、宣传橱窗张贴文明创建宣传海

报，向全市发放６５万份 《向十大脏乱现象说

“不”》宣传单，张贴到每个门店商户，做到文

明城市创建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常德市以 “四个注重”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

近年来，常德市把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作为

引领常德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作

为党委政府关注民生、维护民利、实现民愿的

有效抓手，带动了各领域工作的全面发展，促

进了 “现代常德、幸福家园”建设。２０１１年以
地级市排名第二的成绩获评 “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

注重整体推进，把落实科学发展贯穿创建

工作始终。在创建过程中，注重对城市文明的

全面把握，以创建工作推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整体提升。以文明创建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始终把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发展质量作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基础。２０１１年，全市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１８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
总量和增速都居全省前三位；城乡居民收入连

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１７６７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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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５０元。以文明创建推动城市管理水平提升。
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作为提升城市管理科

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针对城市管理暴露出的

不文明现象，开展了交通秩序整治、市容环境

整治、“五小”门店整治、城市 “牛皮癣”整

治、农贸市场整治等专项整治行动，市容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以文

明创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建立科学民主的决

策制度，对重大工作决策、重大改革政策、重

大建设项目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行集体

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过错责任追究制

度。完善市民诉求表达机制，设立市级领导和

市直单位一把手信访接待日制度，建立畅通高

效的诉求表达处理渠道。

注重以德铸魂，把提升市民素质贯穿创建

工作始终。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市县学习

中心组普遍安排了 ３次以上集中学习，开展
“党委书记讲党课”活动，充分利用报告会、

座谈会、读书会、市民论坛、理论考试等多种

形式进行教育。利用常德丝弦、湘北大鼓等地

方艺术形式，精心编排弘扬社会文明风尚、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达到了润物无声的宣

传效果。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连续８年开
展 “以德治市共创美好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围绕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开展干部品德作风讲

评会，对党员干部进行 “官德”教育；围绕治

理经济发展环境，开展 “诚信德商”、“影响常

德·十大魅力德商”评选，对市民进行 “公

德”教育；围绕创建文明城市，培养市民爱卫

生、守秩序、护公物、讲友善的良好行为习

惯，对市民进行 “品德”教育。杨绍军被评为

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２０１１年，有２人获得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７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由市文明办牵

头，市教育局、关工委和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社区居委会主任等各界人士组成督导评价

组，每年定期进行德育工作社会评价，拓展了

“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工作网络。这

一做法荣获中央文明办 “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净化社会文化

环境工作经验多次受到中央文明办、省文明办

推介。被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

注重为民靠民，把坚持群众路线贯穿创建

工作始终。始终坚持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

创建靠民”的理念，把文明创建与解决民生问

题紧密结合起来，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和积

极支持。创建成果让群众共享。把文明创建作

为最大的民心工程，持续３年开展社区环境综
合整治、小街小巷综合治理、改制企业社区解

困、农贸市场新建改造、污水处理５个３年行
动计划，解决社区 “路不平、灯不亮、水不

通”问题３０００多个，完成小街小巷综合整治
项目６００多个，完成改制企业社区改造项目
１３０多个，新建改造农贸市场１２个，受到居民
广泛好评。对１６５公里城区主干道进行盲道改
造，２０１１年被评为全国无障碍设施建设城市。
着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市财政每年安排４５００万元作为文化强
市建设的引导资金，并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拿出黄金地段，规划修建常德大剧院、美术艺

术馆、规划展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科学技术展示中心、报业基地、

文化影视城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工程。加快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市博物馆、市图书馆等早

在６年前就在全国率先免费开放。在市城区修
建１２０多个环境舒适、设施齐全的小型休闲广
场和文化活动中心，打造市民２００米内文化娱
乐圈。创建工作靠群众参与。在全省率先启动

“百万空巢老人关爱志愿服务行动”、“关爱农

民工志愿服务行动”。每年在全市开展 “爱国

歌曲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４００多场次，参与
群众达３０多万人。学习全员化、学习组织化、
学习制度化、学习价值化和以考促学的 “四化

一考”模式，受到中央学习办推介。创建成效

由群众检验。市人大、市政协每年听取创建工

作专题汇报，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视

察。聘请 ２２名 “五老”担任创建公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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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市长热线、网上意见箱、领导接访日、行

风热线等通道，征集群众对创建工作的意见建

议。市创建办公布文明城市创建监督电话，及

时处理市民反映的问题。

注重机制建设，把实现常态长效贯彻创建

工作始终。建立强力领导机制。市委书记、市

长亲自担任创建领导小组组长，坚持创建工作

“月调度”制度。“四大家”每名市级领导都明

确了创建任务，分配了联系单位和社区。市文

明委牵头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及１７个工作机构，全部由市级领导担任组长。
印发任务分解表，明确 １２０个市直单位职责，
确保创建工作不留死角、无缝覆盖。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出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五项机

制、加强文明城市创建与长效管理的意见等规

范性文件，每季度对 “四区”开展一次公共文

明指数测评。聘请 “五老”担任创建公众代

表，开辟市长热线、网上意见箱、领导接访

日、行风热线等通道，征集群众对创建工作的

意见，让群众查找存在的问题，让群众评价创

建的成效。建立考核问责机制。把文明创建绩

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纳入

争创 “五好”班子、争做 “四型”干部的考核

内容，纳入市直单位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核内

容，出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办法，对

履行职责不力的，坚决按问责办法追责。

攸县 “城乡同治”模式给力农村环境

整治

近年来，攸县深化文明创建工作，突出环

境卫生整治，取得成效。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攸县城

乡同治的经验和做法作出重要批示： “要把农

村环境整治作为环保工作的重点，摆在突出的

位置。攸县城乡同治的经验值得重视，请农业

部、环保部参考研究。攸县的经验材料可由国

办转发各地参阅”。

坚持宣教开路，动员全民参与。组织全覆

盖、深层次、持续密集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

全县各级干部群众自觉参与、积极投入城乡环

境卫生整治。一是开展大讨论。在全县范围内

广泛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总结了 “十大观

念”，提炼了 “攸县精神”，讨论了 “市民公

约”、“村规民约”，提出了 “城镇客厅理论”、

“农村公园理论”的概念，在大讨论中深化和

统一了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的认识。二是实施大

教化。先后组织百人宣讲团深入乡村和企事业

单位，开展了１２００余场 “新观念面对面”宣

讲活动；组织１０万余名机关单位和中小学生开
展 “万人诵读中华经典”活动；努力促进城乡

环境建设、“三创四化”、“洁净行动”等理念

和规范进村入户，深入人心。三是组织大规

劝。全县参与规劝和清扫行动人员达１０万余人
次，发放 “门前三包”温馨提示等各类宣传资

料３０多万份，纠正不文明行为１０多万人次。
突出创建引领，提升城镇品位。坚持实施

城镇带动战略，按照打造一流中等城市的标准

切实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坚持多元化投入。

通过财政投入、ＢＯＴ融资等方式，在加快重大
项目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各类公共设施配

套。近三年来，累计投入１５亿元用于城市美化
亮化建设。坚持精细化管理。制订出台了 《城

市精细化管理办法》、《市场精细化管理及考核

细则》、《社区精细化考核细则》，将社区文明

创建、卫生创建纳入重要工作内容，对城区１２
个社区逐月开展督查考核。坚持市场化经营。

注重通过党建帮扶集中办点、乡镇土地经营净

收入全额返还等举措，将镇区土地经营全面推

向市场，调动了乡镇经营镇村、管理镇村、建

设镇村的积极性。

开展洁净行动，美化乡村环境。深入开展

“洁净攸县”大行动，将环境卫生治理全面覆

盖并延伸至乡村，形成了 “城乡共建、城乡互

动、城乡同治”的良好格局。一是分区包干。

将村级卫生区划分为村级公共区和农户责任

区，村级公共区由村集体出资，聘用专人进行

日常保洁维护；农户责任区落实农户包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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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秩序、包绿化的 “三包”责任，保持日常整

洁。二是分散处理。为每家农户配备垃圾池，

分类收集，通过 “回收、堆肥、焚烧、填埋”

等方法化整为零。目前，全县农户配备垃圾池

１３万多个，普及率超过了８０％，垃圾投放基本
做到了入池。三是分级投入。县财政每年预算

乡 （镇）村洁净行动专项经费；各乡镇根据实

际情况，配套一定的工作经费，对重点村、中

心村、贫困村给予适当支持；村 （居）民自筹

一部分资金，负责公共卫生区的日常保洁，基

本形成了财政下拨、部门支持、乡镇配套、村

（居）组自筹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模式。四是分

期考核。强化激励措施的运用，实行月抽查、

季考核。县考核乡镇镇区，并抽检到村，考核

结果向全镇进行公开；村考核组，并延伸到

户，各村对各组的卫生情况进行交叉检查评

比，考核结果在全村进行公示。

建立工作机制，谋求长行久效。近两年，

该县立足实际，推行 “以奖代补”、“以奖促

治”、绩酬挂钩等激励机制，有效调动了全县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积极性。对乡村推

行 “重奖重罚”机制。县考核乡镇，每季考

核排前两名的乡镇，给予重大奖励；排后两

名的乡镇，除取消县财政资金扶助，还要进

行处罚。乡镇考核村，也实行不等的考核奖

罚。对干部推行绩酬挂钩机制。将各乡镇、

部门单位和村、社区的城乡整洁工作目标细

化、任务量化，纳入政绩考核，将县、乡、

村三级干部４０％的工作津补贴与工作预安销
号、绩酬挂钩，把环境卫生整治作为一项重

点内容，实行按月预安、按月考核、按月兑

现。对户主建立 “大评小奖”机制。对各农

户采用 “大评比、小奖励”的办法进行激励，

评比结果张贴到户，或分组公示，对清洁户

给予毛巾、牙膏等小额物质奖励，通过精神

和物资激发群众参与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自

觉性、积极性。

郴州市以 “和美”创建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郴州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重点，以整治环境卫

生、培育卫生习惯、改善人际关系、倡导文明

新风为主要内容，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了

“和美家庭”、“和美社区”、“和美村庄”创建

活动，受到城乡群众普遍欢迎，走出了一条以

创建促和谐的新路子。

多办实事，办好实事，致力让 “和美”创

建活动造福人民群众。领导重视，部门合作，

大力推进。把 “和美”创建活动作为凝聚市民

的精神力量、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抓手。

市财政每年对市中心城区各个社区补助５０００元
“和美社区”创建工作经费，各县市区把 “和

美”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

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市 “和美”创建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

为 “和美”创建献策出力，自觉将业务工作与

“和美”创建要求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全

市 “和美”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基层干部群

众，积极参与，倾情推进。 “和美”创建活动

一开始就是从群众中来，依靠群众，为群众办

实事，群众很乐于参与，积极性高，基层干部

因势利导，倾情推进，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有力地推动了 “和

美”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着力让 “和美”创

建活动引领社会风尚。改善城乡环境，促进居

民良好卫生习惯养成。发动群众整治环境卫

生，制订卫生制度，成立保洁队伍，组织清扫

保洁，有效改善了社区村庄的居住环境。开展

“和美”创建卫生评比活动，每月评出最清洁

户、清洁户、不清洁户，在村内卫生评比栏公

示，促使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融洽人际关

系，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组织 “和美家庭”、

好婆媳、好夫妻、好妯娌、好邻居系列评选表

彰活动，开展邻里 “四相”、“和美”邻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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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媳妇品菜节、赠送连心卡、居民座谈会等多

种联谊联欢活动，使家庭成员相爱相亲、邻里

之间互帮互助、生活方式健康向上。组织开展

十佳夫妻、十佳婆媳、十佳儿女、十佳母亲、

十佳时代男性 “优秀家庭角色”评选活动，以

家庭的和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坚持月月有

活动、事事见成效，有效融洽了居民关系。不

断提高市民素质，增强致富本领。在创建实践

中，注重抓活动融合、抓素质提升、抓能力培

养，使 “和美”创建活动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产生活之中，有效渗透到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的相关领

域。在爱心活动中，发动群众践行感恩回报、

陶冶思想情操；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动员

群众从我做起，争做文明使者；在 “三守三

创”实践活动、争做 “讲文明有素养的郴州

人”集中教育活动中，鼓励群众推评 “身边好

人”、道德模范、争当 “六类标兵”。并对在

“和美”创建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举行隆重表彰

奖励，激发了群众的创建热情， “和美”创建

覆盖面不断扩大。２０１０年以来，为进一步推进
“和美”创建工作，又启动了 “郴资桂嘉”和

美长廊结对共建活动，组织全国、省、市级

２３０多家文明单位与沿线村庄开展形式多样的

结对共建活动，逐步将沿线村庄建成 “和美示

范村庄”，经过两年结对共建，一条村容整洁、

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

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带已呈现在群众面前。

“和美”效果明显，引领了风尚，办成了

实事，做成了品牌。通过开展 “和美家庭”创

建活动，极大地改善了婆媳、妯娌、夫妻、长

幼、邻里关系，促进解决了家庭成员不爱学

习、不讲卫生、失散失和、邻里友情淡薄等问

题；开展 “和美社区”创建活动，改善了社区

环境卫生、治安状况等，促进解决了下岗失业

居民再就业难、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居民

间人际关系疏通难等问题。引导社区居民不断

相识、相知、相助、相融，增强对社区的认同

感、归属感；开展 “和美村庄”创建活动，改

善了农村环境面貌和人际关系，丰富了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促进解决了乡村人居环境 “脏、

乱、差”和封建迷信等问题。蓬勃开展的 “和

美”创建活动，彰显出了文明友善、和谐真诚

的内在力量，表现出了强大的亲和力、感染力

和吸引力，唤起了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用情构

筑幸福生活的热情。

（湖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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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省委十届九次、十次

全会和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以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建设幸福

广东为目标，以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为核心，着

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加强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大力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效。

一、以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为

主线，不断改善社会道德风尚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有声有势。广泛开展第

三届广东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１０
名省道德模范和１０名提名奖获得者，隆重举办
表彰晚会，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

格。开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

献身助学支教事业的孙影同志被评为全国道德

模范，展示了广东人精神风貌和广东省思想道

德建设的新成果。举办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会，开展道德模范基层巡讲活动，开展

网上宣讲活动，组织编写刊登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通讯，推动道德模范宣传教育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以中山市为试点，开展全民修身行

动，以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传统优秀文化

为依托，以现代公民道德规范为根据，通过读

经典、学格言、大讨论、修身实践等形式，开

展公民意识培育行动、城市精神光大行动、优

良品德倡导行动、公共文明实践行动，引导市

民修养身心、涵养德性，推动个体幸福与整体

幸福互促互进。

广东好人建设迈出新步伐。围绕 “小悦悦

事件”，举办 “唤醒道德良知、建设幸福广东”

文明论坛，倡议 “拒绝冷漠、奉献爱心”道德

情操，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开展 “广东好人”

推荐评选活动，在岭南文明网 （中国文明网联

盟广东站）和 “中国好人网”开设 “广东好人

榜”，集中展示宣传广东省好人好事。举办

“搀扶老人与法”好人论坛，弘扬好人精神。

开展关爱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工作，向困难道德

模范发放慰问金，在全省开展走访慰问、座谈

交流和帮扶活动，营造好人有好报的社会

氛围。

“我们的节日”活动热气腾腾。广东省各

地结合地方特点，大力开展特色鲜明、内涵丰

富的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与佛山市禅城

区联合举办年俗欢乐文化节、与顺德区联合举

办 “春节树、吉祥桔、幸福年”新春祈福活

动，与省民协、东莞市联合举办元宵花灯节。

广东省各地还积极开展清明麒麟文化节、端午

龙舟文化节、七夕风情文化节、中秋秋色欢乐

节等节日文化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推动

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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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载体，不断提高城乡文明程度

珠三角文明城市群建设有重大进展。广东

省认真落实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制订 《珠江三角洲文

明城市群建设实施纲要》，召开珠三角文明城

市群建设工作会议，对珠三角文明城市群建设

作出部署。制订珠三角文明城市群建设责任分

工方案，将工作责任落实到有关部门和珠三角

各市。举办珠三角文明城市群论坛十期，分别

组织权威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珠三角景观

建设、社会管理一体化、慈善文化、城市精

神、人文关怀、生态文明、文化绿道建设、城

乡一体化、文明生活和文化形象等问题进行了

理论探讨，推进珠三角文明城市群建设达成共

识。开展珠三角文化绿道建设，举办论证会，

召开工作座谈会，对珠三角文化绿道建设进行

专题部署，力图彰显珠三角绿道的文化魅力和

文化内涵。举办 “幸福绿道城市发展论坛”，

发挥绿道的休闲功能，推动绿色生活、生态文

明深入人心。以 “幸福广东、绿色起航”为主

题，珠三角九市联动开展珠三角绿道万人行活

动，共同倡导建设绿色环保和生态文明珠三

角。以幸福美卷为主题，召开珠三角景观建设

研讨会，开展珠三角十大景观评选报道活动，

展现珠三角品牌形象和珠三角科学发展的最新

成果，树立努力建设幸福珠三角的新形象新

品牌。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重大突破。惠州、东

莞市进一步提高创建水平，争当全国文明城市

标兵。广州、江门市加大文明创建工作力度，

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广东省的全国文明城

市增加了新生力量。深圳、中山市不气馁、不

懈怠，一如既往抓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珠

海、佛山、肇庆、韶关市入选全国创建文明城

市提名名单。汕头、四会市进入广东省文明城

市行列，城市面貌有新气象。惠州市龙门县进

入广东省文明县城行列，城市形象大幅提升。

总体上看，广东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呈现你追

我赶、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精神文明建设评选表彰活动反响热烈。认

真做好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的

推荐申报工作，顺利完成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７个申报城市的测评工作。广东省除广州、
江门２个城市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外，还有
２个县城和１１个镇进入全国文明镇行列，１９个
村进入全国文明村行列，５９个单位进入全国文
明单位行列。开展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召开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

文明生活方式示范活动广泛开展。１１月１１
日，以 “排队我快乐，礼让我文明”为主题，

在广东全省开展 “排队日”活动，倡导文明礼

让，培育良好社会秩序。当天全省联动，声势

浩大，反响强烈。开展文明餐桌活动，在珠海

市举办文明餐桌论坛和倡议活动，在佛山市顺

德区举办文明餐桌签名活动，倡导科学饮食、

文明生活。开展以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

主题的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开展创建交通

安全文明示范单位活动，开展以 “用心服务、

畅享交通”为主题的交通行业文明创建活动，

实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顺工程，大力整治交

通秩序，加强文明交通宣传，促进文明交通

建设。

生态文明村和绿色文明社区建设有序推

进。岭南新民居建设示范点地区建立了领导机

构和工作机制，方案设计体现了地方性和时代

性，规划选址顺应了群众需求和生态发展，又

注重了经济、实用、美观、环保特点。惠州、

肇庆、清远、珠海市在特定的示范点建起了成

片的新民居，湛江市在多个示范点分散建成了

数量较多的新民居。东莞、梅州、汕头等地的

新民居建设也在加紧规划、施工当中。目前各

示范点已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有力引导、部门

协调紧抓落实、农民群众广泛响应、社会各界

积极支持的良好局面。示范点的新民居建设，

对改善农村村容村貌、改变 “路难行、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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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脏乱差”现象，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提

升了农村人居环境，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也悄

然改变。新民居文体配套设施的建设，进一步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初步促进了文明风尚的

转变。开展 “环保进万家”社区环保宣传活

动，宣传环境保护，提高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开展绿色社区建设活动，命名一批 “广东省绿

色社区”、“绿色学校”，促进宜居城乡、生态

文明建设。

三、以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内容，不断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

好环境

广东省进一步健全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机制，开拓渠道，创新方法。广州、深

圳、惠州、东莞、江门５个城市获 “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称号，邓卫

星等７人获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工作者”称号，广州市少年宫等１７个单
位获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加强。广东省

各地广泛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和 “美德

少年”主题活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孝敬父

母、尊敬师长、奉献他人，不断提升文明礼仪

素养和思想道德品格。开展未成年人 “向国旗

敬礼”签名寄语活动，增强了未成年人对伟大

祖国的热爱之情。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活

动，提高未成年人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认

同感。

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善。认真做

好 《青苹果文库》 《青少年礼仪》等未成年人

读物的编辑出版，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开展 “千万少年快乐阅读”等实践活

动，推广未成年人分级阅读的做法和经验。开

展优秀童谣推荐评选活动，向中央推荐一批优

秀童谣。推荐作品中，获全国优秀童谣一等奖

１名，优秀奖１名。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

动，组织未成年人广泛传唱歌颂党、歌颂伟大

祖国、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歌曲，隆

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增强未成年人
的思想政治意识。

未成年人网络文化环境不断净化。围绕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主题，开展文明网站

创建活动，增强网络的社会责任，提高网民的

文明意识，加大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的力度，推

动全社会形成网络文明风尚。查处和清理网上

有害信息，查处违规违法网站，大力净化网络

文化环境。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阵地不断拓展。加

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度，制订 《广东省使

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少年宫项目实

施办法》，做好中央首批支持的５８家乡村学校
少年宫申报资金和建设管理工作，推动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向广东全省拓展。认真抓好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把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咨询中心 （学校）的设立纳入文明城市创建的

范围，推动广东全省各大城市成立未成年人心

理辅导咨询中心。目前珠三角各市基本成立了

未成年人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四、以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和公益文化

工作重点，推动奉献关爱行为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

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广泛。与团省委联合举

办广东省志愿服务文化节暨广东省志愿服务广

交会，创新志愿服务工作载体，推动志愿服务

工作深化拓展。向中央文明办推荐广东省十佳

志愿服务者，开展南粤志愿服务红棉奖评选活

动，发挥先进示范作用。建立志愿服务星级评

级制度，推动志愿服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广

州市巩固亚运志愿服务工作成果，进一步提升

志愿服务水平。深圳市以服务大运会为契机，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广州、东

莞、江门等地举办关爱农民工、空巢老人等志

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

农民工、空巢老人的浓厚氛围。广东省直各职

能单位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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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目前，省文化厅、南方日报等单位成立了

志愿服务队。

公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以南方公益、幸

福广东为主题，成立 “南方公益联盟”、“爱心

点对点公益基金”，开展 “幸福行动”系列公

益文化活动。举办南方公益盛典高峰论坛，评

选年度公益人物、公益组织。配合 “中国旅游

日”活动，开展文明旅游、优质服务宣传活动

和公益惠民活动，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主流媒体成为传播者和组织者。２０１０年以
来，广东省不但发挥主流媒体在传播文明中的

积极作用，而且发挥了媒体的组织作用。深圳

市依托深圳商报承办了关爱行动。广东省文明

办与南方日报联合举办了系列活动。比如联合

创办南方公益联盟，开展南方文化公益活动，

共同举办二沙岛草坪音乐会，与南方都市报共

同举办南都社区院线。南方日报的 “南方公

益”、南方都市报的 “社区互助节”、新快报的

“天天公益”等栏目，积极倡导公益慈善精神，

大量报道好人好事，体现了媒体的责任意识和

社会担当精神。

特色活动

汕头市开展百万学生学礼仪活动

２０１１年，汕头市紧紧抓住中小学生这一重
点人群，以文明礼仪教育为载体，以 “小手拉

大手、文明伴我行”为主题，在全市中小学生

中深入开展文明礼仪学习实践活动。

精心编印教育读本，大力推动文明礼仪进

校园。组织编撰了 《汕头市文明礼仪手册》

（以下简称 《手册》），手册分为 “讲文明话”、

“走文明路”、“做文明事”、“建文明城”四个

篇章，内容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亦庄亦谐。

在金平区、龙湖区选择了１０所中小学校作为先
行试点学校，率先在全市开展 “小手拉大手，

文明伴我行”文明礼仪学习实践活动。向每所

试点学校赠送文明礼仪手册１０００册，各试点学
校纷纷开展了文明礼仪征文、知识竞赛等的学

习教育活动。组织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广泛

宣传，《汕头都市报》开辟专栏对 《手册》进

行了连载，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主题征文活

动。汕头市龙达教育书店还免费加印了１万册
文明礼仪手册赠送支持相关学校开展读书活

动。以文明礼仪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在各地校园

遍地开花，文明礼仪教育大大丰富了校园读书

活动的思想内涵。

精心举办主题征文，大力推动文明礼仪进

家庭。征文活动要求围绕 “小手拉大手、文明

伴我行”的主题，通过学习文明礼仪手册，特

别是根据学生现实生活中如何通过 “小手拉大

手”实现 “文明伴我行”的经历撰写纪实体会

文章。征文活动开展以来，主办单位和报社收

到各中小学校初评推荐的征文作品１０００多篇，
广大中小学生响应热烈。由于征文要求纪实性

文章，学生写作的内容涉及家庭长辈甚至整个

家庭，不少学生父母和长辈也都 “参与”了学

生写作的过程。通过一篇征文，带动了一个学

生甚至一个家庭文明礼仪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提高了广大家庭对文明礼仪学习实践活动的参

与度。汕头都市报特地开辟专栏每周定期刊登

优秀文章，每年征文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组

织专家对学生征文来稿进行评选，经过层层筛

选，评选出１００篇优秀作品，编印成 《汕头市

“文明礼仪百佳作文”选粹》一书，并举办了

颁奖仪式和赠书仪式，市委宣传部、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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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团市委、市文明办联合发文对获奖学生进

行通报表彰。不少学生和家庭都以征文作品入

选该书为荣，征文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生

家长中产生了良好效应。

精心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大力推动文明礼

仪社会化。为营造氛围，扩大影响，举办全市

中学生 “小手拉大手、文明伴我行”学习实践

活动启动仪式，全市中小学校广泛发动中小学

生围绕 “在创建文明城市中，我和家长应该做

什么”等主题开展讨论和实践活动，丰富了学

校德育内容，为广大中小学生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打牢思想基础。同时发动广大中小学生劝导

家长摒弃生活陋习，当好文明市民，共建文明

城市。向全市的学生家长发出 《小手拉大手、

文明伴我行———致广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汕头市实验学校组织学生创作文明礼仪教育标

语、开展 “寻找身边的不文明行为”等活动，

潮阳区实验学校举办 “文明之花处处开”文明

礼仪黑板报评比活动，都在学生和学生家长中

产生了强烈反响。

以 “小手拉大手、文明伴我行”主题活动

为纽带，结合全市创建广东省文明城市的工作

部署，把文明礼仪学习实践活动和全市中小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文明志愿服务集中活

动、社会关爱义务活动等结合起来，广泛发动

全市青少年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开展文明交通

劝导、“文明在车厢”让座劝导、城市 “牛皮

癣”清理等活动，广大中小学生积极踊跃地参

与其中，主动加入了创文的行列，成为汕头创

文的一支生力军。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传承孝德文

化　培育现代文明

２０１１年，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以孝德文
化的发掘和推广为抓手，成功举办第四届孝德

文化节，助推南海区构筑 “关爱、孝德、树

本、至善”核心价值观，争当文化建设先驱。

罗村街道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核

心，挖掘推广孝德文化，着力提高人的素质，

塑造高尚人格。巩固社区文化阵地，改善社区

文化设施。三级联动打造覆盖城乡的 “十分钟

文化圈”，把社区建设成弘扬传播孝德文化的

重要阵地；以活动为载体，广泛倡导孝德之

风。开展年度孝德模范家庭评选、十佳孝德之

星评选、感动罗村 “十大”孝爱人物评选等活

动，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家庭和睦、风正气顺

的社区生活环境；落实推行孝德文化的骨干队

伍。每个社区配有文体专干，建立文体人才

库，成立文化发展理事会，通过大力推广文化

惠民工程、开展广场文化活动、发挥义工带动

作用、实施文化结对共建等举措，繁荣群众文

化，形成了 “周周有活动，天天有节目”的良

好文化氛围。

在开展文化活动过程中，罗村街道着力提

升群众参与度和文化凝聚力。开展了 “孝德模

范好儿媳”、“慈爱家中宝”评选活动，传播好

儿媳、慈长者的真实故事；举办孝德文化论

坛，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开展孝德彩信、

孝德红段子创作大赛，广为传扬孝德精神；组

织 “圆父母的一个梦———孝心大行动”，再现

小城大爱；深入各社区探访空巢老人，组建

“孝心商家大联盟”，倡导敬老之风，关爱之

情；组织 《孝经大讲台》进村 （居）、厂企、

学校，掀起谈孝论道热潮；创作 《孝德之歌》，

传唱孝德文化；征集 “新二十四孝”故事，电

视播放，编印成册，免费派送，编排舞台剧巡

回演出；举办千叟宴，由社会热心人士筹款举

办，倡导尊老敬老良好风尚。

让孝德文化节成为社区民众自己的节日，

全民关注，全民参与，是罗村街道举办活动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罗村街道注重学生的孝德教

育，确定每年１２月为 “孝老爱亲月”，坚持在

学校、家庭、社区开展 “小手拉大手，孝德代

代传”活动，举办中小学生孝德课本剧大赛和

“二十四孝”舞台剧大赛，举办 “儿行千里·

孝行天下”家书评选和十佳外来务工家庭评选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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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村街道通过常态性的实践推广，让孝德

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文

化自觉，真正实现孝感家庭、德化社会。２０１１
年春节前夕，罗村孝德文化建设被中央文明办

选为全国基层文明建设典型代表，中央电视台

进行专题采访，同时作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代表受邀参加２０１１年６月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揭阳市揭东县举办七月七民俗展示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和地方特色

民俗风情，进一步深化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揭阳市揭东县于２０１１年农历七月七日举办
了 “守望精神家园，构建幸福揭东”———七月

七民俗展示活动。当天，参与现场活动的干部

群众达到１万多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潮汕地区的揭阳，年满１５虚岁的孩子在
农历七月初七要举行一种独特的成人礼———

“出花园”，而这一天还有 “乞巧节”、 “七夕

情人节”之称。

一、节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举行出花园仪式。精心挑选了２８个具有代
表性的家庭参加仪式，邀请潮汕资深民俗文化

专家生动介绍 “出花园”习俗，让青少年了解

“出花园”的内容及意义。同时举办 “我成长，

我感恩”签名活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植树活动，以及 “我画出花园”和 “我为出花

园剪影”活动。

举行成人宣誓仪式。由参加 “出花园”的

孩子和２００名青年学生进行庄严的成人宣誓仪
式，开展 《少年中国说》《三字经》《弟子规》

等一系列励志诗词吟唱活动等，让青少年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健康成长的道德力量。

举行民间艺术展示。在活动现场举办潮

绣、珠绣、纺织、裁缝、剪纸、 “挽面”等潮

汕女红现场展示。举办根雕、风筝、泥塑等民

间工艺展示，并邀请民间艺人现场表演工艺制

作，孩子们现场参与活动，为青少年传承潮汕

特色文化艺术，充分展示潮汕人民心灵手巧、

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

二、传统文化展现新的文化魅力

引领本土文化的繁荣发展，增强传统节日

文化的吸引力。通过举办这次活动，展示潮汕

传统文化的内涵特质，吸引了更多的潮汕人和

潮汕朋友，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一起来呵护优秀

传统文化，一起来弘扬和丰富优秀文化，一起

来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

注入传统文化的时代元素，增强潮汕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潮汕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是中

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却又有着别具

一格的地方特色，自成体系。潮汕民俗作为潮

汕文化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有着强烈的民

族性、地域性和群众性，凝聚了潮汕人群力量

和智慧。本次活动，在遵循潮汕传统 “出花

园”习俗上，加入了诸如 “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植树活动、出花园实体体验活动、预约幸

福活动、“我画出花园”和 “我为出花园剪影”

活动等现代元素，大大增强了传统文化的感

染力。

赋予文化强市的题中之意，增强潮汕传统

文化的影响力。举办此次民俗展示活动，是揭

阳市打造 “自强自信、创业创新、和谐开放、

感恩奉献”特色文化，推动文化强市建设的具

体举措。通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进一步弘扬潮汕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潮汕传

统文化精粹，吸引更多的潮汕人，乃至全国各

地的朋友们参与到潮汕文化活动中来，领略传

统文化的魅力，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感

情，不断扩大潮汕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三、注重传承创新是搞好 “我们的节日”

的重要保证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取决于主办单位的精心

谋划，对节日文化的传承创新。主要体现在三

个结合：

与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奠定扎实的群众

基础。为了办好七月七民俗展示活动，揭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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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委找知名文化专家出谋划策，找准潮汕

“出花园”、“乞巧节”与中华传统节日 “七夕

节”的结合点，突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构建幸福家庭、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等主题，

力促活动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确保活动顺利、有效

开展。

与现代媒体相结合，营造浓烈的活动氛

围。２８个家庭参与的活动，能够吸引上万名的
干部群众参观，在于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切实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

吸引力，营造浓烈的节日氛围。在市县主流媒

体发布活动启事，面向海内外潮人公开征集活

动参与家庭。通过专家座谈、群众讨论、公益

宣传等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介绍节日

的相关知识，在主要区域和主要路口悬挂活动

宣传喷画和标语，在活动现场 “万竹园”精心

设计活动场景。利用 《揭阳日报》、揭阳广播

电视台、揭东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和网络、手机

报、手机短信等开展立体宣传报道，营造了浓

厚的舆论氛围和热烈的活动场景。

与现代产业相结合，扩大了传统节日的社

会影响。活动由揭阳市文明办、揭东县文明委

主导，民间各协会和文化专家支持，揭阳市旅

游景区 “万竹园”承办，各有关部门共同参

与，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体现了

“政府主导、民间主办、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模式，深入挖掘了传统节日市场潜力，把弘

扬传统节日丰富内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更

好地结合起来，做强了节日品牌、产生很好的

示范效应，有效增强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借

助 “出花园”、七月七等民俗活动，让年青一

代了解和喜欢上传统节日和地方民俗文化，发

挥 “蝴蝶效应”，让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

探索创新

南方日报公益联盟 “幸福厨房”

２０１１年，南方日报公益联盟以成立南方日
报志愿者服务队为契机，全力推进南方公益落

地行动。“南方公益”活动致力于勉力帮扶弱

势群体，切实解决社会问题。 “幸福厨房”就

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南方公益”以 《山里

孩子想要个 “幸福厨房”》为题报道了清远市

阳山县阳城镇香港幸福小学学生中午在学校吃

不上热饭菜的困境。冷饭菜、玉米糊就是这些

孩子们的午餐。很难想象，在以富庶著称的广

东省，同样存在那么多中午在学校吃不上热饭

菜的孩子。 “我们自己会做饭，我们只是需要

一间厨房。”孩子们的朴素心愿，促成了２０１１
年 ５月 ５日南方公益 “幸福厨房”计划的

诞生。

为了因地制宜地解决边远贫困地区学生午

餐问题， 《南方日报》联合 “南方公益联盟”

企业发起 “幸福厨房”计划。这不同于社会上

一些单位提供的 “免费午餐”，“幸福厨房”计

划致力于帮助广东省范围内的贫困中小学搭建

厨房、改善午餐硬件条件，解决偏远地区学校

学生 “吃午饭难”问题。

２０１１年７月，“幸福厨房”纳入广东 “珠

江公益节”推荐项目之一。８月，“幸福厨房”
获得４００余万元资金及物资对接，“南方公益”
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全省各地调查边远贫困地区

学生午餐状况，并通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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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解读，揭示改善学生营养对于长效扶贫的

深远意义。１０月，广东省首批十间 “幸福厨

房”建成，并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１１月，
“幸福厨房”正式走出广东，走进贵州，开始

向全国范围内输送广东 “幸福力”。

随着 “幸福厨房”计划的不断推广，社会

影响力不断显现。这一计划不仅整合了政府资

源，在珠江公益节上募得４００多万元资金及物
资，还达成与团省委的深入合作，实现了在广

东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 “幸福厨房”。

“幸福厨房”作为 “南方公益联盟”以公

益报道带动公益行动、以公益活动践行公益理

念、以媒体平台聚合社会资源的 “三位一体”

公益发展策略的重要实践，成为媒体发现公益

需求的典型案例，也给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与社

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效参考样本。

汕尾市开展 “双百结对、共建文明”

活动

近年，汕尾市出台了 《汕尾市开展创建生

态文明村活动的实施意见》，市文明委制定了

《汕尾市开展文明单位结对共建生态文明村活

动的实施意见》，在全市开展了 “双百结对、

共建文明” （即１００个文明单位结对共建１００
个生态文明村）活动。

一、科学结对，宣传发动，增强 “双百结

对、共建文明”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抓科学结对。通过文明单位与行政村自由

结对选择，确定了首批２２个市直各级文明单位
与陆河县行政村结对的具体名单。与此同时，

各县 （市、区）通过摸底调查，确定了其余４２
个行政村与文明单位结对名单。

抓思想发动。在陆河县召开了文明单位结

对共建生态文明村启动仪式，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共建目标和共建内容。市级新闻媒体和镇

（街道）、行政村，纷纷利用专栏、专版、宣传

橱窗等途径，向群众宣传结对共建的重要

意义。

抓分层管理。针对此次结对共建工作的实

际情况，汕尾市实行分层管理的工作模式。市

文明办在统筹协调全市结对共建工作的同时，

重点抓好２２个市直文明单位和陆河县２２个村
结对共建工作。各县 （市、区）负责对其余４２
个结对共建单位的协调、指导和督促。通过召

开结对共建工作交流会，加强对文明单位结对

活动的指导和协调。

抓监督考核。结对双方党委 （支部）每年

至少召开两次专题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共建中

存在问题和不足。各文明单位每季度将开展共

建活动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下季度工作安排

等情况以报表的形式报送市文明办，各级文明

办定期召开共建联席会议，通报情况，沟通信

息，分析问题，部署任务。对共建活动中好的做

法和成效以通报的形式印发各单位和村，报送

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文明委领导成员。

二、突出重点，互利共赢，增强 “双百结

对、共建文明”活动的实效性和互动性

经济发展共促，实现强村富民。在共建过

程中，文明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结对

村理清发展思路，制订发展规划。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陆河县水唇镇高丰村在广东电信汕尾

分公司的帮扶下，积极种植青梅、青李、青榄

等水果１８００多亩，年产值达３０多万元；出租
山地１０００多亩种植速生桉树，村每年增加２万
多元经济收入，村民增加务工收入３万多元。
帮助发展优质种养业。河口镇剑门村在陆河县

广播电视大学的帮助下，大力发展青梅种植业

和甲鱼养殖业。

思想道德共教，培育文明乡风。文明单位

与结对村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促进

了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文明单位与结对村一起，通过

举办形势报告会、专题讲座、广播道德评议会

等形式，对农民开展思想道德和形势政策教

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陆河县东坑镇竹园村

在市国税局的帮扶下，投入１８５万元完成了有
线广播村村通工程，使各村村民能通过广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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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了解把握中央、省、市、县的政策、方针及

各种科技种养信息。培养健康文明习惯。文明

单位结合自身的文明创建经验，引导农民增强

健康意识、卫生意识和环保意识。汕尾市国税

局、汕尾海关等文明单位组织员工走村到户，

体验农村生产生活，学习民风淳朴、勤劳节俭

的优良传统，从而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

境界。

文化建设共抓，繁荣文化生活。在结对共

建活动中，文明单位与结对村共同开展文化活

动。文化阵地联建。在陆河县水唇镇高丰村文

化广场建设中，由广东电信汕尾分公司出资１５
万元，带动当地募集资金６０多万元建成村文化
广场；高塘村筹资６００多万元新建高塘小学教
学楼，投资８０多万元完成文化广场第一期工程
建设。文体队伍联抓。由文明单位积极选派本

单位文体骨干至结对村担任文体辅导员。目

前，镇、村一级组建了篮球队、乒乓球队、腰

鼓队等文体队伍１８５支。文化活动联搞。文明
单位有针对性地指导结对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汕尾海关与陆河县螺溪镇螺溪村共同

组建了宣传队，按照 “八荣八耻”的内容编排

节目送到田间地头等。

环境卫生共治，改善村容村貌。文明单

位、行政村着眼于 “四通五改”，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着力改善农民群众的居住环

境，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汕尾市交通局

拨出５０万元专款铺设了新田村委至新丰村汤仔
寨２２公里的水泥路面；河田镇河北村投入３０
多万元使７个自然村八成以上村道安装了路灯；
投入２０多万元完善了河北小学的围墙及校道的
硬底化；投入２０多万元在土地前村铺设了一条
排污管道；征地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投入２６０多万
元的河北加油站基本竣工；投入６万多元，在
下坝村建一条３００米长的学生平安道路；汕尾
市国税局投资２６３００元完善了竹园村安全饮水
改造工程；汕尾市气象局为河口镇营口村再建

成一个垃圾中转站，改善村容村貌。

基层民主共建，推进民主管理。协助推进

村级组织建设。文明单位通过座谈、走访等形

式，沟通思想，了解情况，帮助提高村干部的

业务、政策水平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同

时，还帮助结对村完善村民自治，积极探索村

委直选制度，深化农村基层先进党组织建设。

协助开展党建工作。文明单位发挥党务工作的

优势，为结对村党支部培训骨干，提供教材和

参考资料，面对面地传授党建工作经验。协助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文明单位帮助结对村创建

治安安全村，扎实开展综治工作进村活动。

通过 “双百结对、共建文明”活动，取得

了初步成效：６４个结对单位共投入共建资金近
２６５３８万元，带动６４个村自筹投入生态文明
村建设资金３亿多元，共铺设标准化水泥村道
１０，７００多米，改水、改厕１１万多户，新建篮
球场２２个，生态文化小公园１３个，新增绿化
面积１２５万平方米。开展各类文体、教育、培
训活动１１００多场次，赠送各类图书２５万册，
帮助建造村级文化活动中心 （室）６７个共１２
万平方米，修筑道路 １３万平方米，修建桥梁
１５座，帮助发展经济项目１５个。村庄的道路
硬化、净化、绿化、美化、亮化水平大幅提

升。各文明单位共筹集资金７万元为共建村开
通了 “村村响”工程。到２０１１年年底，汕尾
市共命名了３８个市级生态文明村，１０６个县级
生态文明村。生态文明村建成率 １５％，国家
级、省级和市级文明单位结对率１００％。

肇庆市开展 “暖流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１年春节前，肇庆市委、市政府响应省
文明办的号召，组织开展 “暖流行动”志愿服

务活动，为途经肇庆的摩托车大军提供便捷温

馨服务，确保春运期间骑摩托车途经肇庆的外

来务工人员平安畅顺往返，使 “寒流”变 “暖

流”，深受广大返乡外来务工人员和国内媒体

的好评。

一、精心策划，创新社会服务

将志愿服务引入到社会管理，按照加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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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开展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思路，制订实施方

案，从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出发，细化便民措

施，全力开展志愿服务，形成肇庆市志愿服务

工作品牌。发出倡议书，倡议发动社会力量、

党政干部利用节假日积极参与，为外来务工人

员进行志愿服务。为了抓好有关工作的落实，

市四套班子的领导四次身穿志愿者服到封开、

鼎湖、四会等服务点指导工作，参与志愿服

务。全市形成了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市县

（市、区）两级交警、公路、交通、团委、妇

联、医疗卫生等部门协调联动，有关企业、志

愿者团体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以人为本，志愿服务暖人心扉

为了体现 “爱心无界限，路过也温馨”的

人文关怀，肇庆市在３２１国道、３２４国道沿线
设立了２３个服务点，各服务点均组织志愿者
２４小时免费为过往骑乘摩托车返乡的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贴心服务。

提供多种生活服务。在各服务站点内设置

了流动厕所，免费为摩托大军提供热姜粥、热

开水、方便面、春联、取暖、烘干衣裤等服

务。据了解，仅是在封开长岗服务点，煮热姜

粥１９０多锅，烧坏３个热水锅，用坏取暖炉２０
多个。此外，医疗部门、中国移动肇庆分公

司、广州五羊本田摩托车肇庆销售公司、广州

钻石车胎公司、星湖生物制药公司等单位也进

驻在服务点内，免费为外来工提供简便的医疗

救治、长途电话、摩托车检测、换车胎、换机

油、赠送保暖手套、护膝、防水脚套等服务，

投入的资金达９０多万元。
提供安全疏导服务。交警部门制作了大量

印有 “危险路段、减速行驶”、“摩托车限速６０
公里”、“前面路口、注意行人”、“随意停车危

险！”等内容的警示标牌，在多个路段的弯道、

下坡、路口摆放。在雨雾天气或是道路通行条

件较差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车流高峰时段的上

午９—１１点、下午３—４点，交警部门安排了多
辆警车，一面用ＬＥＤ显示屏、广播设施播放交
通安全知识，以勤关怀密提醒的方式提高驾驶

员的安全意识，一面为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引导

开路，护送过境。

提供免过路 （桥）费服务。为减轻返乡外

来务工人员回乡回城成本，确保过境摩托车快

捷通过，道路保持畅顺，国道的４个路 （桥）

收费站对外来务工人员铁骑全部实行免费通行

措施。

据了解，２０１１年从实施 “暖流行动”的１
月１９—３１日，交警部门印制宣传横幅 ２５０条、
宣传单张１５万份，抽调巡警、派出所、治安、
户政民警协同上路疏导交通共３００多人次，每
天出动警力８００多人次。工会、团委、妇联等
部门和志愿者联合会组织的志愿者９００多名。
整个春运期间，参与行动的志愿者和警力达

３４万多人 （次），受服务的外来务工人员约

３０多万人，免收过路 （桥）费１００多万元。
三、“暖流行动”助推 “幸福肇庆”建设

“暖流行动”为过境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人性化志愿服务，创新了社会管理和服务方

式，温暖了千万过境的外来务工人员，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推动了平安春运工作，确保了道路交通的

安全。开展 “暖流行动”的实践证明，肇庆市

县 （市、区）两级多个部门联合在过境国道上

设立多个服务点，让骑摩托车返乡的外来务工

人员恰当休息，并提供名种服务，这种社会管

理方式人性化，效果好。整个春运期间，肇庆

境内的公路上，基本无发生重大外来务工人员

驾驶摩托车过境交通事故，实现了 “和谐春

运、平安春运”的目的。

弘扬了志愿服务精神，推动了志愿服务事

业。在 “暖流行动”中，外来务工人员 “铁

骑”一进入服务点，志愿者主动端上热茶姜

汤，上前嘘寒问暖或为外来务工人员端上暖炉

烘干衣服，送上保暖护套。看到摩托车坏了，

志愿者马上为他们免费维修，轮胎坏了马上为

他们免费换上。志愿者还引导他们来到免费长

途电话服务点，让他们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据

统计，在 “暖流行动”中，有困难而受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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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修车等各种帮助的外来务工人员达２０００多
名。志愿者们通过一杯执茶，一碗热姜粥，一

个暖炉，几句叮咛一路平安的祝福，以点滴而

又温情的服务，既深深感动了过境的外来务工

人员，也深深感动了广大群众。２０１２年发布的
“暖流行动”志愿者招募信息得到了越来越多

热心人士的响应，通过网络报名志愿服务的达

３０００多人。
彰显了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树立了 “幸

福肇庆”新形象。春运期间，在天寒地冻，警

力不足等困难面前，通过开展 “暖流行动”志

愿服务，多部门协调联动，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突破了单一部门单一管理方式的格局，共

同构筑了 “和谐春运、平安春运”的社会环

境，展示了政府执政为民的能力，彰显了新时

代肇庆人的良好形象，受到了中外媒体和网民

的广泛好评。据了解，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上
午，正式拉开 “暖流行动”序幕之日起，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工人日

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中华全国总工会

网、凤凰卫视、广东电视台、广东电台、南方

日报、南方工报、羊城晚报、南方电视台、广

州日报等３０多家媒体和相关网站都以各种手法
报道了肇庆 “暖流行动”的情况，报道和网民

留言好评如潮。

（广东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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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广西精神文明建设以邓小平理论
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及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

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条主线，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

本，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努力营造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广西 “十二五”时

期发展的良好开局和 “富民强桂”新跨越宏伟

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 “和谐建设在基层”活动全面推

进，成效显著

不断总结深入开展 “和谐建设在基层”活

动的做法和经验，培育和打造一批 “九大和谐

建设”的先进典型，命名表彰了第一批自治区

“和谐单位、和谐乡镇、和谐村屯、和谐街道、

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和谐学校、和谐企业、

和谐邻里” （其中和谐单位１０５个、和谐乡镇
９８个、和谐村屯９９个、和谐街道９７条、和谐
社区９９个、和谐家庭９５户、和谐学校９６所、

和谐企业１００个、和谐邻里９５个）。策划并组
织自治区主要媒体，集中连续宣传报道和谐建

设的先进典型，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

“和谐建设在基层”活动的全面开展。举办全

区 “和谐建设在基层”主题山歌会，汇报和传

唱当地开展和谐建设在基层活动的经验和先进

事迹，活动覆盖全区市、县基层。各县、市层

层组织竞赛、选拔，各地结合庆祝建党 ９０周
年，传唱 “山歌颂党恩、山歌唱好人、山歌传

礼仪”等，产生良好的效果。６月在内蒙古召
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上，来宾市委代表广西作大会发言，广西 《广

泛深入开展 “和谐乡村”创建活动，不断提升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材料入选书面交流

印发会议代表。

二、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学习、

崇尚道德模范蔚然成风

围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自治区文明办印发 《关于在全区组织做好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布置

和组织道德模范候选人的评选推荐工作，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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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１００万张选票，组织全区群众开展投票活动。
广西向全国道德模范组委会推荐１０名候选人，
李建珍同志被评为全国孝老爱亲模范，韦寿增

等９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为配合评选
表彰活动，协助中央文明办在广西南宁、柳州

等地举办了３场全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演出

活动。组织广西 “道德模范故事汇”节目创

编，开展广西 “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

动。巡演活动历时一个半月，共演出４１场，遍
及全区１４个市、近３０个县 （市、区）以及区

直６个行业系统部门，直接观众达５万多人。
自治区及各市、县和行业系统的电视、网络、

广播、报纸等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演出活动，推

动了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进军营，

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崇尚、争当道德模范的浓

厚氛围。协调自治区和中央媒体，对第三批全

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中央电视

台新闻中心对敬老爱亲道德模范李建珍作了专

题采访，并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继续深入

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广西

全年向中央文明办推荐身边好人５８名，其中李
凤英等１２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三、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的创建活动深入开展、不断规范、成效

喜人

认真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的评选推荐工作。下发了 《关于

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等推荐工作的通知》，组织对南宁、柳州、

桂林、梧州、凭祥等市的测评，对全区各市、

各部门推荐的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开展审

核和评选推荐，对原有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开展复查。南宁市获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柳州、桂林、梧州市获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资格，２８个村镇和４８个单位，获全国
文明村镇和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总量比上

一届增加１９个）；２０个村镇和３６个单位在复

查中合格，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四、 “讲文明树新风”和志愿服务活

动扎实推进，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围绕建党９０周年和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深入开展了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元旦春

节期间在全区组织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主

题志愿服务活动，实施 “文化惠民———优秀春

联征集评选暨免费书写赠送春联”活动，组织

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深入县和乡村，为基层群

众免费书写赠送春联。组织开展 “爱国歌曲大

家唱”活动。结合开展 “文明行动计划”活动，

通过实施安全文明交通宣传教育八大系列活动，

提升了全体公民的交通文明意识和素质。协助

中央文明办分别在南宁、柳州、桂林举行了三场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开展１０万
大学生党团员创先争优寒假社会服务活动，广

西１０万名大学生分赴全区１２０多个乡镇开展慰
问基层党员，采访创先争优先进典型，举办文艺

演出和政策宣讲，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等活

动。开展党员同志创先争优志愿服务行动，组织

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党员便民服务点，确定党

员结对帮扶对象。建立健全社区志愿者组织，搭

建志愿服务平台，会同民政、工会、妇联、残

联、老龄办、关工委等部门以社区志愿服务为重

点，着力开展对鳏寡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

留守儿童、农民工及其子女和困难群体的志愿

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为第八届中国 －东盟博
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提供服务。
组织志愿者在春节期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

重阳节期间开展敬老孝老活动。广西向中央文

明办推荐优秀志愿者，白萍等 ４名同志荣获
“２０１１年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

五、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化拓展，

载体丰富，成效显著

广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庆祝建党９０周
年为契机，组织开展了 “童心向党———做一个

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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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人”主题征文比赛、 “童心向党———

广西优秀童谣儿歌推广传唱校园行”、“童心向

党———广西第四届 ‘八桂画童’美术书法摄影

大赛”等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广西第七个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宣传日”和 “快乐暑

期大行动”开展主题晚会、经典诵读、童谣专

场汇演、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大力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进青少年。组织开展 “向

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

活动。全区共有 ３００多万中小学生参与活动，
发表感言近百万条。召开全区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主题实践活动总结会，推动活动的深入

开展。扎实开展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评选推荐

活动，经各市申报推荐和自治区文明委审定，

广西申报推荐桂林市为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推荐柳州市委文明

办等６个单位为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推荐邱桂丽等３名同志为
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

作者。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强力推进，十部

门联合开展了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取得了突出成效。查处了一批黑网吧，收缴了

一批盗版非法出版物，网络、网吧和荧屏声频

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深入推进创新工作的开

展，召开了广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

新座谈会，表彰奖励了获全区第四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优秀创新案例及优秀组织

奖，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经验交流。举办广西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学校、家庭、社区、网

络”立体化实验区 （南宁市西乡塘区）阶段性

成果展示会，召开了专家专题讲座和创建经验

交流会，启动第二期建设工作。加强未成年人

课外活动场所建设，广西获得的６８个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正式

启动，各项目学校的活动场所修缮、配置活动

器材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同时，结合自治区

城乡风貌改造三期工程，对全区３５个名镇名村
共投入资金１０５万元创建乡村学校少年宫，配

备了活动设备、器材及图书音像资料。继续发

挥近年来开展的 “少年科学工作室”和农村未

成年人校外活动中心、乡村未成年人校外活动

乐园的品牌效应。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开展了全区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调查，成立了广西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家委员会，特聘

１１位专家，制订全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规划。梧州、防城港、河池、北海、钦州等

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陆续挂牌成

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培训辅导活动广

泛开展。

六、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红红火

火，影响日益扩大

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各地组织未成年人

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教育活动达１３万多
场次，参与人数达到８００多万人。清明节期间，
广泛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清明”活动。会

同区直有关单位及桂林市文明委在桂林兴安县

联合主办广西 “我们的节日·清明———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优良传统”主题活动，１５００多名
干部群众、学生汇聚于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烈士纪念碑园广场悼念革命先烈。广西各地

有近一千万青少年参加了 “我们的节日·清明”

主题活动。中秋节期间，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

日·中秋”网上活动和 “中秋佳节送温暖”走

访慰问道德模范、留守儿童等主题活动。

七、各项 “德政工程”进展顺利，深

得好评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进展顺利。按

中央文明办的要求，把６０００台电脑发放到经济
基础较差、条件相对艰苦地区的中小学校、社

区、乡镇文化站。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有序

推进。共资助１２５名贫困大学生和１００名 “宏

志班”高中生。办好广西文明网和广西青少年

网，充分地发挥了广西精神文明和青少年专属

网站的导向作用，制作了系列文明主题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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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专题，受到了广大网民和中小学生、家

长、老师的欢迎和充分肯定，有效地引导了广

大网民和中小学生文明上网、健康上网。

特色活动

梧州市开展 “我为城市建设出份力”

系列志愿活动打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

品牌

在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梧州市

以 “我为城市建设出份力”系列志愿活动为载

体，着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优化城市发展环

境，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紧紧围绕 “建设区域性枢纽城市、西江黄

金水道中心城市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目

标，以志愿者劝导服务为主，相关职能部门集

中整治相结合，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志愿精神，充分发挥志愿者引领社会风气

的作用，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共同为城市建设出力，打造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活动品牌，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扎实开展。采取公开招募和自愿报名的方

式积极组织招募志愿者，将志愿者队伍构成由

２０１０年较为单一的青年志愿者，延伸到社会各
个年龄段、各个层面、各个行业，提供服务的

志愿者人数也由２０１０年活动开展时的 ５００多
人，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００多人。按照谁招募
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志愿者的管理和培训，

定期开展志愿活动，服务文明城市创建。

建立完善三项制度，统筹推进志愿活动。

建立完善部门联动协调制度。围绕实现工作目

标，成立活动协调组、文明城市志愿宣传组、

文明交通志愿劝导组、市场秩序志愿维护组、

市容环境卫生志愿巡查组，明确各组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工作职责。市文明办协调、指导、

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活动，每周组织相关部门

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收集汇总活动情况，协调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工作责任。各职能部门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活动中发现的问题立即

作出反应，快速落实整改，及时解决存在问

题，实现志愿者、职能部门等各类资源的有效

整合与利用。建立完善志愿者培训、保障、考

核、激励制度。一是建立志愿者服务培训机

制，邀请专业老师和市直机关部门工作人员对

招募的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熟悉各项工作流

程，做到帮忙不添乱。二是建立志愿者保障机

制，为志愿者购买人身保险，提供志愿服务必

要的物品，保障志愿者正常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三是建立志愿者考核机制，制定了 《志愿

者服务工作测评细则》，对志愿者服务提出具

体工作要求和工作纪律，由市志愿者协会对其

进行综合评定，加强对志愿者的管理。四是建

立志愿者激励机制，把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

结合，根据志愿者服务的时间进行积分，积分

分为５个档次，按积分档次兑换奖品的途径对
志愿者工作进行激励，同时授予 “优秀志愿

者”、“优秀青年文明岗”等荣誉称号。建立完

善志愿活动常态化制度。各职能部门扩大、延

伸为期一个月的 “我为城市建设出份力”系列

志愿活动为全年活动，做好全年活动规划，充

分利用每周节假日的时间组织志愿者和职能部

门开展一次文明城市志愿宣传、文明交通志愿

劝导、市场秩序志愿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志愿

巡查等志愿活动，扩大志愿活动参与率。

组织实施五大活动，创新推进志愿活动。

一是开展文明城市志愿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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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媒体的作用，通过电视报道、新闻广播、网

络宣传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营造

舆论氛围。活动期间，各类新闻媒体共刊发稿

件２３０余篇。梧州零距离网站骑楼论坛开设了
“我为创城献计策”金点子征集帖，点击量超

过１２万多人次。组织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
在街道、社区、车站等场所发放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宣传资料，提高创城知晓率。二是开展文

明交通志愿劝导活动。在全市１２个交通要道红
绿灯路口安排志愿者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针对市民在出行当中乱闯红灯、乱穿马路、逆

道行驶车辆、不文明乘车等行为进行劝导，引

导广大市民文明出行。开展 ２０１１年 “梧州市

职工文明交通行动”活动，倡导干部职工拒绝

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提高干

部职工安全出行意识。采取高峰期定点执勤和

平峰时段流动巡查相结合等方式，加大交通秩

序整治力度。三是开展市场秩序志愿维护活

动。组织各有关责任单位、志愿者对９个农贸
市场及周边环境进行巡查，针对志愿巡查发现

的问题，市商务、工商、市政等部门组织执法

人员开展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整治占道经营、乱摆卖的行为。相关职能

部门与经营户签订 “文明经营承诺书”，对占

道经营行为进行教育、劝导，对无证摆卖、流

动摊档以及跨门槛经营的业主发出限期整改通

知书１２０余份，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对市场周围的路段进行画线规范管理，严禁超

线占用道路摆卖经营影响交通。四是开展市容

环境卫生志愿巡查活动。市政局制订了 《“我

为城市建设出份力”系列志愿活动市容市貌整

治实施方案》、《青年志愿者、城建执法队员以

及环卫工作人员值班表》，组织单位职工和志

愿者２５７０多人次，劝导流动摊档 ４１９０多起，
纠正跨门槛占道经营４７０多起，纠正处罚占道
经营２３０多人次，清理 “牛皮癣”小广告４５０
多处，整治乱堆乱放１３０多处，清理垃圾１２处
共计１０多吨。针对无物业管理小区和市场周边
脏乱差情况比较严重的问题，组织干部职工、

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消防官兵对龙骨

冲社区周边、新兴市场周边和唐人街附近的垃

圾、杂草和 “牛皮癣”进行了清理，共同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下发了 《关于严格遵守建

筑垃圾管理规定的通知》，组织志愿者按照分

路段岗位管理负责制对市区范围内沿街工地进

行巡查，督促市城监支队加强监管，对违反规

定的单位及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

罚。五是开展 “万名义工进社区共创全国文明

城”活动。组织蝶山区四家班子领导带头深入

社区居民家中对市民进行文明宣教，重点劝导

老旧小区的居民改变在楼道堆放杂物、垃圾的

习惯。各街道广泛发挥爱心义工的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社区工作者、低保户、群众文艺队

伍、普通居民等６００多人参与到文明市民的宣
教活动中来。以 “三位一体”党建联合体和市

民学校为载体，区直机关各部门分赴２６个挂点
社区，为社区居民上一堂文明培训课，向居民

群众宣传文明礼仪、文明公约等，并邀请社区

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热心居民等开展座谈

讨论，为创建文明城献计献策，搜集 “如何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出力”的意见和建议。目

前，已举办文明小讲堂３０多堂，收集意见建议
６０多条。

钦州市青少年坭兴陶大赛成效显著

为了探索新时期青少年科普工作，进一步

弘扬和传承钦州坭兴文化，增强广大青少年对

钦州坭兴传统工艺的了解，增强他们保护、继

承和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钦州市

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连续举办 ４届钦州市 “古安

杯”青少年坭兴陶艺创作比赛，并建立了青少

年坭兴陶艺工作室。历届比赛成效显著，产生

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学校师生、家

长的称赞。

比赛主要在钦州城区中小学举办。第一阶

段：进行组织发动，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各学

校组织宣传发动。第二阶段：图纸遴选。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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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本校的学生围绕主题的青少年坭兴创

作大赛，进行图纸设计并评比遴选，选出各学

校参赛的作品。每个学校按年级分别选出的三

件作品参赛。第三阶段：坭兴制作练习。由图

纸入选的学生在陶艺师的指导下进行陶艺制作

练习。第四阶段正式比赛。由陶艺专家等组成

的评委对学生的陶艺作品进行评比并对获奖作

品进行点评和颁奖。现场泥兴陶艺创作：设定

时间、评选标准等，由组委会提供材料，供选

手创作。最后由钦州坭兴界的权威专家组成的

评委评选出优秀作品。

主要特点：一是比赛的规格高。这项比赛

是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内容的一个项目，

也是列入全国科技活动周钦州活动内容的一个

重点项目。二是主题明确。每届比赛，都结合

当时的重大事件，确定相应主题。２００８年的首
届比赛，奥运期间，确定比赛的主题是 “奥运

畅想－钦州市坭兴陶艺创作比赛”。通过参赛、
比赛，使同学们认识奥运、了解奥运、支持奥

运，激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培养爱国情怀。

２００９年的第二届比赛，结合广西北部湾开发开
放处于风生水起新时期，确定以 “建设绿色、

生态、环保、和谐的家园”为活动主题，以培

养青少年热爱家乡的情怀，从小就把 “建设绿

色、生态、环保、和谐的家园”的理念深深扎

根在脑子里。２０１０年是上海举办世博会，大赛

确定 “携手世博———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２０１１年区运会，大赛以 “区运有我更精彩———

迎第十二届区运会”为主题。三是富有地方特

色。钦州市的坭兴陶历史悠久，早在１３００多年
前就有历史记载。通过举行青少年坭兴陶艺大

赛，把青少年科普教育和钦州坭兴陶创作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让青春与活力注入文化历史底

蕴，让坭兴陶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从而为钦州

坭兴陶产业注入生机活力。四是影响面大。四

届坭兴陶艺创作比赛近１１万学生参与，入围参
赛人数９７７人。

成效显著：一是能力得到锻炼。在参赛的

过程中，同学们开动脑筋，结合主题，结合钦

州坭兴陶历史，结合钦州大开发大建设时代背

景，深入思考，进行设计、创作，对参赛的同

学们是很好的实践锻炼。二是情操得到熏陶。

比赛把科普教育和文化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提高。三是兴趣得到培

养。通过比赛，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钦州坭兴

历史文化，认识钦州坭兴制作工艺，激发对钦

州坭兴的兴趣。为这一具有１３００多年历史的传
统工艺培养了传承人，为钦州坭兴薪火相传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四是坭兴陶艺创作比赛共评

出了一等奖 ４２名，二等奖 １０７名，三等奖
３０３名。

探索创新

来宾市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促进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

提出，促进文化实力新提升，建设民族文化强

区，加快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来宾市实施 “三求”文化惠农工程，推进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在全市每一个行政村

集中建一个文艺舞台、一个灯光篮球场、一个

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同时，各行政村分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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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支农民文艺队、一支农民篮球队。截至

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市７２４个行政村已完成７５０个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楼建设，建成文艺舞台

８４１个、灯光篮球场９３９个、乒乓球场１１５个，
组建农民文艺队９４１支、农民篮球队１２４５支。
城乡文化更加活跃， “三求”文化惠农工程更

加深入人心，进一步促进了乡风文明和谐。

广西唯一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城市。２０１１年１月，国家文化部、财
政部组织开展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来宾市实施的 “三求”文化惠农工程取得

显著成效，为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奠定了良好基础。３月上旬，自治区政府把
来宾作为广西唯一的一个市向国家文化部、财

政部申报。２０１１年６月，经过国家文化部、财
政部组织的专家评审会评审，来宾被列为首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全国２８个）
创建城市之一。目前，创建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 《来宾市文化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

将创建工作列为 “十二五”期间文化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来实施。市政府把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

立了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挂帅的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并将创建工作列为各级各部门年度绩

效考核内容来加以推进。２０１１年８月，下发实
施 《来宾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规划》，草拟了 《来宾市市级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草

案）、《来宾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责任状》（草案）、《来宾市乡镇综合文化站

管理办法》（草案）等相关配套规定，由市委、

市政府印发实施。随着创建工作的开展，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突飞猛进。市级文化 “三馆”（图书馆、

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已经落实了建设用地，

完成了规划设计，并已列入国家２０１２年建设项
目。由李宁资助的青少年德育培训中心已经开

工建设。武宣县革命博物馆、象州县民族博物

馆、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等一批场馆相继建

成，合山市文化中心、武宣县文体中心、金秀

瑶族博物馆新馆等一批场馆正在规划建设中。

与此同时，群众性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从２００９
年开始该市举办农村文艺大展演，以 “农家展

风采，城乡共和谐”为主题，以 “天天演、周

周训、月月比、季季评、年年奖”为主要目标

和要求，每天在市区都有一支农民文艺队展

演。自展演活动启动以来，广大农民群众踊跃

参与，各乡村自发组织的文艺队参与热情高

涨，已经形成了 “抢进城、抢登台、抢扛旗”

的喜人局面。自治区领导以及各界嘉宾多次现

场观看来宾市区 “天天演”，目前来宾 “天天

演”已经成为全区农村文艺活动的一根标杆，

２０１０年，自治区文化厅将该市列为广西实施的
“千团万场”“和谐文化在基层”文化活动的试

点市。大展演活动推动了来宾市农村文化活动

的蓬勃开展，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实现了城乡互动，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

依托民族 文化产业取得突破性发展。为使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来宾市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培育和繁荣文化市场，确立了文

化产业发展 “一城二园六区”格局。其中 “二

园”包括来宾市凤凰文化产业园和金龟岛民族

风情文化博览园两个项目，计划建设的凤凰文

化产业园项目计划用地约８６２２亩，总投资４０
亿元人民币，计划在园区内建设一个集创作、

开发、应用、生产、动漫技术扩散和动漫交流

交易等诸功能于一体的动漫产业基地。２０１０年
９月，来宾市与投资方北京都城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了 《来宾市凤凰文化园开发建设框架

协议书》，都城公司已将８００万元诚信金拨到
来宾市财政专户。市政府就签订正式合同与该

公司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就大的原则问题达

成了共识。金龟岛民族风情文化博览园占地约

５３００亩，总投资５２亿元，拟打造两个民族文
化园：瑶族文化博览园和壮族文化博览园。建

筑要求体现瑶族、壮族的历史人文和建筑风

格，充分展现民俗风情服饰、饮食、医疗保健

等。建设瑶医瑶药保健馆、系列小型特色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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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文化展馆、民族风情表演广场等。该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集民族风情展示、演艺、

旅游、休闲体育、娱乐、保健、商住为一体的

大型文化博览园。在自治区文化厅的支持下，

该项目已列为自治区文化产业重大项目。该项

目已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８日开工建设。近几年来，
来宾市组织创作小品 《特等贵宾》、舞蹈 《啦

哩哩咧》、蜂鼓说唱 《李宁还乡》、彩调快板

《逛新村》等文艺作品共 ８０多部。策划承办
“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暨广西来宾金秀圣堂

旅游节”开幕式大型瑶族乐舞诗 《瑶山之路》、

天下来宾·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晚会

等大型文艺演出２０多场次。抓好每年全市文艺
汇演 （调演），推进文艺创作，调动基层文艺

工作者的积极性，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２０１０
年，该市选派的彩调快板 《逛新村》到北京参

加中国首届农民艺术节乡村艺术汇演荣获最高

奖——— “精粹奖”；２０１１年９月，该市选送的
三人舞 《秋醉》获第六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舞

蹈表演最高奖一等奖。

文化品牌崛起，来宾文化魅力彰显。该市

根据现有的文化形态，提出充分挖掘地方文化

资源，打造红水河文化品牌、瑶族文化品牌、

麒麟山人文化品牌、土司文化品牌、盘古文化

品牌战略，以此加快文化来宾的建设。红水河

文化品牌初步树立。２０１０年９月，该市成功举
办首届天下来宾·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节，邀

请红水河全流域的３７个市、县来参加，规模空
前，收到了缔结友谊、广交朋友、扩大影响的

效果。２０１１年９月，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红水
河文化艺术节，进一步扩大这一品牌的影响

力。瑶族文化品牌成功打响。２０１０年，在该市
金秀县成功举办首届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暨

广西来宾金秀圣堂旅游节，已完成 《瑶族原创

歌曲集》光碟的制作；《瑶族文化探骊》文集

已经出版；金秀县坳瑶生态博物馆已建成开

展；目前正积极策划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麒麟山人文化品牌打造开局良好。已经完

成麒麟山壮族文化园的整体规划。目前，壮族

始祖麒麟山人文化相关文史材料正在收集整

理，麒麟山人遗址等相关设施正在修整。几年

来，每年清明节都成功举行麒麟山祭祀壮族始

祖活动，进一步巩固了该市作为壮族始祖发祥

地的地位。土司文化研究正向纵深推进。２００９
年，在该市忻城县成功举办了全国土司文化研

讨会，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桂林成功举办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

讨会。目前正在组织相关人员对土司文化进行

深入发掘整理。进一步加大土司文化保护力

度，壮族土司建筑艺术已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土司文化探究》已正式出

版。盘古文化发掘和研究进展顺利。 《盘古》

专题片已经顺利完成制作。总投资近２００万元
的兴宾区甘东盘古庙修建工程已２０１１年竣工。
对外文化交流水平明显提升。采取 “引进来”、

“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市民族歌舞剧团和市

群众艺术馆排练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目到区外演

出，宣传展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收到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共演
出２万多场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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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海南精神文明创建围绕国际旅游
岛建设，贯彻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

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开展公民道德建设

一是深化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

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为契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重温入党誓词，重读经典，重访革命前辈，重

走红军道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省情教

育、形势政策教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

教育，进一步弘扬新时期海南精神。开展 “颂

党倡廉”文艺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

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加

大公益广告在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媒

体的发布力度，发挥其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点亮

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二是推荐评选第

三届全国、全省道德模范。４月上旬，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联合启动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各地各部

门高度重视，深入发动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推荐活动，经层层选拔和严格把关，共

向省活动组委会推荐人选 １８９名。４月下旬，
省道德模范评选委员会投票选出第三届全省道

德模范４９人 （其中１人获全国道德模范，９人
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省内主流媒体对他

们的事迹进行了报道。１０月２８日，在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举行颁奖典礼，隆重表彰４９名全省
道德模范。三是开展 “道德模范故事汇”和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以道德模

范为原型，将他们的事迹搬上舞台，热情讴歌

道德模范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高尚品德。５月３０日，在
海口市举行了 “道德模范故事汇”首场演出。

向全省发出 《关于积极参加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网上投票的倡议》，通过报纸、

电台、网络、手机短信、电视移动字幕等载

体，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投票。从３月起，省内
主流媒体开辟 《道德建设》 《寻找海南最美人

物》等专栏，在全省掀起了发现身边好人、推

举身边好人、比做身边好人的热潮。四是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春节期间，联

合南海网、海南在线、海口网等省内主要新闻

网站组织 “我们的节日·春节”网上活动，开

设 “网上大拜年”专页，制作形式多样的新年

贺电、微博祝福、节日贴士、网上拜年、摄影

大赛等栏目，供网民选用发送。清明节期间，

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组织广大未成年人

进行网上祭拜、献花、留言，表达心声，缅怀

革命英辈，临高、澄迈等市县还开展了诗文朗

诵会，组织广大未成年人诵读中华经典，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端午节期间，

４１５



海南省

各地秉承文化办节理念，将民俗与文化活动有

机结合，增加大众化趣味和群众广泛参与性，

让群众在参与中享受节日的乐趣。

二、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一是广泛开展 “海南文明大行动”。１０月
３１日，省委、省政府召开 “海南文明大行动”

动员大会，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会上作重要讲

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蒋定之作工作部署。

按照 “舆论先行、全民参与、依法治理、整体

推进”的思路，积极开展文明礼仪、文明环

境、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经营五大创建

活动，重点解决大声喧哗、禁烟场所吸烟、乱

吐乱扔、损害公物、乱闯乱行、乱停乱放、攀

花折枝、占道经营等八大不文明现象。两个月

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省文明委各成

员单位和各地文明办认真制订 《工作方案》，

狠抓工作落实，对严重影响海南形象问题进行

集中整治，取得了初步成效，得到中央文明办

领导充分肯定。二是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有了新

进展。海口、三亚两市针对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组的反馈意见，层层召开创建动员会，进一步

明确职能分工，对薄弱环节进行集中整改。海

口市根据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开发了一

套软件，对创建及测评进行数字化管理，推动

创建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三亚市开

展评选 “十大不文明行为”活动，在市民中引

起强烈反响。

三、开展社会志愿服务活动

春节期间，各地广泛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

年”志愿服务活动。３月初，围绕 “中国青年

志愿者服务日”暨 “学雷锋”纪念日，以 “做

文明有礼的海南人，从志愿者做起”为主题，

以维护公共环境秩序、绿色环保、景区共建、

关爱未成年人、关爱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等内

容为重点，组织志愿服务行动。认真落实中央

文明办等八部门通知精神，重点在海口、三亚

市开展以依法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农民

工文化权益、保障农民工身心健康、关爱农民

工子女、提升农民工文明素质、建农民工学校

等为内容的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６月初，
海口、三亚分别在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广场和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举行了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海口

综合保税区、海南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等一批

爱心企业现场为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基金”

捐款２００万元，建成 “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

务基地”９０家，建立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
队２００支，１７８８８名志愿者与 １６０所农民工子
女比较集中的学校２６６８６人结对帮扶。在 “海

南文明大行动”中，近５０万名志愿者活跃在
全省各地、各条战线，通过文明礼仪巡讲、文

明劝导等形式参与文明大行动志愿服务。

四、评选表彰文明单位，推进文明创

建活动

开展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度海南省文明生态示范
村、文明生态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

风景旅游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评选活

动，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对海口市永兴镇美孝

村等９８个村庄，海口市龙桥镇等２５个镇，海
口市委办公厅等２３０个单位，海口市海秀街道
办海港社区等２４个居委会，海口市雷琼海口火
山群世界地质公园等１２个风景旅游区，吴乾贵
等１２１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予以通报表
彰。组织开展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的申报推荐和第二批全国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复查工作。１２月２０日，中央文
明委召开表彰大会，我省１２个村镇、３３个单
位榜上有名；同时，海口、三亚两市获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资格，第二批全国文明村镇８个、
文明单位２４个继续保留荣誉称号。

五、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中央通知精神，起草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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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目

标、任务，领导机制、工作机制和投入机制更

加完善。整体推进文明生态村建设，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共投入资金５００２亿元，其中省财
政投入１２００万元 （含省委宣传部投入文化事

业建设费６００万元），市县、乡镇投入３１２９３
亿元，群众自筹和社会集资１７５２７亿元。２０１１
年共创建文明生态村１２６１个，其中新建文明生
态村６３３个 （完成计划数的１０５５０％），巩固
提高文明生态村 ６２８个 （完成计划数的

１０４６７％），全省累计完成文明生态村建设
１２２３０个，占自然村总数２３３１０个的５２４７％。
创建农家乐村庄累计 ２０４个。抓好阵地建设，
新建农村文化室８０间、农家书屋１０８５间，农
家书屋覆盖到８７％的行政村。推广屯昌县 “村

村有个合唱团”经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

强公墓建设，推进殡葬改革，转变群众殡葬观

念。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加大农村环境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把农村环卫人员基本工

资纳入财政预算。

六、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贯彻落实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视讯会议精神，印发我省落实方案。组织开展

网吧专项整治活动，共开展４次 “黑网吧”集

中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４０００人次，排查可
疑经营户 ９４３３户次，取缔 “黑网吧”７７户、
非法电子游戏室１５家，“黑网吧”向城乡结合
部和农村地区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加强

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清理校园周边证照不全的

餐饮店２０７０家，取缔无证无照经营流动摊点
８６３个。举办 “党在我心中，永远跟党走”为

主题的青少年电视读书节活动，引导广大青少

年 “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组织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吸引３０多万中小学生
参与，选送６所学校参加全国百所学校 “童心

向党”歌咏活动网上展播。组织 “五老”人

员，深入中小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向我省８个
民族市县赠送１５００台 “绿色”电脑，为青少

年和基层干部群众提供公益性网络平台，利用

中央文明办资助资金，建成９所 “乡村学校少

年宫”。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在海南中

学和国兴中学各开办１个 “高中宏志班”，共

１００人，同时与企业联手资助 １２４名贫困大
学生。

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必须坚持党委、政府的坚强

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全过程，

把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把创新工作载体作为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

求作为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目标，把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些弥足珍贵的经验，在

今后的工作中都要一以贯之。

２０１２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之

年，也是推动建设国际旅游岛 《规划纲要》顺

利实施的关键一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和

省第六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战略部署，着力抓好五项工作：一

是广泛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活

动，普及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基本道德规

范，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推

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二

是推进 “海南文明大行动”，打好文明礼仪、文

明环境、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经营 “五

大攻坚战”，革除 “八大不文明陋习”。三是深

化文明生态村创建，实施文明生态村巩固、提高

工程，尽快建立完善 “农家乐”乡村旅游的管

理体制，把 “农家乐”乡村旅游打造成我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新的品牌。四是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国际旅游岛建设事

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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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海南文明大行动

在中央领导李长春、刘云山同志和中央文

明办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１０月３１日，海南
省委、省政府召开 “海南文明大行动”动员大

会，向全省发出 “向各种不文明乱象开战”的

号令。“文明大行动”的内容是：从即日起至

２０１４年年底连续３年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
文明礼仪、文明环境、文明交通、文明旅游、

文明经营 “五大行动”，重点解决大声喧哗、

禁烟场所吸烟、乱吐乱扔、损害公物、乱闯乱

行、乱停乱放、攀枝折花、占道经营 “八大不

文明现象”。主要做法及成效是：

层层动员，形成全省上下共同抓。全省动

员大会一结束，省里成立了 “文明大行动”领

导小组，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

同志任组长，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

成员由２８个省委、省政府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９个工作组，
负责全省文明大行动的指导、协调。省文明委

及时出台了 《文明大行动测评体系》，将各项

工作任务、指标进行分解，落实到部门、人

头。各市县、省直机关单位、中央和省属各企

事业从１１月１日开始，也召开动员大会，成立
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

长，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

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

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各地各部门采取教育引导、座谈讨论、报告讲

座以及宣传标语、立柱广告、宣传橱窗、黑板

报、电子显示屏、手机短信等方式，广泛宣

传，营造了浓郁的社会氛围。省里组织宣讲团

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家庭、进工地，

开展思想道德和文明礼仪知识教育。省文明办

印发 《国际旅游岛公民手册》，出版宣传挂图

广泛张贴，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各地各部门结

合行业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吸引

群众参与。海口、三亚、琼海、昌江、澄迈等

市县，组织青少年学生和各界志愿者１０万多人
次，在车站、主要街道、交通路口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以自身的文明言行劝导人们遵守秩

序、文明出行，对乱丢、乱吐现象进行制止和

劝导。

严格整治管理，坚决制止不文明行为。各

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紧紧围绕 “五大目标”，

针对公共秩序、城乡环境、交通秩序、诚信经

营、旅游秩序等方面存在的 “八大不文明行

为”，采取有力措施，进行专项整治，取得明

显成效。海口市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下发 《从重处罚乱扔垃圾、乱吐脏物、乱散发

小广告宣传单、乱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通

告》，严管严治，引导人们告别不文明行为习

惯；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治理活动，集中解决机

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违

法入市、非法营运、无照营业、无证驾驶、无

号牌上路等问题，较好维持市容交通秩序。儋

州市从农村入手，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市共有１０多万名干部和
群众参与打扫卫生，整治村容村貌。三亚市建

立奖励及责任追究制度，每半年组织测评小组

进行综合测评，年终根据两次测评积分进行排

名，对工作突出的给予奖励，对工作不得力的

进行问责。省交警总队开展 “文明交通环岛

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狠抓道路交通秩序整

治。省教育厅举行 “小手拉大手，文明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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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千校大宣誓启动仪式，上百万学生共同宣

誓争当海南 “文明小公民”。

舆论先行，形成高压态势。从１０月１２日
起，省内各媒体按照舆论先行的要求，发表了

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为文明大行动的开展营造

了良好氛围。从１０月３１日起， 《海南日报》

推出 “争做文明海南人、争创文明大环境”系

列报道，聚焦海南文明大行动的开展情况，解

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精神，开辟 “文明

大家谈”栏目，引导干部群众深入讨论。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主打节目在头版或显著位置大篇

幅报道会议。《南国都市报》和南海网等也及

时把报道主题转向 “向海南向不文明行为宣

战”。

干部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作表率。各级领

导干部积极行动，带头抓、带头做，推动文明

大行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项目一个

项目完成。临高县实行上级带下级联动机制，

２５位县四套班子成员分配包干１０个镇，镇干
部分成小组包各村，每个村干部各包一个村小

组，坚持每周开展两次环境整治活动。琼海市

实行领导干部联系点责任区制度，市四套班子

成员、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分别深入到

２２个创卫联系点，与市民群众一起开展大扫除
活动。

合唱团唱响文明曲

海南省屯昌县以文明生态村为单位，以丰

富农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目

的，整合资源、配套政策、建立机制，组织发

动农民开展农村文艺活动，组建农民合唱团。

２０１１年全县组建１２８个、有２万多名农民参加
的以村为单位的农民合唱团。

明确目标，多种方式发动群众。县委确立

了先试点探索、再稳步推开的工作思路。首先

以屯城镇逢田村为试点，选派专业人员具体指

导，组织开展舞蹈合唱等文艺活动。先后组织

各镇、村近５０００名群众参观学习，激发了全县

各村的农民群众创建合唱团的热情。在此基础

上，各镇村积极制订计划、落实措施，使农民

合唱团创建工作逐步展开。

整合资源，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在政策框

架内，坚持把农民合唱团建设专项工作经费作

为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经费统一预算安排。同

时，各创建村发动群众捐资、投劳、社会筹资

等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改善场地设备、完善

文化设施功能。２０１１年全县共投入１５８０万元，
社会捐助５０多万元，群众自筹６７万元，使农
民合唱团创建工作顺利进行。

创新机制，多种载体吸引群众。建立农民

合唱团活动制度，提出 “自愿参加为主”、“农

忙不唱农闲唱”、“不定期举行汇演”、“村与村

演唱比赛”等要求。注重发挥文艺骨干的积极

作用，帮助农民群众创作贴近生产生活的节

目，让群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还积极组织舞

狮、舞龙、戏曲表演、大秧歌、拔河等文体比

赛项目，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借助

农民合唱团平台，开展了村头课堂等活动，传

播知识、宣传政策，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质。

“村与村演唱比赛”等要求。注重发挥文艺骨

干的积极作用，帮助农民群众创作贴近生产生

活的节目，让群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还积极

组织舞狮、舞龙、戏曲表演、大秧歌、拔河等

文体比赛项目，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同

时，借助农民合唱团平台，开展了村头课堂等

活动，传播知识、宣传政策，提高了群众的文

化素质。

搭建平台，多种形式享受成果。在广泛发

动各镇、村组建农民合唱团的同时，积极探索

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的机制。举办了屯昌

县文明生态村农民合唱比赛和农民欢乐节，还

举办农民书法展、农村工艺品展等，增强了群

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成就感，有７０名农民赴省会
海口参加了屯昌首届民间技能大赛农民文艺晚

会，有１１万多名农民参加了农民歌曲合唱活
动。此外，还组织了镇与镇之间、村与村之间

的９０多次农民文艺巡演及交流活动，充实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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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业余生活，提高了生活品位。

量化考核，多种途径促进发展。把创建农

民合唱团列入各镇文明生态村建设工作考核的

硬指标，把创建工作列为各镇年底考评的重要

考核内容之一。按照 “县文明办统一部署，镇

村组织落实，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广泛参与”

的模式，合唱团创建工作全面展开。

屯昌的农民合唱团唱出了革命传统、唱出

了时代精神、唱出了农民的喜与乐、唱出了农

村的新面貌，丰富了农民的新生活，实现了村

民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了群众的集体观念及

凝聚力，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留守流动儿童书屋

海南有留守流动儿童约２万人 （包括父母

一方外出者）。为了给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安全、

健康、快乐的环境，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切实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海南省妇联开展

了留守流动儿童书屋创建活动。

６月，省妇联为了推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
到各市县调研。调研组在屯昌县了解到，郭石

上村全村有两个村民小组，８６户３８６人，其中
留守儿童就有３０多人。根据这一情况，省妇联
和省儿童福利会联合出资１１万元，依托郭石
上村文化室建立了全省第一间留守流动儿童书

屋。书屋共有适合儿童阅读、启迪心智、修养

情操的图书１０００多册，还为学龄前的留守幼儿
专门设置益智玩具和画笔。为了管理好书屋，

村里制定了管理规则，组织了家庭服务志愿者

队伍，还在寒暑假聘请村里的大学生在书屋兼

职，专门辅导、帮助和关爱村里的留守儿童，

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行

为习惯，让孩子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同时，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时

放心、回家时宽心。

１１月，全省创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书屋启
动仪式在五指山市冲山镇什保村村委会举行。

省文明办、省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对全省留守流

动儿童书屋创建活动作出安排，把留守流屋创

建活动纳入全省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之中。省

妇联儿童部在省文明办的支持下，投入２０万元
在全省１８个市县各设立一所 “农村留守流动

儿童书屋”，带动各市县创建留守流动儿童书

屋。省妇联还在海口市秀英区、琼山区、陵

水、临高、五指山共创５所省级留守流动儿童
书屋，海口市妇联在４个区创建了流动儿童书
屋，五指山市７个乡镇全部创建了留守流动儿
童书屋，陵水建设了４所留守流动儿童书屋，
实现了市县全覆盖。

海南省１８个市县共创建留守流动儿童书屋
３５所，投入资金４５万元，购买图书约４万册，
添置了桌椅、电脑、体育用品等设备，受益的

留守流动儿童１０５万人。留守流动儿童书屋开
放后，孩子们放学后和节假日有了好去处，可

以在书屋绘画、玩耍，享受到了知识的乐趣，

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更坚定了生活的信心，书

屋真正成为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精神家园和乐

园。许多小朋友说：“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

所以没有时间陪我，我除了写作业，就只能看

电视。现在有了书屋，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学

习，从书中得到知识和乐趣，非常高兴。”

创建 “留守流动儿童书屋”，实现了服务

阵地有形化、实事化、品牌化，对于促进贫困

特殊儿童群体特别是留守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具

有显著作用，收到了 “关爱一个孩子、温暖一

个家庭、帮助一批群众、稳定一方社会”的显

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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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五大工程、六化整治”，提升城市品位

相对先进发达城市，海南省海口市的环境

卫生不能算理想，部分区域 “脏乱差”现象曾

经较为严重，令城市的品位与格调大打折扣，

从２００９年６月起，海口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环
境整治 “五大工程” （清洁工程、整洁工程、

规泊工程、安静工程、打违工程），改善城市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主要做法是：

建章立制实现城市环境整治法制化。颁布

实施 《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等１４部规范性文
件，明确了直接管理和督促管理两大部分、２４
个方面、１４７项管理内容的质量标准，把管理
对象和标准细化到每一段路、每一片绿地、每

一栋楼、每一块广告牌。市、区政府和各部门

共出台了６９项规章制度，立足于 “城管所能、

社会所愿、政府所想、法律所依”的建立和完

善，给 “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管理打下

了基础。

量化考核力争城市环境整治常态化。 “五

大工程”管事、管人，奖罚分明。社区、路

段、市场、圩镇、小区、景区、绿地、水域、

公厕均有相关的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

负责环境整治工作；各单项考评详列打分细则

和打分标准；每天１７个检查组、２５０名数字城
管巡查员，每月一次的人大、政协代表检查和

领导不定期抽查，综合加权形成各区整治情况

的最后得分；市政府每个月召开一次 “五大工

程”通报会，公布考评结果，媒体通报，一目

了然。

科技手段力求城市环境整治信息化。先后

投入６００多万资金建立了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
以数字地图和万米单元网格划分为基础，将海

口市４个区划分为３８００个网格，在网格范围内
所有城市管理问题责任落实到相关主管部门、

相关责任人。目前，已经完成８万个城市部件
（井盖、消防栓、报刊亭、果皮箱等）的核查

以及所属部门信息的收集和建档，每天上报各

类问题３０００宗。
以人为本坚持城市环境整治人性化。始终

把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最大限度增加和谐

因素。投入２５００万元在海口主城区选址新建
１２４座固定公厕、购置了１１８０多个果皮箱；投
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在空旷地、背街小巷等合理设
置了１５５个疏导点，解决了１８万人的就业问
题；在打击违法建筑时坚持 “无情拆违，有情

操作”的原则。

激发活力探寻城市环境整治社会化。一年

来，开展全民性义务劳动４６次，参加劳动人数
约３５万人次，清理生活和建筑垃圾约８０万吨。
市民参加大扫除，机关干部、义务监督员、学

生、老干部志愿者上街宣传，营造了 “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人人支持、人人参与、人人

监督、人人动手”的良好氛围。

多元结合追求城市环境整治精细化。积极

构建 “五元一体”的城市管理考核责任网络，

在万米网格的基础上建立由数字城管巡查员、

环卫保洁人员、城管队员、街道责任人 （员）、

区责任领导 （员）共同组成的 “五员”责任网

络，实现四级管理网络的高度统一，实现城市

环境的精细化管理。

海口市实施 “五大工程六化整治”，范围

广、力度大，基本实现了 “四个满意”：市民

群众满意、前来海口旅游和办事的外地客人满

意、各类社会舆论满意、各级领导满意，为国

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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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内涵　丰富手段　整体提升文明
生态村创建水平

以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

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海南文明生态村创

建，始于２０００年９月。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全
省累计创建文明生态村１２２３０个，占全省自然
村总数的５２４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
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刘云山同志去年视察海南

时，充分肯定了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要求进

一步深化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文明生态村创建

活动。按照云山同志的要求，我们在整体提升

文明生态村创建水平上下工夫，取得了明显

成效。

拓宽思路，在深化创建内涵上下工夫。一

是以游促创，发展特色乡村游，打造生态经

济。从村庄环境整治和旅游化改造入手，结合

海南的风貌格局和规划理念，依托海上丝绸之

路的蓝色文化、乡土田园的绿色文化、黎苗聚

落的特色文化，创建蓝色、绿色、特色文明生

态村，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促进农民增

收。以海口市琼山区为例，２０１０年以来选取龙
鳞、南畴湖等１０多个村庄开展精品连片创建，
推行 “文明生态村＋乡村旅游”模式，发展农
业观光、作物认种、蔬果采摘、垂钓划船等乡

村旅游项目，村民人均纯收入由３０００多元升至
９０００余元。特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又解决了文明生态村创建提升的资

金问题。

二是以节促创，改革传统民俗，丰富文化

生活。深入挖掘传统民俗节日的文化特质，赋

予其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培育新时期海南精神

的一个有效载体。如 “公期”，是海南民间为

纪念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促进岭南发展

的冼太夫人而自发形成的当地民俗节日。我们

充分挖掘 “公期”传统文化内涵，通过举办书

法、割胶比赛和彩车游行等方式，将爱国思

想、文明理念、科技观念、发展意识与传统

“公期”有机结合，引导农民群众移风易俗，

使 “公期”既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村民

俗文化节日，又成为我们进行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教育的有效平台。

三是以文促创，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培育

生态文化。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央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设文化场所８０００多
处，引导农民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各市

县纷纷自发组建农民文艺团队，把党的富民政

策、农村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编排成琼

剧、山歌、“调声”等文艺节目，广泛开展广

场汇演、村寨巡演等文艺活动。定期组织大专

院校、农科院 （所）的专家下乡，通过讲座、

培训、图片等多种形式，普及文明礼仪知识，

加强环保生态教育，传播生态文化理念，为建

设国际旅游岛营造了和谐有序、文明生态的文

化环境。

四是以建促创，把 “两基”建设纳入创建

活动，培育文明乡风。切实加强村级党组织和

自治组织建设，并作为文明生态村创建的重要

内容和最大村务，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法制

意识、主人意识，着力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通过召开创建专题议

事会或群众代表大会，把创建的规划标准、项

目资金、工程质量交给群众讨论，增加工作透

明度，调动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

因势利导，在丰富创建手段上下工夫。一

是推广先进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２００１年
以来，省委连续８次召开全省文明生态村建设
现场经验交流会，先后组织参观了海口、文

昌、昌江等市县的文明生态村示范点，推广了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创建经验，推动创建工

作步步深入。

二是凝聚各方力量，开展多种共建活动。

动员机关部门、群团组织等社会各方力量，每

年确定一批文明生态村共建点，开展城乡共

建、机关 “包点”共建。组织驻琼各部队把文

明生态村创建与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县”结合

起来，帮助农民修路、种树、清理杂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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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室、篮球场、文化广场，建沼气池、改

厕、改猪圈、改牛栏，把文明生态村打造成为

军民鱼水情的新的凝聚点。充分发挥海南侨乡

优势，联系动员海外华侨为建设家乡出资出

力，文明生态村已成为华侨寄托爱乡情结的一

个纽结。

三是加强宣传推广，形成浓厚的创建氛

围。各级宣传部门下大气力组织好文明生态村

的整体策划、宣传报道工作。海南日报等省内

媒体开辟专栏、专题，组织言论等多种形式进

行全景式、立体化的连续报道。理论界专家学

者多次召开理论研讨会，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发表了系列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文明生态村

的经验不断得到总结提升，进一步深化了文明

生态村的创建。

完善机制 ，在整体提升创建水平上见实

效。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夯实创建

的组织保障。各级党委政府把文明生态村建设

纳入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全局统筹谋划，成立各

级文明生态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

决重大事项特别是重点难点问题。发改、交

通、建设、环保、农业、水利、电力、通信等

部门，以服务文明生态村建设为己任，坚持眼

睛向下、重心下移、职能下延，把最优惠的政

策、最好的项目、最多的投入、最好的人力资

源向文明生态村倾斜，形成了各部门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

二是坚持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夯实创建

的主体力量。农民是文明生态村的主要受益

者，也是文明生态村建设的主体。在创建工作

中，始终把依靠农民、为了农民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通过宣传发动、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

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动员吸引到创建活动中来。

各地还开展了 “把文明带回老家”活动，组织

本籍的干部回乡，为文明生态村建设出谋献

策，形成了 “人人参与、上下互动、内外结

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喜人局面。

三是坚持部门协同、整合资金，夯实创建

的物质基础。按照 “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

势互补、各记其功”的原则，农业、水利、交

通、国土、卫生、教育和能源等涉农部门把村

镇建设、道路建设、农业开发、扶贫、改水改

厕、沼气池、水利、茅草房改造、退耕还林、

“村村通”资金以及设施农业等各项专项资金，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集中捆绑使用，加大对文明

生态村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

会事业的投入。整合支农资金和引导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投入农业产业，集中培植地方支

柱性产业，增强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为

文明生态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实践证明，创建文明生态村是海南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品牌，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

拥护。我们将按照云山同志的要求，结合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规划和布局，继续向广度、深度

推进，把文明生态村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的一

大亮点。

（海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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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中
央和市委、市政府、市文明委的决策部署，坚

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的总要求，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这个根本，结合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和学习贯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各项工

作，为全面落实 “３１４”总体部署提供了强大
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新

拓展

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活动，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组织理论研

究、主题宣传、文艺演出、系列展览、文艺作

品和出版图书等系列主题活动，开展、知识竞

赛、主题征文、专题报告、巡回宣讲等群众性

学习教育活动，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

主旋律，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革命史、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

认知认同。市关工委、市文明办等主办 “中华

魂———颂歌献给党”青少年读书活动，市委宣

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等成功举办第四届重庆读

书月。渝中区承办的中央电视台 《激情广场》

“爱国歌曲大家唱”大型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推动升国旗仪式常态化，参与全市城乡基

层广场升国旗仪式的群众超过１００万人次。组
织开展全市户外公益广告大赛。组织参加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全市投出纸质选票４２０
万张、网络选票１５０万张，杨德碧获得全国道
德模范称号、黄继雄等９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组织开展第三届重庆市道德模范评

选，收到３７２万张选票，评选出５３名重庆市道
德模范，举办颁奖暨先进事迹报告会。承办全

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启动仪式暨首场演

出，开展市内巡演和道德的力量———重庆市道

德模范先进事迹巡回报告活动。设立道德模范

专项帮扶资金。加大对重庆好人的新闻宣传力

度，重庆卫视 《重庆好人》栏目全年宣传重庆

好人２５８位。

二、千万市民文明行动有新亮点

“人人是形象”礼仪普及行动、“文明在细

节”行为养成行动、“微笑满渝州”优质服务

行动、“洁净新家园”环境整治行动继续深入

推进。市文明办、市市政委、华龙网、广电移

动电视联合举办 “啄木鸟摄影大赛”，征集到

不文明行为摄影摄像作品１８２４件，评选优秀作
品４０件，推出两批市民最关注的１０项不文明
行为，在主城商圈、部分高校和社区举办９场
优秀作品巡展。组织开展文明礼仪专家团基层

巡讲，市级专家团巡讲１００场。市文明办、市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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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市建委等共同举办熄灯１小时、低碳故
事会等 “地球１小时”主题活动。市政委、市
公安局、市工商局等加强牛皮癣专项整治，市

“扫黄打非”办等开展 “小册子”等非法印刷

品专项整治。市文明办、市商委、市工商局、

市旅游局、重庆龙湖地产等联合主办粒粒皆辛

苦———餐桌文明大行动，成为全国品牌。３８个
区县的２０００多家餐饮企业、４５万多张餐桌、
约３５万个餐位参与活动，据估算每天参与顾客
约７０万人次，全年不同程度参与活动人次超过
１亿。编辑发放５万册 《读点经典俭以养德专

辑》，成为宣传 “爱物知恩、节用惜福”理念

的好载体，米宝宝形象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作１分４６秒重点报道，新华社、
中新社播发消息，《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作深度报道。中央文明办

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到现场实地考察，在全国文

明办主任会议上专门肯定 “重庆市大兴勤俭节

约之风，率先开展餐桌文明行动富有成效”。

中央文明办明确２０１２年将在全国普遍开展文明
餐桌行动。市文明办、市交巡警总队联合开展

交通文明行动，将其纳入文明城区 （县城）、

文明指数和文明单位测评内容。开展文明执法

示范岗、示范路、示范车等创建以及 “礼让斑

马线”、“文明交通我参与”等主题活动。

三、 “三大创建”等文明创建活动有

新突破

一是在第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中取

得佳绩。渝中区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区，云阳

县、巫山县、酉阳县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县城，

渝北区、荣昌县保持全国文明城区、文明县城

称号，４个镇、１７个村、４０个单位、２个社区
成为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二

是市级创建深入推进。新创建一批文明城区

（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命名重庆海关

为最佳文明单位标兵。市文明办、市旅游局等

联合开展首届文明风景旅游区、文明港口、文

明游轮、文明经营户评选表彰。三是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迈向新阶段。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委办发 ［２０１１］
４１号），市文明办、市农委等召开全市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巴南区花溪镇打造一

村一品一特色的精神文明品牌、渝北区古路镇

慈孝文化之乡、南岸区迎龙镇农耕文化体验

园、綦江县农村百里文明长廊、武隆县仙女山

最美山镇、酉阳县河湾最美土家山寨、彭水县

玉泉自然生态村落、秀山县边际文明示范带建

设初见成效。四是创建机制更加健全。调整落

实文明单位创建名额，文明单位标兵由市委、

市政府每三年表彰一次，每次市级部门５０个名
额、主城九区和六个中心城市４５个名额、其他
区县５０个名额。文明单位由市文明委表彰，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表彰数量。市委、市政府加大

政策支持，市财政决定每年设立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专项经费１０００万元。改进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创建检查方式，以区县交叉检查

为主，与市文明办抽查和委托区县自查相结

合，提高了操作性、公正性。

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新成效

召开全市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工作推进会，江北区五里店小学等５个示范点
学校基本形成 “一校一特色、校校有品牌”。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

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联合开展首届重庆

市 “五心四好”美德少年评选表彰，美德少年

陈容参加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在沙坪坝举

办 “我已长大”成人宣誓仪式。用好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推进４１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举办全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唱读讲传”新年晚

会，受到中央文明办高度肯定。开展 “中华

魂”读书活动和 “红岩少年”青少年读书活

动。《狐狸考小鸡》等６首童谣分获第二届全
国优秀童谣一等奖等各奖项。渝中区等７个区
县选送的节目全部入选全国 “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展播。举办 “天使在人间”关爱农村留守

４２５



重庆市

儿童暖冬慈善晚会、优秀青少年携手农村留守

儿童冬令营和２０１１“感受新重庆”优秀农村留
守儿童夏令营。六一期间，举行 “小小绿领

巾、爱心伴我行”主题班会，为农村留守儿童

寄送１３１个爱心包裹。推动建设青少年心理健
康辅导站，綦江县心理咨询中心、江北区邹红

自主工作室投入使用。深入开展 “四净”行

动，社会文化环境得到进一步整治净化。继续

实施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资助资金及时发放到

位，召开专题座谈会，２０１１级高中宏志班成绩
喜人。实施全市两翼助学工程，从２０１１年起每
年资助两翼及主城周边经济落后区县２００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接收绿色电脑进西部工程电脑

５０００台，为１５５所村镇文化站、２０５所中小学
开建电子阅览室，电脑管得好、用得好。

五、志愿服务管理工作有新进展

文明志愿者、文化志愿者、党员志愿者、

青年志愿者、应急志愿者等志愿服务队伍不断

壮大。组织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渝中区举行全国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３·５”
学雷锋日、“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期间，市和
区县两级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６００余场
（次），举办 “３·５”学雷锋日特别晚会。组织
郭明义爱心团队重庆大队、重庆大学分队等志

愿者参加 “我们的节日”送温暖活动。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志愿服务活动，组织老中

青志愿者送万副春联、送百场演出和为农民工

提供网上订票服务。开展艾滋病日志愿者义务

宣传活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

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

联、市红十字会联合表彰首届 ４０名优秀志愿
者、１６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张瑞平、蒋小
飞、左继豪等３人获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
启动实施西部文化志愿者行动，中央文明办、

团中央向我市５０个乡镇综合文化站派驻文化志
愿者。各区县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

石柱等区县正式成立由文明办主管的志愿者协

会。与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共同支持举办重庆

市民间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培训班，３０多名
民间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接受培训。加强对民

间志愿组织的引导，成立由市文明办主管的民

间志愿服务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实现两江志愿服务中心与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

的项目合作，进一步加大对绿叶义工协会的扶

持。在重庆动物园成立 “重庆义工”文明劝导

二号岗，在安琪尔公司成立安琪尔义工岗。

六、“我们的节日”活动有新声势

继续深化市和区县合作，坚持民俗活动、

旅游活动、文体活动相结合，舞台演出和现场

参与相结合，示范活动和集中宣传推动相结合

的工作模式，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春节元宵节期间，送温暖活动惠及数百万

困难群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群众过

了一个热闹年、快乐年、祥和年。清明节期

间，在渝中、潼南、开县、江津、酉阳、合川

等地举办６场伟人英雄追思会，缅怀邓小平、
杨?公、刘伯承、聂荣臻、赵世炎、刘文学。

端午节期间，与美心集团合作在南滨路洋人街

举办 “我们的节日·重庆端午周”，成为企业

参与活动的成功范例，各区县有组织开展的大

型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超过５００万人次。中秋节
期间，在渝中区举办 “团圆、和谐、幸福———

我们的节日·中秋”联欢晚会。重阳节期间，

在万州区开展孝老爱亲主题活动，关爱以空巢

老人为主的老年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清明、

端午、中秋、重阳期间，市和区县两级文明办

组织各类大型活动有６００多项。

七、各项基础性工作有新进步

一是学习培训水平不断提高。１１个区县文
明办主任参加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举办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专题培训班，邀请海南、四

川、山东、贵州等省市文明办主任，社会学、

心理学和网络专家授课。组织市文明委成员单

位和区县文明办干部赴台湾考察学习，是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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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系统组织难度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学

习内容最实、培训效果最好的一次考察学习。

二是文明宣传扎实有效。 “文明望台”成为

展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全年

报道约１４０００条，约每周２次报道，每半月１
个专题。５家纸质媒体投入整版１２７个、半版
４０１个，约１４０万字。重庆电台各频率刊播新
闻１３０次。重庆电视台新闻联播、天天 ６３０、
直播重庆、民生等栏目报道１０００余次。华龙网
首页链接发布报道５１０条。中宣部新闻局两期
《新闻阅评》专题点评 “文明望台”的新闻

报道。重庆文明网运行管理步入正轨，专人负

责日常维护，每日更新量达到５０余条，中国文
明网转载４２０余条，餐桌文明大行动、重庆好

人等栏目被中国文明网链接，占其链接地方栏

目总数的１／６。指导渝中区、渝北区建设文明
网并加入文明网联盟。同时，编发简报 ６０余
期。三是调研水平得到提升。牵头起草并由市

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完成中央文明办重点调研课题 《如何进一步发

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群众优势》，完成 《重

庆餐桌文明大行动的实践与思考》等调研文

章。綦江县农村百里文明长廊等两个案例被中

央文明办选入 《精神文明建设经典案例》 《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案例》。完成 《关于进一

步加强市民道德建设的意见》 《重庆三峡库区

文明长廊建设实施纲要》起草工作。

特色活动

南岸区迎龙镇 “四季垄耕”特色活动

南岸区迎龙镇辖１１个村和１个社区，人口
２１万人，交通优势明显，绕城路以内区域属
于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具有主城区

城乡结合部的显著特点。近年来，迎龙镇在推

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立足统筹城乡发展，

创新打造 “四季垄耕”项目，以农耕文化和传

统美德为重点，坚持 “平台支撑、氛围熏陶、

活动推进、机制保障”，让广大群众在城乡共

建与互动互补中感受文明、体验文明、实践

文明。

搭建共建平台，探索 “ＣＳＡ”的理念与模
式。ＣＳＡ即 “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在农场

及其所支持的社区之间实现的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的合作形式。由城市人群以预先支付的方

式承担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农业经营者或农

民履行以生态有机农业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承

诺。由此，以生态有机农村品为物质纽带，建

立起城乡人群的交流渠道，促进城乡文化的平

等互动。ＣＳＡ既是一种模式，更是一种理念，
是一种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互信基础之上的

可持续农业体系。迎龙镇引入 “社区支持农

业”模式、理念，实施了 “借智五朵金花、打

造四季垄耕”的探索和实践。“四季垄耕”由

北斗锄禾、清谷问耕、苟家结庐、龙顶摘香等

四个片区组成。其中， “北斗锄禾”开心农场

１５０余亩，认种市民及单位近２００户，现正着
力打造成为 “社区支持农业”试点基地、农民

万元增收示范基地、现代都市农业和乡村休闲

旅游示范基地、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实践基地。

这为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搭建

城乡一体的创建平台。特别是城乡消费者与生

产者之间的互信，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城乡居民在合作与交流中也促成了文

化背景、品质品格等方面的互动互补。以农耕

文化和传统美德为重点的文明建设，符合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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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发展需要。

营造共建氛围，渲染农耕文化和传统美

德。充分挖掘项目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因素，以

农耕文化和传统美德为重点，有机融合精神文

明建设。一是整合社区公园、吴小平葡萄园、

金木果园及北斗锄禾开心农场等项目，打造北

斗锄禾农耕体验公园，集农业科普、农耕文

化、休闲体验等为一体，把热爱劳动、爱惜粮

食、环境保护等道德教育因素有机渗透于环境

氛围及休闲观光之中。二是强化传统美德教

育，打造 “百美临门”教育阵地。在北斗锄禾

的观光长廊，展示名言警句、成语故事、增广

贤文等内容，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

形势，开展爱国、勤俭、诚信、孝敬等传统美

德教育，取名为 “百美临门”，寓多种传统美

德进入农家之意。

推进共建活动，开展城乡结对与志愿服

务。以 “北斗锄禾”开心农场土地认种为纽

带，吸引城市居民进入农家，与农村家庭结

对，打造市民版的 “三进三同”。同时，充分

发挥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

能，引导和培育三类自治组织，助推精神文明

建设。一是专业合作组织。把相同或相似行业

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马颈观赏渔业协会、江

南枇杷专业合作社、四季垄耕蔬菜专业合作社

或专业协会，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

了增收。二是文体活动组织。成立了老年合唱

队、年宵队、秧歌队、农民篮球队等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文明家庭、

“五好家庭”、 “好婆婆”、 “好媳妇”、 “好邻

里”等活动，群众喜闻乐见，各具特色。三是

志愿服务组织。各村党支部组织党员成立巡

逻、应急抢险、政策宣讲等各类志愿者队伍。

以 “三进三同”为契机，争取城市志愿服务进

入农村，组织机关党团员和专业人员开展志愿

服务，在北斗村、四坪村、马颈村等建立固定

志愿者队伍，重庆教育学院、重庆交通大学等

高校也定期开展志愿服务。

构筑共建机制，体现干部带头和党建引

领。坚持 “党建带创建，创建促和谐”，通过

加强党的建设，引领和带动文明创建工作。一

是把加强党的基层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基础，

以落实 “三项制度”，开展 “创先争优”为主

线，坚持不懈抓好各村党支部建设，把党支部

的领导核心体现到文明创建各个环节。二是坚

持民生聚民心，民心助发展。全面解决了困扰

群众多年的饮水难、出行难、就业难等民生难

题，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关注民生、改善民生、

发展民生的常态机制和有效途径。三是扎实开

展以种一块老乡地、办一件贴心事、献一份实

在爱、写一篇真情文为主要内容的 “四个一”

活动，在打造为 “社区支持农业”精神文明建

设示范基地的同时，也将其打造为南岸区党员

干部党性锻炼实践基地。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０１１年重庆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了以 “忠

心献祖国，爱心献社会，诚心献他人，孝心献

父母，信心留自己”，争做 “热爱祖国、理想

远大，勤奋学习、追求上进，品德优良、团结

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为主要

内容的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经过

试点、推广、创新行动、积极探索，呈现出

“有组织、有载体、有声势、有典型、有效果”

的特点，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部门先后下发

《关于开展以 “五心”教育为核心 努力争做

“四好少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和

《关于深入开展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的通知》。确定了江北区五里店小学、合川

区白鹿小学、铜梁巴川中学、石柱县南宾中

学、万州高级中学５所学校作为 “五心四好”

示范点。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重庆市未成年人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在江北

五里店小学举行。会议决定：将５个示范学校
的经验在全市推广，让 “五心四好”风潮迅速

刮遍全市所有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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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了 “我已长大———重庆市成人仪

式”、 “感受新重庆”优秀农村留守儿童夏令

营、“传唱优秀童谣、做有道德的人”网上签

名寄语、“唱童谣、学童谣、编童谣、画童谣、

演童谣”、“童心向党”歌咏比赛、“网上祭英

烈”、德育剧展演等活动，成立 “重庆义工”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示范岗，组建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专家团。在全市３４５万少先队员中进
行网络和报纸投票，逐级评选推荐，评选出１０
名 “五心四好”美德少年，３３名 “五心四好”

美德少年提名奖。重庆各地各部门结合自身实

际，既做好 “规定动作”，又创造 “自选动

作”，呈现出未成年人德育百花齐放、万木争

春的喜人局面。市教委在全市各中小学校开展

了一系列德育活动；团市委举办了 “五心四

好”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市妇联在家长中广泛

开展 “五心四好”活动宣传；市关工委牵头组

织了 “中华魂”读书活动。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全市有１０万余未成年
人参与了各种规模的成人仪式；关爱留守儿童

的活动覆盖到了 ３８个区县 （自治县）的 １３０
多万留守儿童；３８个区县 （自治县）和１５所
高校组织２００余万名青少年参加了 “中华魂”

读书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自启动仪式以来，

全市举办 “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１８９００多场，参与人数近１０００万人次。未成年
人 “忠爱诚孝信”之情得到激发，争做 “四

好”少年犹如一股新风徐徐吹开。

“我们的节日·重庆端午周”活动

２０１１年 ６月 ２日至 ６日，重庆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在南滨路洋人街共同举办 “我们

的节日·重庆端午周”活动。全市各区县以

“我们的节日·重庆端午周”为主题，按照

“我们的节日”工作模式，集中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端午文化旅游以及

慰问困难群众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节日和文化

氛围，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了一个平安、康泰、

祥和的端午节。４０个区县都有组织地开展 “我

们的节日·端午”大型主题活动，据不完全统

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５００万人次。
在活动组织中坚持民生为本。把让群众过

一个平安、祥和、康泰的传统节日作为 “我们

的节日·重庆端午周”的组织目标。按照市委

提出的 “各级党委政府要努力让群众，不论贫

富都能舒舒服服地吃上粽子”的要求，各区

县、市级各部门大力组织向困难群众、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 “穷亲”送温暖活动。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还在 “重庆端午周”中设置

“感恩日”，组织驻洋人街商家开展２小时定时
义卖，将收入捐赠给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在

示范活动组织上，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明确

提出要继续以商业中心街、文化古镇为重点，

方便群众参加活动，让群众从中得到快乐。在

洋人街举办为期５天的 “重庆端午周”市级示

范活动，就是基于 “端午街市”概念更强，活

动内容更丰富，群众参与度更高的考虑。各区

县也在人流最集中的市民广场、风景名胜区举

办示范活动。各级领导对节日高度重视，亲自

审定方案，亲自出席活动。一位跳卡笼子舞的

群众说，以前过端午静悄悄，一家人在家里就

过了。现在热闹闹的，党委政府不光搞大活

动，还为困难群众、留守儿童送粽子，这才是

正儿八经的过群众节。

在活动策划中注重开放融合。 “传统与时

尚不是冤家、回归不是复制过去”，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在组织开展活动时，注重丰富活

动载体，拓展推动主体，凝聚参与对象。在活

动载体上，紧紧抓住 “端午街市”这个中心策

划主题活动，充分融合民俗文化活动、文化旅

游等多种载体，增强传统节日的传承力、传播

力、感染力。在活动主体选择上，党委政府主

导推动，市场主体参与运作。市和区县不仅推

出示范活动，让群众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还

力推端午旅游，增强传统节日的经济效益。黔

江区在濯水古镇、江津区在塘河古镇、武隆县

在芙蓉江、秀山县在石堤坝镇举办龙舟赛，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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碚区偏岩古镇举办 “千人民生粽子宴”，吸引

上万游客参与。“五方十泉”整体推出端午养

生温泉，吸引７万市民前往。据统计，尽管受
阴雨天气和高考临近影响，端午节期间，全市

仍接待游客３５４５６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１４０３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２６％和２４２％。在参与
对象上，尤其注重对青少年的吸引。 “重庆端

午周”市级示范活动设置了滚铁环等项目，唤

醒了年轻人的儿时记忆，许多８０后、９０后都
兴致勃勃地玩了一把。而历史人物ｃｏｓｐｌａｙ巡游
街市活动，也用８０后、９０后、００后喜爱的形
式传递着传统文化。一位重庆大学研究生说，

滚铁环是上小学时最喜爱的体育活动之一，这

么多年一直没有再玩过，没想到这个端午节体

验到了，很感动、很兴奋，感觉很多儿时的记

忆都被唤起了。许多家长都说，历史人物

ｃｏｓｐｌａｙ栩栩如生，小孩子们不仅感兴趣，而且
一定会记忆深刻。各区县也积极把青少年吸引

到活动中，开展中小学生诵读端午经典、吟唱

优秀童谣等活动中。

在活动实施中加强群众参与。把群众参

与、互动作为活动实施的核心手段。在场所选

择上，以商业中心街、文化古镇为开展活动的

主要场所，更好地聚集人气、聚合激情。在洋

人街举办的 “重庆端午周”活动，５天吸引了
５５万余人参与，日均接待量１１万人，居全市
同级景点之首。在内容设计上突出参与互动

性。“重庆端午周”市级示范活动将活动时间

从端午节一天拓展到５个主题日，群众参与的
时间更加充裕。５天中每天都推出以一个重点
活动作为端午街市主体项目，内容丰富、互动

强烈。开幕日，各种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悉数登

场，群众络绎不绝的涌向洋人街。经典诵读表

演、舞龙、旱地龙舟、下象棋等活动，让市民

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包粽

子、滚铁环比赛，更是让市民摩拳擦掌、兴奋

不已。文化日，历史人物ｃｏｓｐｌａｙ巡游街市，屈
原与端午等经典展示别开生面，让很多群众也

跟着队伍走了一路。民俗日，市民兴致勃勃的

观看并参与捏面人、画葫芦、草编等民俗活

动，蜀绣、糖画、抬工号子、版画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是让市民大开眼界、流连忘返。感恩

日，受现场创作义卖的书法家感染，市民或参

与创作，或主动解囊，互动的气氛十分感人。

平安日，市民排起长队接受老人点朱砂赐福、

撞吉祥钟，在许愿卡上写下心愿。大足县举办

“２０１１年端午文化周”，开展端午诗词朗诵赛、
民俗鲤鱼灯舞表演等活动。在文化氛围营造上

突出整体性。市文明办向各区县推广 “重庆端

午周”ＬＯＧＯ。在洋人街活动现场，主干道、
商户门楣、景点都挂起了统一制作的端午宣传

品。各区县在活动中也充分应用 “重庆端午

周”ＬＯＧＯ，营造了全市一体的端午氛围，吸
引了更多市民参与。

在活动创新中突出文化传承。有着２５００多
年历史的端午节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

习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都已不为人们

熟知。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必须要

把文化精华通过有效的形式展现出来，让人们

体验文化风俗之趣，感受文化风俗之魅。端午

节期间，市和区县都充分挖掘端午文化内涵，

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让市民深受感染。在洋人

街举办的 “重庆端午周”市级示范活动中，端

午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惜福文

化、平安文化以生动、互动的表现形式在端午

街市一一展示。铜梁龙、铜梁狮，车幺妹、打

红鼓等传统民俗表演让市民一次就能体验多种

民俗活动。而把剪纸、梁平竹帘、竹壳雕、双

面绣、烙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请到现场教

习技艺，更为市民知晓、传承文化提供了机

会。集中展示的老重庆的风土人情，如爆米

花、修伞、搓背、打磨子等，不仅复苏了老重

庆人的记忆，也让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市民知

晓了城市的发展史。中国人自古就有端午受赠

粽子、还以扇子的礼仪，在诵读经典专场演出

中，印有 “庶动清风，以增美德”８字箴言和
节目单的扇子受到一致好评。洋人街 “祈福

林”里，用五彩丝线系着的许愿卡上，写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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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心愿。一位中年男子写到：平安就是

福。一对情侣写到：愿我们彼此扶携、恩恩爱

爱、久久长长。大足县、长寿区、双桥区、涪

陵区、梁平县、巫溪县、巫山县、酉阳县也通

过举办经典诵读晚会、龙舟赛、端午民俗文化

活动展演，让市民接受文化熏陶。

在活动推动中发挥媒体力量。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充分用好 “文明望台”，组织

市属新闻媒体在端午期间开展集中采访报道，

通过报道、言论、访谈、广告等形式营造浓厚

的端午氛围。节前，印发活动通知和采访报道

安排，重点宣传端午文化内涵，发布全市重点

活动安排，吸引市民参与。节日期间，市级各

大媒体都开设 “我们的节日·端午”专题，集

中报道各地端午活动动态。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中国新闻社等中央新闻媒体广泛刊播重庆

端午周活动的情况。６月５日，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播发了 “重庆端午周”活动情况。重庆

电视台派出了５０多人的采访报道组，对 “重

庆端午周”开幕日活动进行了为期半天的现场

直播，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都跟进报道各主题

日和全市面上活动情况。重庆日报、重庆晚

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在端午周

５天内都用半版或整版报道全市活动情况。华
龙网对重点活动连续５日滚动播报。据不完全
统计，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和市级媒

体共刊 （播）发报道、消息４０篇 （条）。市属

新闻媒体中，６家媒体开设了专题专栏，开设
报纸整版５个，半版２０个。人民网、新华网、
凤凰网、网易、新浪、腾讯等中央新闻网站、

商业网站和各省市重点新闻网站转载相关新闻

百余篇 （条）。

探索创新

餐桌文明大行动

小餐桌，大文明。餐桌文明承载着中华民

族节约粮食、尊重劳动、珍惜幸福的传统美

德。２０１１年１月以来，重庆市深入开展 “餐桌

文明大行动”，传播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

念，取得了明显成效。

１活动由来。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
关键的消费环节。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群众的
腰包鼓起来了，但很多人逐渐抛弃了节俭的传

统美德。据统计，２０１０年，重庆市餐饮业营业
额为４４０亿元，其中，餐桌浪费竟然占营业额
的１０％，一年整整浪费了４４亿元。全社会对
理性消费、勤俭节约的呼声愈来愈高。重庆市

文明办认真分析这些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决

定开展一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人

们回归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餐桌文明大行动”

随即展开。

２具体做法。市文明办会同市商委、市工
商局、市旅游局、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印

发了 《重庆市餐桌文明大行动总体方案》、《重

庆市餐桌文明示范店创建管理办法 （试行）》、

《重庆市餐桌文明大行动服务用语规范》。在全

国著名餐饮街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开展试点的

基础上，全面启动 “粒粒皆辛苦———重庆市餐

桌文明大行动”。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为根本，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为目标，以餐饮店 （街）、酒店等为重

点，以餐饮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主要参与者，

以餐桌文明示范店、餐桌文明服务员之星等群

众性创建活动为抓手，普及餐桌文明知识、推

广餐桌文明礼仪、倡导节约用餐行为、提升行

业服务品位、打造重庆餐饮文化，营造 “文明

０３５



重庆市

消费、节用惜福”的良好社会风气。

餐饮企业在门口标明 “重庆市餐桌文明大

行动示范店”，每张餐桌摆设活动专用牌，主

动承诺不误导顾客超量点餐，主动提供免费打

包餐盒。服务人员佩戴吉祥物 “米宝宝”徽章

上岗，用活动规范用语向顾客告知活动主题、

参与方式，主动告知菜品分量，帮助顾客合理

搭配菜品，倡导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加菜、

尽量不剩下、剩的全打包。对吃完的餐桌，服

务员给予赞赏和鼓励，由餐饮企业奖励一个

“惜福红包”。对没有吃完的餐桌，服务员礼貌

提醒顾客打包，免费提供打包餐盒，并赠送吉

祥物 “米宝宝”纪念小礼物１个。根据顾客意
见和活动开展情况，定期评选、授牌奖励一批

重庆市餐桌文明示范店和 “文明之星”服

务员。

３主要成效。自开展餐桌文明大行动以
来，每天参与顾客超过７０万人次，受到餐饮企
业和市民的普遍欢迎，“文明消费、节用惜福”

的社会氛围已在重庆形成。其主要成效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取得了餐馆得利、顾客获益、服务员受尊

重的实效。据对重庆市南岸区抽样调查，２５家
参与活动的餐馆在１个月时间里，共减少泔水
约１２０吨，约占原泔水总量的１５％，春节７天
时间，２５家餐馆营业额比上一年同期增长
１７％，达８００多万元，开展活动后打包的顾客
增加了约４０％。一位老人说：“孙子辈这一代，
６个人宠１个孩子，要孩子节俭不容易。这样
的活动很好，我们省了钱，教育小孩也省了

心。”服务员普遍反映，由于主动提醒顾客合

理点餐、理性消费，赢得了彼此信任与尊重，

说 “谢谢”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形成了部门引导、辖区支持、行业响应、

市民参与、媒体关注的合力。重庆市商委把推

进重庆餐饮文化建设列为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餐饮行业普遍开展餐桌文明大行动。各区县将

承办餐桌文明大行动作为提升市民素质、城市

形象的重要举措，全力支持活动开展。市及区

县餐饮协会积极动员餐饮企业参加活动。从调

查、采访和网络信息反馈的情况看，市民对活

动的支持率、认可度、参与积极性均较高。新

闻媒体给予活动极大关注。据统计，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都在重要时间、重要版

面报道活动开展情况。

实现了弘扬中华传统、促进社会进步、提

升城市文明的目的。节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也是社会进步、城市文明的一种标

志。餐桌文明大行动使重庆餐饮业呈现 “三多

一少”现象：餐桌上文明多了、打包的客人多

了、用餐回头客多了，用餐浪费明显减少。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理念已逐步深入人

心。境外网络媒体评价认为： “中国终于告别

了 ‘暴发户’的心态，开始从吃饭等细节入手

提升文明素质。”“餐桌文明”成了重庆餐饮文

化除 “豪爽”外又一张时尚名片。中央文明办

充分肯定，天津、四川等兄弟省市文明办专程

来渝学习考察。

４几点启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形成

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开展餐桌文明大行动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既

为下一步拓展延伸、形成常态奠定了基础，又

对我们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供了许

多启示。

一定要抓小抓实。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

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 “大厦”离不开每一件小

事、每一个细节的支撑。 “细微之处见精神”。

餐桌文明大行动以群众生活中最为寻常的小事

“吃饭”为突破口，通过创新活动载体，丰富

活动内容，规范活动环节，用好传播手段，使

“餐桌文明”的大道理从 “纸上谈兵”转化成

为群众的 “日常练兵”，就是知民情、解民忧、

暖民心，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做到了群

众心坎上。我们深刻认识到，凡是亲身参与活

动的群众无一不深受感染、拍手叫好。开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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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既要突出抓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 “三大创建”，更要

把 “三大创建”落实到群众 “衣食住行用”这

些小事、实事上来，以小见大，务求实效，日

积月累，久久为功。

一定要见物见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最

大优势是群众性，既离不开人这一根本因素，

也离不开物的充分利用。在餐桌文明大行动

中，我们针对市民 “不愿浪费、不愿奢侈”的

潜在心理和餐饮经营者 “建文明品牌、助生意

兴隆”的主观愿望，将活动理念转化为可参

与、可感知的操作过程，物化为看得见、听得

到、摸得着的推介举措。每个人的文明行动，

带来了物的节约，带来了实际效果。我们深刻

认识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必须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为了人、服务人、依靠人，使 “人”

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体，成为文明意识的主动构

建者、文明行为的主动实践者、文明风尚的主

动传播者，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统一

起来，让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看到物的变化，在

利用物的过程中领悟文明的重要。

一定要求深求高。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最

终目的是提高人的文明素养、提升社会文明程

度。餐桌文明大行动将理念设置为 “节用惜

福”，载体设计新颖，吉祥物米宝宝让人觉得

生动有趣、“一见倾心”。特别是，编辑出版的

《读点经典》“俭以养德”专辑，不少专家和群

众称赞：“这本小册子很好！”使餐桌文明大行

动 “粒粒皆辛苦”的思想内涵得到充分展现。

我们深刻认识到，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能 “见

子打子”、就活动抓活动，既要立意高远又要

深度挖掘，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

国之魂，丰富提升思想内涵，不断增强吸引

力、感染力、影响力，让人们觉得参加这项活

动有品位有品质。

一定要共建共享。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说到

底就是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曾讲： “凡是

需要群众参与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

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餐桌文明

大行动科学设置餐饮企业、服务人员、顾客的

活动内容，构建了三者彼此互信、利益共生的

积极关系，避免了 “餐饮店不愿、顾客不能、

服务员不屑”的现象，实现了共建共享。我们

深刻认识到，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全部工作力

量，让每个活动组织者都是参与者，每个活动

参与者都是受益者，让群众参与在其中、快乐

在其中、获益在其中、满意在其中，有效避免

“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形成全社会推动

精神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

（重庆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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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四川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战线深入贯
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

神，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

实现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大力推动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着力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营

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围绕 “建党９０周年”、“５·１２”汶川特大
地震三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多种形

式的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教育活动和 “感恩

奋进”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第三届全国道德模

范和第二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收到公

众投票４２５万余票次，评选产生３８名第二届四
川省道德模范。文建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９名候选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模范宣传活动，编辑出版

《第二届四川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组织优秀

艺术家组成创作队伍，编排并举办四川省 “道

德模范故事汇”演出活动。利用网络媒体的感

化力和互动性，举办５期四川省 “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微访谈”，宣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

组织开展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的活动，召开

全省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座谈会，总结交流近年

来的帮扶工作经验，解决道德模范实际困难，

完善帮扶政策和办法。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经典诵读大赛、

网上宣传活动。在眉山市成功举行 “我们的节

日·中秋———东坡诗词诵读大赛”，喜庆家好

月圆、品味诗词韵味、颂扬传世经典。组织

“春节网上行”、“清明 ‘５·１２’三周年网民大
祭奠”、 “网上祭英烈”、 “中秋诗文鉴赏”、

“节日微博征集令”等各具特色的系列网上主

题宣传活动。开展 “四关爱”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在广安、成都、绵阳等地持续开展 “关爱

空巢老人”、 “关爱留守儿童”、 “关爱农民

工”、“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中央

文明办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活动承办城市共为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募集资金８００多万元，资
金的９０％用于各城市开展活动。开展推荐评选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活动，我

省３名志愿者和一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当选。
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志愿精神。创建 《志

愿者专刊》，成为全国率先建成的志愿服务宣

传阵地。开辟四川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专题网

页，建设全省志愿服务网络数据库。开设四川

省志愿服务工作 ＱＱ群和志愿者通联 ＱＱ群，
为推进志愿服务工作搭建了相互学习和交流的

网络平台。加强志愿服务基金会的建设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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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助开展 “红红火火过大年”、 “爱在汶

川———关爱灾区空巢老人、农民工”、“向贫困

地区学校捐赠教学机”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二、以 “三大创建”活动为龙头，深

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制订 《四川省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细

则》，启动对全省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对全省

２１个市 （州）进行明察暗访，不断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编辑出版 《四川省文

明城市》，展示四川文明城市风采。组织新闻

媒体宣传推广一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县城候

选城市创建经验。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召开工作推进会和宣传工作现场会，加大 “关

爱生命、文明出行”主题宣传力度。

贯彻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

会精神，制定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川委办

［２０１１］１９号）。召开 “四川省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评选第三批全国文明

村镇候选村镇，加强对各地文明村镇创建的督

促指导。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制定文明集市创

建标准，开展文明集市创建。举办 “第三届青

年文化节和乡村青年歌手大赛”，活跃乡村青

年文化生活。中央电视台七套播出了双流县文

明村镇创建中开展的 “家家学、家家建、家家

乐”活动专题。成都市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关于 “新家园新生活新风

尚”活动的大会交流发言，广安市作了 “科学

生产文明生活”书面交流。

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七进”活动和各

项专项治理活动，以文明创建促进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提升文明创建水

平。通过主题宣传、教育培训、实践活动等方

式，继续推进以 “除陋习、树新风”为主要内

容的 “美环境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对部分市

州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情况进行考评检查。配合

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及藏区、彝区系列民生工程

实施，通过连片创建活动、文明单位结对帮扶

活动等方式，开展以 “爱护新的家园、改进生

活习惯、培养文明行为”为主要内容的 “新家

园新生活新风尚”主题文明创建活动。组织举

办 “文明之光”文明单位文艺汇演，承办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

动。以推荐评选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为契机，

推进文明单位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

信建设，提高文明单位创建水平。召开四川省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隆重表彰第二届

四川省文明城市和２０１０年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省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社区）。

三、着眼培养新时期接班人，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产品，做好新童谣

征集推荐和组织传唱工作， 《家家宴》等４首
童谣作品获选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组织全省

少年儿童认真阅读、学唱优秀童谣作品书集

《中华是我家》。组织编写纪念 “５·１２”地震
三周年未成年人系列读物，编写出版 《我们在

长大———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成长记》、《汶川的

童年》、《汶川的童眼》、 《汶川的童言》等中

小学生 “感恩奋进”优秀征文作品集，六一前

夕，向全省青少年儿童推荐作为优秀川版图

书，支持面向未成年人的动漫创作推广。

深化实践育人工程，举行四川省 “抗震救

灾英雄少年”成长励志巡讲报告会，组织 １２
名英雄少年代表赴成都、南充、绵阳、德阳等

地进行多场巡讲报告，增强了广大中小学生自

强不息、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信心。承办全

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座谈会，开展中小学 “感

恩奋进”有奖征文活动， 《致祖国母亲的一封

信》、《映秀不再哭泣》、《感恩》等８００余件作
品分获一二三等奖。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主题活动，组织开展歌咏文艺演出、书

法绘画、节日小报、征文演讲比赛、万名青少

年夏令营等主题活动。举办全省少年儿童 “欢

庆六一·童心向党”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歌咏
活动文艺汇演。实施全省 “心海护航”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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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健康教育工程，建成第５个心理健康辅
导站，从社区、中小学到网络，多方位、广角

度地满足未成年人心理辅导需求，构建起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体系。召开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测评工作专题会议，开展全省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测评，组织编撰全省青少年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蓝皮书。探索学校、家庭、社会 “三

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模式，２４所 “心海护航”

工程实验学校，围绕 “爱的教育”、 “生命教

育”、“感恩教育”、 “理想教育”等内容，结

合实际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课程。

健全未成年人工作保障体系，召开全省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四川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任务分工》 （川文明办 ［２０１１］１０号），加
强对市州的工作指导和科学化考评。净化社会

文化环境，保持对互联网、手机淫秽色情有害

信息依法打击的高压态势，净化荧屏声频，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推动各地将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纳入

“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加快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数量由２０１０年的
２９０所增至１０００所。

四、组织实施西部文化惠民工程，持

续开展 “三下乡”活动

以 “建设新家园·放歌新生活”为主题，

组织文艺团体赴地震灾区和贫困地区慰问演出

１１场、 “文化暖冬慰问活动”巡回演出６场，
给近１０万群众带去冬日最温暖的问候和祝福。
组织四川省第八届卫生下乡 “爱心服务团”，

以 “爱心服务·情暖灾区”为主题，赴极重灾

区开展爱民医疗诊治活动。１０余家医疗机构约
８０名医务人员现场开展手术、义诊、心理辅
导、送医到户、专业知识讲座、基层医院业务

指导、咨询等活动。举办四川省第十一届 “迎

新春科技大场”送科技下乡活动，开展 “科技

之春”科普月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组

织送戏 ８０００余场、送电影 ２０万场、送图书

１４００余万册，举办科技讲座 ５２００余场、科技
大场４３００余场、赠送科普资料１１０余万份，开
展义诊活动１５００余场、诊治农民群众３１０余万
人次、办医疗培训班３３００余场、培训医务人员
３１余万人次，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

２０１１年，精心组织实施 “绿色电脑进西部

工程”。将中央文明办赠送我省贫困地区的

６０００台电脑，及时准确送到全省各基层单位、
文化站点和各中小学校，进一步满足了建设绿

色、健康、安全的青少年上网场所和基层干部

群众浏览互联网平台的需要，为引导青少年和

基层群众健康上网、文明上网、运用互联网接

受先进文化熏陶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精心实

施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继续在绵阳南山中学和

广安中学开设高中 “宏志班”，按照 “公开、

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招收贫困学生

１００名入学就读。按照每人５０００元的标准，全
年资助１２５名大学新生入学就读。

五、巩固精神文明网络平台建设，全

力抓好各项基础工程

成功开通 ＷＡＰ（手机）版中国未成年人
网和四川文明网微博，推出首家精神文明直投

杂志 《呼啦圈》，打造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数字化展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重温救灾历

程、感受重建成就、体会制度优越、接受主题

教育的 “网上课堂”。小记者站建设取得新的

突破，全国共建小记者站５８３所，招募小记者
约５５万人。中国未成年人网日均访问量突破
２０万人次，四川文明网年访问总量突破２３０万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３４９７９％。在国家工
信部组织的政府网站综合影响力评价活动中，

中国未成年人网荣获全国唯一的 “２０１１年度中
国互联网最给力奖”，四川文明网获得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政府网站领先奖”。

设计开展各种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的网上

主题宣传活动。开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网上展播、“我们

的节日”、全国优秀志愿者网络推荐、 “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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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专题专栏，服务全省

精神文明建设。策划开展四川省 “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微访谈”活动。举办 “四川省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专题培训班”，全省首支网络志

愿者队伍正式诞生。开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系列专题，“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网上

展播、“我们的节日”特别专题。

特色活动

攀枝花市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我

参与、我体验”活动

攀枝花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

印发 《攀枝花市２０１１年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我
参与我体验活动工作方案》，确定了活动主题，

建立起由市治理办牵头协调，市委宣传部 （市

文明办）、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

市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市、区 （县）

联动的工作体系。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

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专题

研究部署 “我参与、我体验”活动的人员招

募、岗位选择、宣传报道等工作事项。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组织６家市级媒体和机关干部、学校师
生、医生护士、新闻记者、企业职工和务工农

民等３５名社会各界人士现场观察和体验市容环
卫、园林绿化、城管执法、道路交通秩序治

理、集贸市场和小广告治理、道路桥梁沿线环

境卫生治理、客运中心秩序整治等１２个涉及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工作岗位。各市级新闻媒体

统一开设了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再掀高潮———

我参与我体验”专栏，通过刊发志愿者体验日

志、工作纪实、专题报道、动态消息、新闻图

片等形式，真实生动地展示了攀枝花市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市级新闻

媒体还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的

成效，引导广大城乡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文明的行为方式，使城乡居民更加积极主动

地参与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来。 “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我参与、我体验”活动的有

序开展，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城乡居民

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

提升，全民共建的氛围更加浓厚，实现了由

“要我做”向 “我要做”、“少数人干”向 “全

民参与”以及 “自己做好”向 “带动别人做

好”的深刻转变。

乐山市开展 “嘉州好少年”主题教育

活动

２０１１年３—６月，四川省乐山市在全市少年
儿童中开展 “嘉州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月，由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乐
山市文明办、共青团乐山市委、乐山日报社、

乐山市教育局、乐山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乐山

市少工委、乐山新闻网联合主办的乐山市首届

嘉州好少年评选活动圆满结束，评选出了１０名
首届 “嘉州好少年”和１０名提名奖。为引导
和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以他们为榜样，健康成

长，该市以 “学身边榜样 做四好少年”为主

题，在全市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了 “嘉州好少

年”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开展

以 “争当四好少年”为主题的 “国旗下讲话”

活动。各中小学校充分利用周一的升旗仪式，

向少年儿童深入讲解 “四好少年”的内涵和学

习活动的重要意义。二是开展学习 “嘉州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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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题讨论。各中小学校以主题班、队会活

动为契机，组织少年儿童交流 “争当四好少

年”活动、“嘉州好少年”评选活动、学习身

边榜样典型事迹心得体会，讨论如何以 “嘉州

好少年”为榜样，努力争当 “四好少年”。三

是开展 “学习嘉州好少年，讲述成长故事”活

动。各级少先队组织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宣传

栏、黑板报、宣传海报等，大力宣传乐山市首

届 “嘉州好少年”的典型事迹，进一步扩大

“嘉州好少年”在少年儿童中的影响，让全市

少年儿童在深入宣传和学习活动中，讲述自己

或身边伙伴学习 “嘉州好少年”的先进事迹。

四是开展 “知党史、学榜样、展风采”教育实

践活动。各级少先队组织认真开展 “民族精神

代代传”、 “雏鹰争章”、 “祖国发展我成长”

等少先队品牌活动，组织开展演讲、绘画、手

抄报、歌唱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挥榜样

的示范作用，充分调动少年儿童的参与积极

性，全面展示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整体

形象，深入激发少年儿童热爱党、热爱祖国的

情感，促使其健康快乐成长。

泸州市泸县巧用网络　架起七彩心桥

泸州市泸县云龙镇英雄村抓住机遇，利用

现代文明手段，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推动新

农村建设。

网上交流，流动党员好管理。外出流动党

员的增多，给管理、学习、服务等诸多方面造

成了一定困难。英雄村村支部通过利用在村办

公室建起的电脑网络与在外流动党员取得长期

联系，强化流动党员的管理，让他们随时掌握

家乡的发展与变化，参加支部的学习，感受组

织的温暖，并能与村党总支部的思想、发展保

持一致。自２００８年７月起，村上建立了在外流
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远程管理方案，村党总

支部可以通过网上视频与这些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进行考查谈话。２０１１年，该村在通过多次
的视频考查后，确定了一名思想好、业务能力

强的本科毕业生和两位艰苦创业、吃苦耐劳、

遵纪守法的自办企业老总为入党积极分子，得

到了全村党员的认可，同意吸收为党支部预备

党员。

网上相会，一家老幼乐团圆。大量壮年男

女外出务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相隔千里难相聚，但彼此都需要家庭

的关爱。英雄村党总支部与党员建立网络视频

时，深切了解到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人盼望见面

的思念之情。村上成立了爱心视频领导组，利

用周末向群众开放村办公室，免费让老人、小

孩通过电脑网络跟亲人视频见面、语音聊天，

搭建起爱的桥梁。

网上交易，做起买卖真方便。英雄村充分

利用网络平台，帮助群众完成网上交易。群众

要购买生产生活物品，干部帮忙在网上查找信

息。农户的农副产品要销售，干部帮忙在网上

发布了信息。网上发布信息，联系商家，拓宽

了交流渠道，为销售之路奠定了基础。网络销

售，正在成为农副产品销售的强力助推手。

泸州市古蔺县 “革命教育”推进和谐

文明社区建设

２０１１年以来，古蔺县太平镇长征街社区充
分利用辖区内的革命资源，依托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积极开展 “革命教育”，有力地推进了社

区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居民群众素质有了较大

提高，促进了和谐文明社区建设。

阵地建设，筑牢革命教育之 “基”。长征

街社区充分利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工农红军太平渡

陈列馆”这一珍贵历史资源，把太平渡陈列馆

作为社区党员干部群众接受革命教育的重要基

地，努力打造为川、滇、黔地区广大党员群众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桥头

堡”。积极整合革命资源，加大投入，改善硬

件设施，扩建修缮景点景区。先后争取资金

３０００多万元，聘请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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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等规划专家对道路和陈列馆进行

规划设计、改造，新建了毛泽东四渡赤水专

馆、女红军专馆，对太平渡陈列馆内部硬件设

施和周围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对太平古镇进行

了维护修缮，使太平古镇成为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

革命课堂，坚固革命教育之 “本”。充分

利用文化资源，开设了党员干部简便易行、直

观易懂的 “革命教育”课堂。一是以五四、

七一、国庆节等重大纪念日为契机，在社区党

员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优秀共青团员中开展

了 “万人升国旗仪式”、重走长征路、重温入

党誓词、革命电影展播等革命主题教育系列活

动，大力弘扬 “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长征

精神，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二是邀请 “酒城讲

坛·郎乡大讲堂”讲师定期举办 “传承红军长

征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等专题讲座，

从深入了解红军长征历史入手，加强党员干部

思想道德教育，丰富党员干部知识层面，提升

干部队伍素质，着力培养和打造学习型干部。

红色品牌，铸造革命教育之 “魂”。社区

党委紧紧围绕独特的革命资源，以社区党员干

部、老党员、红军后代、陈列馆解说员为主要

力量组建了 “革命故事”宣讲团等，积极组织

社区党员群众、中小学生开展社区广场革命歌

曲演唱会、革命歌曲大赛、革命故事演讲比赛

等文化主题活动，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一年来，太平街社区 “革命故事”宣讲团组织

宣讲１３６场，开展各种红色主题活动１０余次，
参与人数达６０００余人次。目前，社区正逐步形
成 “人人了解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历史、人人

都是景区讲解员，人人能讲３—５个红军长征故
事”的良好氛围。

南充市高坪区把感动传递　让道德生根

高坪区以开展 “身边的感动”文艺下乡巡

演活动为契机，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

了社会和谐稳定。他们用 “身边感人的事”做

成节目演出以感染身边的人，通过 “文化下

乡”的形式，广泛传播真善美，大力倡导新风

尚。让干部群众在欣赏节目中品味大爱、发现

崇高，受到教育和熏陶。采取发布公告、设置

推荐点等形式，积极发动全区干部群众广泛参

与 “我身边的典型”评选活动，挖掘感人素

材，精心创作编排，借助艺术手段真实再现身

边典型的道德风采。经过层层筛选，从１３２位
先进典型中遴选出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孝

老爱亲”等１０大类２０名最具感动特质的人物，
作为 “身边的感动”的创作原型。邀请国家级

编剧会同市、区知名作家深度挖掘身边典型的

“感动”元素。精雕细琢，全力打造感人作品，

对２０位先进人物进行了深度采访和艺术提炼，
夜以继日，数易其稿，成功打磨出２０余个既催
人泪下又让人回味的文艺作品。真情投入，全

心演绎感人故事。活动中，既坚持 “作品从群

众中来”，又坚持 “节目由群众来演”，从文化

馆、学校、企业等单位抽调大量业余演员和群

众演员，担纲节目的各个角色。本着 “感动观

众，演员首先要感动”的原则，组织演员与原

型 “面对面”交流、到原型居住地体验生活，

让他们 “零距离”感受原型的精神世界和生活

细节。坚持面向基层，认真组织巡演，让道德

的种子在广大群众的心田生根发芽。“身边的感

动”文艺节目创编基本成型后，区委专门就巡

演的组织实施进行精心筹划安排，采取专场演

出与巡回演出、现场互动与上下互动、舞台表

演与图片展览相结合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

现人物原型的 “感人”事迹，撼动观众心灵，

引起观众共鸣。特别是当部分原型人物登台与

观众见面时，每次都能听到经久不息的掌声。

走近基层，把 “感动”传递到人人。以文艺演

出专用车为载体，将舞台延伸到村社、学校、

企业，让群众在 “家门口”品尝到这台 “精神

大餐”。开展巡演４０余场，观众超过１０万人。
巡演所到之处，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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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纳溪区开展 “亲近经典、传承

文明”活动

２０１１年，纳溪区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过程
中，开展了以 “亲近经典、传承文明”为主题

的中华经典诵读系列特色活动，以经典诵读为

抓手，推动市民素质的提高和城市文明程度的

提升，达到以文化促文明，以文明促发展的

目的。

突出重组织发动、重内容精选、重师资培

训、重载体推动、重日常诵读 “五重”，在机

关、学校、企业、社区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针对不同群体，认真筛选诵读内容，组

织专人编印了 《中华经典诵读学校推荐篇目》

发放各中小学，《中华经典诵读机关推荐篇目》

发放机关干部，《中华经典诵读市民推荐篇目》

印发群众阅读。定期邀请国学教授和国学名师

开班授课，为全区近４００名经典诵读带头人讲
解国学知识，传授诵读技巧。利用清明、中秋

等传统节日，开展以 “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

诵读会，举办诵读比赛，评选表彰在中华经典

诵读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团体、家庭和个人。

全区各中小学校每周开设一节经典诵读课程，

定期召开经典诵读主题班会。各单位和部门则

利用党团组织生活会、工会活动、机关学习日

等契机，组织职工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各镇、街道将触角伸向普通群众，利用茶

馆、社区活动室等为阵地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形

式的日常诵读。

诵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内涵不断拓展，活

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读经诵典融入文化

活动。诵读活动由政府推动变成群众主动。各

机关单位将读经诵典融入各种机关活动，经典

诵读出现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各社区组织的中

华经典诵读班学员达到上千人。二是读经诵典

推动其他工作发展。纳溪区天仙镇把经典文化

传承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 《二十四孝》

图制作成镜框，悬挂于农户家中客厅，以经典

浸润人心，构建和谐乡风。三是读经诵典提升

干群素质。广大干群在诵读经典中，将经典著

作中的做人准则融入生活，机关干部更加爱岗

敬业，企业职工更讲职业道德，群众更重文明

品德；经典诵读活动读出了纳溪人民的精气

神，提升了城市文明程度。

泸州市叙永县 “童心向党”主题活动

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深化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增进未成年人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的情感，叙永县自５月初起开展
了 “建党９０周年———童心向党”主题系列活
动。活动开展以来，全县相关部门和中小学校

精心组织，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党的生日的祝

福，抒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期盼，在全县掀

起了 “学党史、颂党恩”的热潮。

紧扣主题，一次精心策划的思想道德教育

尝试。 “童心向党”系列活动由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县教育局、团县委、县妇联、县关

工委６部门联合发起，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在 “童心向党”主题统揽下，

以 “讲党史、颂党恩”、 “感恩奋进”、 “童心

向党·欢庆六一”、“校园之声”、“我为党的生

日送祝福”五个子活动为主要内容，让未成年

人通过 “讲、演、论、唱、诺、行”等形式来

祝福党的生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

主旋律，深刻渗透思想道德教育，推进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丰富形式，一段寓教于乐的教程。各学校

紧紧围绕主题，广泛开展党史讲座、诗文朗

诵、书画比赛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引导广大少

年儿童颂党恩，跟党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活动开展以来，县文明办组织了 “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专场文艺演出，组织讲师团到乡村

学校为孩子们举办形势报告会８场，演讲活动、
文艺活动２０余场，各中小学校开展党史教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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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和演讲活动１００余场。举行了 “童心向党·

欢庆六一”留守儿童集中慰问暨表彰活动，表

彰了１０名留守自强之星、１１０名优秀留守儿童
和８４６名优秀学生。

关注心灵，一项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生动实践。在系列活动全面推进、渐次升温的

过程中，县委县政府始终情系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将 “颂党恩”的心意转化为关爱未成年

人的实际行动。自今年起，县委县政府将每年

六一儿童节确定为全县留守儿童集中慰问和表

彰日，同时发动全县各级各单位积极为未成年

人办实事。成立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基金

会”，目前，全县各界为未成年人办实事资金共

计近３０００万。各单位、各乡镇还针对留守儿
童、单亲特困儿童、孤残儿童等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关爱活动，为他们送去慰问和温暖。党委

政府、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的关爱进一步在全

县营造了尊重儿童、关心儿童、支持儿童事业

发展的良好氛围。

广安市广安区创新开展 “欢乐市

民大赛”

２０１１年，广安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过程中，创新开展了 “欢乐市民”大赛。

“欢乐市民”大赛以畅想美好生活、提高

市民素质为主题，全员发动，多方投入，营造

全民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氛围，创作演出了快

板书 《赞广安》、欣赏诗朗诵 《文明礼仪伴我

行》、小品 《习惯不能成自然》、舞蹈 《西部有

个金广安》等一批优秀节目。

评选表彰 “十星文明户、和谐平安户、诚

实守信户、清洁卫生户、好婆婆、好媳妇”

等，是 “欢乐市民”大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文明细胞的评选过程中，通过抓示范，抓评

比，抓实事，促家庭美德建设工作的创新。现

在，各街道社区已树立起文明家庭创建的 “品

牌”和 “特色亮点”，使我区文明家庭创建工

作紧跟时代步伐，创造出更多体现和谐社会建

设的特点、为家庭喜闻乐见、愿意参与的工作

载体，使广大家庭在情理交融、雅俗共赏的教

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文明水平和幸福程度，

使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更具时代性。

为了进一步加深市民对创建工作有关常识

的了解，在 “欢乐市民”大赛中特别设置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竞答，引导市民积极参与

创建，市民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踊跃回答，市

民文明素质在竞答中得到提升。通过知识竞

答，引导市民把告别不文明行为、告别陋习变

成每个市民分享文明成果的权利意识，推动全

社会形成文明生活的良好氛围，促进广大市民

养成文明习惯，在生活中同享文明成果。

创新开展的 “欢乐市民”大赛活动，共举

办８０多场次，内容丰富多彩，为群众所喜闻乐
见，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了 “广

安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的意识，形成了广大

市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行动，积极投身于

创建活动的良好氛围。

巴中市红色教育放光彩　红军精神代
代传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着力加强红色教育，

红军精神在革命老区大放光彩，代代相传。

红军支部火样红。在市城区成立红军支

部，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支部红军党员经常

深入到城区机关、社区、学校上红军传统课，

在全区营造了 “红军歌曲代代唱、红军精神代

代传”的良好氛围。

民工公寓暖如家。建立巴州民工公寓，开

设了住宿、餐饮、洗浴、娱乐、培训等１０多个
服务项目，２０１１年，接待民工 ４１万余人次。
在民工公寓建立民工党支部，对进城务工的民

工党员集中开展红色教育。公寓内还开办了

“民工夜校”，年度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５期，培
训民工３１６０余人次，同时，设立了 “务工指

南”，帮助１５８０多个民工找到了就业岗位。
红土地上竞风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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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传承红军精神。２０１１年年底，巴州区共募集
资金５００多万元，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红军将帅
碑林。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对革命资源进行

保护、开发。全区拥有各类红军遗址、遗迹

１６５处，红军文物３万余件，各级各类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及参观点２３个，其中川陕苏区将帅
碑林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爱教基

地，在全区深入开展了 “观看一部革命电影、

举办一个革命专栏、唱会一首革命歌曲、讲好

一个红军故事、听取一场红军报告、参观一次

红军遗址、组织一台文艺演出、开展一次集中

讨论”的 “八个一”活动，红军精神在革命老

区大放光彩，代代相传。

探索创新

双流县 “三家”活动引领农村乡风文

明建设

近年来，双流县以 “三家”活动经验为引

领，扎实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在全县形成了

“一镇一品”的乡风文明建设格局，走出了一

条不断提升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培养新型农

民、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三家”活动暨：“家家学、家家建、家家

创”活动；“家家学，学习理念进家；家家建，

和谐之风暖家；家家创，知识创业富家”。活

动紧紧围绕 “提高农民群众素质，实现农民群

众生活富裕”的奋斗目标，扎实推动农村文

化、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切

实可行的方式方法，提高农民群众的文明程

度；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给活动注入新鲜血

液，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通过 １３年的发
展，“三家”活动的形式、内容、内涵等不断丰

富、深化，已经形成了 “强素质、创财富、建

和谐、求幸福”的 “三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模式。２００７年，胜利镇因 “三家”活动成

效显著被中央党校党建部和四川省社科院确立

为 “社会主义乡风文明实验基地”。２００８年，
双流在全县推广 “三家”活动创建经验，乡风

文明建设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先后涌现出了

三星镇 “民风民俗理事会”活动、永兴镇 “三

三”活动、黄甲镇 “三建立三争创”活动、彭

镇 “三支队伍促文明”活动等一批乡风文明建

设的先进典型，基本形成 “一镇一品”的乡风

文明建设格局。如今，在双流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掩映在绿荫中的农家院落里，不时飘出读

书声，在社区的集体活动室里，一个个新颖的

节目正在上演……整洁的村容，淳朴的乡风，

欢歌笑语的氛围，让人流连忘返。

“家家学，学习理念进家”。家家学，以推

进学习型家庭建设为重点，组织学习党的方针

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

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一是

制定了学习型家庭标准，要求藏书量 ５０本以
上，有学习计划和学习记录。二是加强阵地建

设，做到家有藏书、社有学习园地、村有学习

指导小组。三是根据群众需要，推荐学习书

籍，加强学习指导。四是广泛开展 “四进农

家”活动 （家庭美德、科学文化、文体娱乐、

法律知识进农家）、“月读一书、年学一技”等

学以致用读书活动。

“家家建，和谐之风暖家”。家家建，以建

设爱心家庭为重点，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和诚实守信等教育活动，建设和谐家庭、和谐

社会。一是家庭和睦。对家庭教育环境、家庭

文化娱乐生活、良好家庭氛围提出了要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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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邻里和谐。开展了干部家庭与农民家庭 “手

拉手”，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儿

童留守家庭 “手拉手”的 “两牵手”活动。三

是利用 “母亲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

展 “晚辈和长辈之间互表亲情”、“邻里之间互

表友情”、“夫妻交心谈心”以及 “拒绝陋习、

倡导文明”等主题活动，形成了团结互助、积

极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

“家家创，知识创业富家”。家家创，以兴

业致富为重点，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支持百姓

创家业，帮助农民增收致富。一是提供发展资

金。镇政府每年拿出２０余万元资金，为百姓创
家业提供贷款支持。二是加强技术培训。镇农

技培训中心，定期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农牧

１１０及时为农民群众提供技术支持。三是帮群
众找致富门路。镇、村 （社）都建立了农民就

业服务中心，及时为群众提供就业信息和致富

门路。四是鼓励带头致富，共同富裕。制定了

“创业示范户”评比标准，对产业结构调整效

果好，经商办企业带动本村群众共同致富的带

头人，给予大力的支持和表彰。

泸州市乡土文化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泸州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为根本，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在建

设、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以弘扬地方传统特

色文化为抓手，以社会主义新农村 “乡风文

明”为方针，实施特色文化工程，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赢得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升。目前，已创建文明单

位１２００个，文明社区７３个，文明集镇２５个，
文明村２０１个，“文明示范窗口”６９个，“十星
文明户”创评率达４０％。总的来说，我市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民精神文化

生活日益丰富。

打造农民演艺艺术品牌，弘扬传统特色文

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文化需求明显

提高，农村演艺队伍更加活跃，我市涌现出了

上过春晚的巴蜀笑星张德高，还有一大批在全

国、全省各种比赛中获奖的演员歌手等，深得

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我市把弘扬传统文化艺

术与农村文明创建有机结合起来，以创建农民

演艺网为导向，探索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新

路径。泸县通过整合演艺资源，由政府主导，

依托农村文化演艺资源打造农民演艺艺术品

牌。通过抱团整合方式，把散落在云、贵、

川、渝的８６支泸县农民演艺团队进行整合，成
立了农民演艺网 “四川龙城农民演艺中心”。

演艺网成立以来，演艺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演员素质显著提

高，演出节目更加健康且具备竞争力。特别是

今年，效果更加明显，张德高的小品 《星级服

务》、《棒棒》经聘请有关专家修改排练，已于

６月２２日、２３日 ＣＣＴＶ－３《笑星大联盟》播
出；另一个被群众戏称为 “猪油罐儿”演出团

的小品 《带着公公出嫁》在今年泸州市建党９０
周年文艺调演中获第一名。演艺中心的雨坛彩

龙到浙江参加 “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舞龙展演”
暨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舞龙评奖活

动获得金奖。二是演出市场更加有序，演出团

队竞争力更强。通过成立演艺网，结束了泸县

演艺队伍散、乱的市场局面。三是演出更加注

重社会效益。针对农民演出团队的现状，文化

部门强化管理，演艺中心加强监督，加强学习

和交流，一方面通过免费培训提高节目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农村文艺调演，组织实施县

委、县政府的 “１１２农村文艺演出工程”，积极
引导，遏制了部分演出节目存在低级、庸俗的

问题，社会反映良好。目前，各镇的演出队伍

已经成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的强有力工具。根

据农民演艺网的规划，今后几年，农民演艺中

心将评级评优，组织戏剧小品研讨会等力争把

泸县的草根艺术团推向全国，成为南方的 “本

山集团”，真正实现 “小舞台、大文化”。

适应农民精神需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泸州市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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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

稿力度，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覆盖

网络，形成了覆盖全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我市将基层文化投入的重点放在硬件设施建设

方面，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农村带有普遍性的

“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广播难”

等基本文化需求，以文化项目建设为抓手，先

后实施了农村综合文化站工程、农家书屋工程

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文化项目建设。目

前，全市 １３８个乡镇，建有文化站的 １０１个，
有工作场地的乡镇文化站１０２个；建成新农村
示范村１５个，农家书屋１００４个，书籍存放量
达１５０６万册；实现覆盖２０户以上自然村广播
电视 “村村通”１０４５８个，覆盖农户１０万户。
这些阵地的建成使用，有效地推进了农村文化

建设的科学发展，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带动

农村文化资源整合，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不仅

是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是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 “验收表”。近年来，我市各区县坚持

文化 “三下乡”，寓教寓演的宣传方式使群众

的不良文化生活习惯得到了有效改善，促进了

农村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推动了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市级部门送文化下乡 ４５８场，
观众１４１５３０人次，组建群众性文化艺术团队
４２５个，年均表演 ３３００场，农村电影放映
２０８５９场。同时，大力实施 “１１２农村文艺演
出服务工程” （即保证每年每村 ２场文艺演
出），鼓励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创作民间文化

作品，组织动员专业和业余爱好者为广大农民

提供文化志愿服务，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

发展民俗民间文化，从而提高基层文化活动的

档次和水平。近年来，我市民间特色文化作品

《撵野猫》获得了西部民歌大赛金奖，“雨坛彩

龙”荣获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金奖，电影

《双截棍》获德国科隆电影节组委会大奖，并

入选２０１１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小品 《棒棒》

获 “ＣＣＴＶ全国第八届小品大赛”优秀奖，舞
蹈节目 《豆花飘香》荣获 “四川省第二届社区

优秀文艺节目展演”一等奖，泸县农民演艺网、

激情广场大家乐等，受到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

的热情关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广安市科学生产助发展　文明生活促
和谐

广安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故乡。全市创新开展

了 “科学生产、文明生活”为主题的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培育农村致富产业，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提升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

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立足市情，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新路径。广安市地处四川省东部，人口４７０万，
其中农业人口３９０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任务
繁重。市文明委出台了 《关于开展 “科学生

产、文明生活”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意

见》，以提高农民素质、优化农村环境、增强

致富本领为目标，实施 “四大工程”，完善工

作机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创新开

展的 “欢乐农家”大赛，呈现出以文化人

“引”农家、环境打造 “美”农家、乡风文明

“喜”农家、文体活动 “乐”农家、产业发展

“富”农家五大特色，形成了该市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独特品牌。

多措并举，扎实开展 “科学生产、文明生

活”创建活动。强化教育，大力实施农民素质

提升工程。市文明办编印发送了 《科学生产·

文明生活村民素质教育读本》，将 《村规民约》

编写成农民群众喜欢的顺口溜教村民传唱；制

作以歌颂党歌颂祖国及传统美德为内容的木刻

对联，免费送给农户，组织书画爱好者描绘传

统美德和村规民约文化墙。大力开展 “文明大

院”、“十星文明户”、 “好儿媳”、 “好婆婆”

等创评活动，举行 “欢乐农家”大赛表彰仪

式，颁发奖金、奖品，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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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情。建立道德评议会、妇女禁赌会等群众

组织，村民的行为习惯在监督中不断规范，文

明意识在劝导中不断提高。

结对共建，大力实施人居环境优化工程。

发动６４个省级以上文明单位与６４个文明生态
试点村开展结对共建，帮助修建村级公路、建

设文体场地、购置环卫设备等。坚持对乱扔乱

倒、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涂乱画、乱堆乱

码等突出问题进行强力整治，全面推行清洁卫

生检查评比制度，开展 “清洁卫生户”、“环境

治理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促进村民养

成爱护环境、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

加强培训，大力实施特色产业富民工程。

以村民学校为依托，大力培训新技术、推广新

品种、发展新产业。各级涉农单位和科技部门

聘请农技专家开展 “自助餐”式培训１２０余场
（次），受训农民１８２００余人，提高了农民的种
养技能，先后建成了广安农业科技中心、广安

绿色伟业园艺有限公司、广安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等３６个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农民人均年增收
５００元以上，特色产业初见成效。

整合资源，大力实施公共文化惠民工程。

围绕有文化阵地、有文化队伍、有文化活动三

项目标，大力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全市已

建成农家书屋１１４０个，村级文化活动室１９５０
个，标准化乡镇综合文化站９５个，离土不离乡
的农村文艺宣传队１２４支，成立农村电影放映
队６３个，乡村坝坝健身队４５个。在 “欢乐农

家”大赛中，开展掰手腕、扭扁担、举石锁等

传统体育比赛；举办地方民俗活动、特色剧目

展演，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文艺活动，

进一步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营造出健康向

上、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

效果显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机制健全，文明建设大推进。市、县

（市、区）两级都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负责

创建活动的组织策划、统筹协调和检查督促。

实行市级领导定点联系乡镇、文明单位结对帮

村、涉农部门项目资金集中使用的工作模式；

各乡镇实行了乡镇干部包村、村组干部包院、

党员包户责任制；建立完善了农民教育培训机

制、文明细胞创评激励机制、城乡结对共建机

制、村规民约约束机制、清洁卫生检查评比机

制，为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供了机制

保障。

以文化人，农民素质大提升。通过开展方

针政策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开展 “四

德”教育和 “讲文明、用科学、树新风”教

育，开展技能培训和文化法制教育，广大农民

群众的文明意识提升了，生活陋习减少了；爱

护环境的多了，乱倒乱扔的少了；睦邻团结的

多了，坑蒙拐骗的减少了。一大批有道德、有

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经营理念的新型农民迅

速成长起来，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舞台上大显

身手。

科学生产，农村产业大发展。广泛开展劳

务培训，积极拓展劳务输出渠道，劳务收入不

断提高。全市２０１１年培训农村劳动力１００多万
人次，转移农村劳动力近２００万人。采取 “以

点示范”的方式，引导农民走现代农业生产道

路，全市已形成年产值或销售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
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８０余家，培育农业开
发业主６５５０户。

环境优美，农村面貌大改观。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农村公路、便民路、小型水利工

程、文体和卫生设施等得到很大改善，农村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大力实施

农房粉白座脊、建小花园工程以及房前屋后和

道路绿化美化工程，带动广大农村掀起了 “五

改” （改水、改厨、改厕、改圈、改户型）热

潮。全市建成户办工程示范点７８９８７户，农民
新村１０１个，农民居住环境日益改善，文明行
为习惯逐渐养成。

泸州市龙马潭区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助

推文明创建

为全面落实创新社会管理、创建省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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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作要求，龙马潭区以打造志愿服务品牌

为着力点，深入探索基层志愿服务工作的管理

模式、发展方式和活动形式，有效促进志愿服

务工作规范化、品牌化、常规化发展。

探索基层志愿服务管理模式，以全域统筹

协调、层层动员管理推进志愿服务工作规范化

建设。一是建立全区志愿服务网络管理系统。

依托区党政网建成 “龙马潭区志愿服务管理系

统”，对全区志愿服务工作实行数字化网络管

理，实现志愿者注册登记管理、志愿服务活动

审核管理和志愿服务活动信息管理三大主要功

能，率先在全市实现覆盖到村、社区一级的志

愿服务工作网络化管理。目前，全区已注册志

愿者８４００余名。二是建立志愿服务三级组织管
理体系。成立区志愿服务活动领导组，组建党

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医疗救

助志愿者、法律援助志愿者、校外辅导志愿者

等区级志愿者队伍１６支，每支志愿服务队伍实
现有１０支志愿者小队、有２０名志愿者骨干、
有３００名以上志愿者资源储备的 “１２３”队伍
建设目标。各乡镇街建立志愿服务管理站，各

乡镇街志愿者队伍实现有党员志愿者、青年志

愿者、巾帼志愿者、老年互助志愿者、民兵应

急救援志愿者等５个以上不同类别的志愿服务
小分队、有５０名以上志愿者骨干、有５００名以
上志愿者资源储备的 “三五”队伍建设要求。

各村、社区建立志愿服务管理点，各村 （社

区）常规志愿者队伍人数在１０人以上，储备
志愿者资源５０人以上。通过在最基层组建志愿
者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将志愿服务理念

逐步根植入群众心中，有利于引导群众养成互

帮互助的良好行为习惯。

探索基层志愿服务发展方式，以规范标

识、示范精品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品牌化建设。

为提升全区志愿服务工作水平，龙马潭区将打

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作为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

重要举措。一是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标识，发挥

品牌标识宣传效应。通过利用 《龙马通讯》、

区党政网等多种形式开展志愿服务品牌标识征

集、投票评选活动，征集到口号、队伍名称、

标志图案等标识４６个，吸引３５００余名志愿者
和群众参与投票评选。在形成龙马潭区独有

的、统一的志愿服务品牌标识的同时，吸引了

广大干部群众广泛知晓、参与志愿服务品牌工

程建设，培养了志愿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扩

大了志愿服务工作影响力。二是打造志愿服务

品牌试点社区，发挥阵地建设示范效应。通过

搭建社区志愿服务交互管理平台、完善社区志

愿服务管理制度、推进社区常规志愿服务和特

色志愿服务活动有序开展，形成志愿服务品牌

社区建设经验，以示范带动和经验交流，分步

向社区和农村推广，逐步在全区形成成熟的志

愿服务组织管理体系和志愿服务活动运行机

制。三是打造志愿服务品牌队伍，发挥队伍建

设示范效应。以区级１６支不同类别的志愿者队
伍为基础，通过打造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医疗救助志愿者、金辉志愿

者等精品志愿者队伍以及培养志愿者骨干等措

施，利用评选表彰、经验交流等方式，逐步推

广优秀志愿者队伍建设经验，提高全区志愿服

务活动整体水平，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志愿者、

了解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探索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形式，以服务中心、

贴近群众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建设。一是

以服务中心工作为纲，主动开展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主动将志愿服务活动与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紧密联系，以志愿服务活动发挥社会宣传

和示范引导作用，扩大社会影响力，吸引群众支

持、参与推动中心工作。２０１１年以来，全区围
绕创建环境优美示范城、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创

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新社会管理、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以及抗旱救灾等区委中心工作，组织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创建全省环境优美示范城

市 “百日攻坚”、文明城市创建 “天天志愿服务

一小时”、“创新社会管理、共建文明城市”志

愿服务社区行、 “深入治五乱 整洁迎五一”、

“讲道德、树新风”志愿服务进校园进社区进家

庭活动、“身边陋习”不文明言行集中评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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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救灾等多项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开展各

种层次的主题活动近１００场次。二是以贴近群众
生活为要，将志愿服务精神植根基层。全区１６
支区级志愿服务队伍将队伍专业性与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志愿服务队伍

特色优势，开展贴近群众、深入实际、形式多样

的志愿服务活动。以西部志愿者、大学生村官、

年轻干部为骨干的青年志愿者队伍长期开展关

爱留守学生、关爱孤寡老人、关爱农民工子女、

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医生、护士等为骨

干的医疗救助志愿者和人道救助志愿者长期在

各乡镇街、村 （社区）开展义诊、健康教育宣

传等志愿服务活动；以民兵为骨干的应急救援

志愿者队伍在农忙播种、抗旱抢收、防洪救灾等

关键时期及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党员志愿者、

巾帼志愿者、社区志愿者、文艺志愿者等队伍

在构建和谐社区关系、关爱孤寡老人、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等方面也

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

支持。

平昌县 “五星”创建助推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

巴中市平昌县以 “五星级” （敬业星、服

务星、法纪星、诚信星、文卫星）文明单位、

“五星级” （敬业星、和睦星、法纪星、优生

星、卫生星）文明家庭、“五星级” （学习星、

品德星、法纪星、团结星、卫生星）文明学生

评选活动为载体，积极探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新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评选贴近实际，赢得社会广泛认可。坚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各单位行风、政风建

设和评优争先紧密结合；与提升家庭成员素

质，转变家庭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紧密结合；

与整治社会环境，营造未成年人良好成长环境

紧密结合；与开展丰富多彩，培养高素质合格

人才一系列活动紧密结合，把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各项工作根据单位、家庭、社会的不

同类别具体量化为 “五颗星”，制定每颗星的

具体标准，让大家 “跳一跳，摘得到”。

充分尊重未成年人主体作用，激发参与热

情。通过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制作宣传挂图和

知识卡片，编排相声、小品、快板等宣传节

目，创新宣传手段，拓宽宣传渠道，扩大宣传

声势。同时，根据各地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在

抓典型、创特色上下工夫，强化典型意识，努

力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先进典型，打造

创建亮点，让宣传成为创建活动延伸的触角，

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和舆论导向。

严格评选环节，使各参与者信服。制定了

《未成年人 “五星级”文明评选标准》，在评选过

程中严把三关，即：严把评选关。实行 “七步评

选法”。第一步搞好宣传，提高未成年人的参评认

识；第二步参与者自我测评，自定星级；第三步

由未成年人所在社区或学校初评；第四步由社区

或学校召开大会进行总评；第五步对评选得星情

况张榜公示，接受监督；第六步对评星结果再度

审核；第七步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制作公开榜，

隆重表彰。严把档案管理关。建立和完善档案资

料、活动资料和宣传资料等一整套的创建资料，

做到分类别统一装订、记录、编号、建卡立档。

严把考核关。把评选工作纳入各学校、家庭、社

会年终目标考核和未成年人评优争先的重要内容，

严格考核、验收。

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未成年人受益。一是

健全领导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成

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

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五星

级”文明创建领导机构，制定了考核细则，落

实了目标任务，建立了激励措施。二是优化投

入机制，解决资金瓶颈制约。在投入上，一方

面加大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成立了 “五星

级”文明创建帮扶协会，吸纳民间资金、企业

资金和单位、个人赞助资金投入到创建活动

中。三是优化帮扶机制，形成整体联动局面。

评选中，明确了单位、家庭、社会的职能职

责，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同时，实施 “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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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三联”制度，即以推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目标，以带动单位、家庭、社会整体素质提

高，构建 “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格局齐为重点，开展领导联系面、部门联系

点、副科级以上干部联系线活动，进一步夯实

创建活动的内涵和生命力。２０１１年，该县参与
创建已达２０万余人，评选 “五星级”文明单

位４５个、家庭５０００余户、学生２万余人。
（四川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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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按照 “高举

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

体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

本，立足实际，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各

项工作在推进中巩固提升、在落实上深化拓

展，整体工作发展态势良好，成效显著，为全

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提供了有力

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为

根本，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

开放好的主旋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围

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举办了 “党旗高高飘扬，

党旗永远飘扬，坚定理想信念，推动历史跨

越”系列活动和 “红旗漫卷———庆祝建党 ９０
周年网络文化传播活动”、“咱们共产党员———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摄影大赛及作品
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党史知识
大赛”等活动。新增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１４家，全省已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２０８处，基本形成了教育意义突出、
内容充实、史料丰富、辐射面广的爱国主义教

育网络。制定出台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

意见》。广泛开展 “四进社区”和 “三下乡”

等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

开展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推荐

候选人１０名，其中阿里木江·哈力克和张蕾二
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李庆丰、彭文军等８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组织各地道德模范

代表赴全省８８个县 （市、区、特区）进行先

进事迹巡讲活动，现场听众达４万余人次。总
结宣传余庆 “五心教育”和清镇 “诚信农民”

创建活动等经验。邀请中国名博沙龙一清一行

五人对 “文明诚信贵阳人”和遵义 “四在农

家”创建活动进行采访传播，开展了名博连线

道德模范活动，社会影响广泛。慰问帮扶困难

模范或家属，树立了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公民道德宣传建设月、公民道德宣传日等道德

实践活动持续开展，引领了良好社会风气。

二、广泛开展 “迎九运、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展示贵州开放和谐、文明进

步的良好形象

以迎接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在我省举办为契机，以争做 “文明有礼贵州

人”为主题，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

动，实施文明礼仪 “六个一百工程”。编写出

版了 《贵州公民文明手册》，在全省高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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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学生文明礼仪知识竞赛。结合 “３·１２”
开展植树绿化活动、三八节开展妇女维权周系

列活动、 “３·１５”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
动。大力推动贵阳市 “三创一办”工作深入开

展，充分展现全省人民文明有礼和热情好客的

精神风貌。以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

题，大力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举办高

校 “文明交通”辩论大赛。

三、“整脏治乱”专项行动持续开展，

创建文明城市取得新突破

在巩固前五年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启动新

一轮五年 “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坚持以人为

本、改善民生，突出重点、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坚持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整治，注重城乡

统筹，实行动态管理，推动建立长效机制。通

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 “整脏治乱”工作保持

了良好发展态势。经过严格考核测评，全省城

乡环境综合平均分 ９０７５分，较上一年提高
３９４分。群众综合满意率７９７３％，较上一年
提升了６７３个百分点。

“整脏治乱”工作的有效开展，推动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贵阳市荣获全

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称号，遵义市、凯

里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余庆县、荔

波县被确认为全国文明县城，雷山县被评为全

国文明县城。评选和确认全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文
明城市 （城区、县城）１９个、全省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先进城市 （城区、县城）１１个。

四、深化拓展 “满意在贵州”主题活

动，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结合全省 “三个建设年”活动的开展，以

医疗卫生、公共交通、旅游接待、商业服务和

金融通讯等公共服务行业为重点，推动投资创

业环境特别是旅游接待环境进一步改善。建立

双向考核工作机制，通过加强指导协调、强化

督查督办、完善考核办法等措施，改善服务环

境，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组织开展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共收到各类问题 ４１９９
条，办结率达 ９６２１％。经调查机构测评，公
众对社会公共服务行业的满意度为 ８５４９％，
较上一年上升１０６个百分点。

开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文明单位推荐评选活
动，共推荐全国文明单位６６个，评选全省文明
单位３１５个、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６２１个。涌现出 “人民满意工商分局”、文明守

法诚信网站、 “十佳微笑之星”、十佳文明景

区、十佳导游等一批先进典型。积极开展创建

文明集市活动，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

活动，评出绿色社区８个、绿色学校４３所。

五、“四在农家”创建活动深入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新格局

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各部门

职责，在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建设新环

境、发展新文化上着力。省级财政安排２０００万
元专项资金推进 “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在水

城县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

进一步深化 “四在农家”创建工作的思想

认识。

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村精神文化

生活，农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四在农家”创

建活动已从遵义辐射全省，覆盖８６００多个行政
村，１５００多万农村群众成为创造文明、享受文明
成果的主人，催生了湄潭传唱 “十谢共产党”这

样的感人故事。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南、

贵阳、黔东南等地加大工作力度，实施效果明显。

尤其是毕节市近几年来共投入资金３５亿元，重点
在５９７个村开展了以 “四在农家”为载体的 “五
园新村”建设，在 ７５个集镇开展了特色小城
（古）镇建设，覆盖群众达２４０多万人。

六、深入开展 “祖国好·家乡美”主

题活动和 “千校万师”培训工程，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取得新进展

围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开展诗文、歌唱、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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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书法和绘画等 “祖国好·家乡美”五

项大赛，５８０多万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们的节日”、 “中

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 “学党史、颂

党恩、跟党走”、 “童心向党”等活动。各级

关工委组织 “五老”人员深入学校、社区宣

讲，让广大中小学生在参与活动中接受教育。

“千校万师”德育骨干教师培训工程已培训

６０００多人，中小学德育教育得到社会各界广
泛的关注和支持。

加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度，争取中央

资助乡村学校少年宫７４个，省财政拿出专项资
金按照统一标准建设５０个。建立完善学校、社
会、家庭 “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深入开展

互联网、荧屏声频、校园周边环境和出版物市

场专项整治活动，开展网吧和校园周边环境督

查考核，全省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成效明显。

深化 “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行动”。开展 “我与祖国共奋进、我为贵州

献青春”、“十二五”形势政策教育和 “工业强

省、青年争先”千场大宣讲活动，在学校、企

业、农村共组织了２９６场形势政策宣讲，覆盖
８万余名团员青年。紧扣 “感恩、反哺”宗旨，

开展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春晖感恩教

育”工作，推进 “春晖文化苑”建设，打造贵

州特色文化品牌。实施 “春晖家园计划”项目

６０个。资助困难学生１２万名，援建希望小学
２３所。实施山区希望工程基金———幸福校园计
划，筹资４０００万元为贫困山区孩子建食堂、希
望宿舍。

七、广泛开展 “和谐贵州三关爱”绿

丝带志愿服务行动，志愿服务精神进一步

弘扬

以 “和谐贵州三关爱”绿丝带品牌为龙

头，统筹社区志愿服务、科普志愿服务、迎九

运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等各项志愿服务活

动。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动 “三关爱”志愿服

务行动由２７个经济建强县向全省推开。组织
７５万绿丝带志愿者为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进行了 “高水平、有特色、全方

位”的服务。组织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

生、禁毒志愿者以及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志愿者深入农村、社区等开展教育文化宣

传，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以社区、街

道、农村为着力点，组建 “三关爱”绿丝带志

愿服务行动队伍，广泛开展助老爱幼、帮残助

残、扶贫帮困、医疗救助、心理咨询、亲情陪

伴等志愿服务行动。建成 “微笑小屋”为主要

内容的志愿服务阵地１２５个。全省２０万名绿丝
带志愿者与２６万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
人结对帮扶。

八、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

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加强督促检查，积极落实农村生活环境改

善工程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组织实

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

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文

化惠民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快速发展。建设

“农民文化家园”３４７个。建成农家书屋３６５４
个、数字农家书屋５００个。完成４００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设备配置。完成数字图书进农家２００
户。为１８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９５个社区文
化活动室配备设备。完成５１３个乡镇 （社区）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设备配置。

实施２５个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维修改造项目。
组织全省开展送文化下乡１０００多场次。在全省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 ２４９８万场，观影人数达
３６７６万人次，实现平均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目
标。在农村新建通信光缆 ４０２万公里，新增
１７４６个自然村通电话，建成乡镇信息站５７个，
村级农民多功能信息服务站９个。１００名高中
生和１２５名大学生得到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资助。向全省中小学校、乡镇和社区文化站赠

送 “绿色”电脑５０００台，在铜仁成功承办全
国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赠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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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明

传播力度加大

依托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国

庆等传统节日和现代重大节庆日，开展 “我们

的节日”主题活动和各类文化活动。注重运用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和网络、手机等新兴

媒体，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利用贵州文明网

和 《贵州文明》电子期刊组织开展一系列网上

宣传活动，在条件的市 （州）建设文明网，贵

州文明网、贵阳文明网、遵义文明网相继加入

中国文明网联盟。

特色活动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

贵州省文明办联合金黔在线网站，开设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专页专栏，栏目下设

最新问题、最新回复、部门承诺、嘉宾访谈、

媒体调查、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学校教育、

旅游服务、商业消费、城建城管、工商管理、

税务服务、邮政通信、金融服务和九个市州等

２０多个子栏目。协调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
等新闻媒体对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进行宣

传，通过ＬＯＧＯ在金黔在线网站首页、金黔在
线贵州社区、全国地方重点新闻网站、“９＋２”
泛珠三角信息网、手机报等媒体推广，提高群

众知晓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强化社会

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

为最大限度方便不同层面的群众反映问题

和建议，同时公布了投诉电话、来信地址、电

子邮 箱，开 通 手 机 短 信 问 题 征 集 平 台

１０６５８０００７６２９，整合 ９６６７７新闻热线、贵州社
区、金黔微博征集等资源，成为全天候、全覆

盖的问题征集渠道，群众可以通过电话、来

信、电子邮件、网上发帖等方式反映问题。对

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分类整理，在专栏

上进行公布，由各地和各职能部门在网上阅知

后进行办理回复。对于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

密或敏感的问题，采取专项督办的方式督促有

关部门办理回复当事人。建立覆盖全省 ８８个
县、数十个相关部门共２００余人的不满意问题
征集回复 ＱＱ工作平台，成为问题及时送达和
解决反馈渠道，各有关部门办理后，通过金钱

在线网站不满意问题征集栏目、ＱＱ平台、手
机报、贵州社区、金钱在线微博、“９６６７７播报
栏目”等平台反馈。贵州日报还开辟 《读者天

地》互动栏目，每个星期一将网友问题和回复

在贵州日报上刊登，电视、电台，各媒体选择

刊登、采访网友提出问题，对有典型意义的事

件，组织有关媒体联合追踪采访报道，不断扩

大活动的影响力和效果。

省文明办还对各地各部门的办理回复情况

实行双向考核机制，横向考核到有关职能部

门，纵向考核到各市、州和县 （市、区），要

求在１５个工作日进行办理回复，推动各有关部
门及时办理解决。各级各部门对能立即办理的

必须立即予以办理解决回复；不能立马解决的

要求有关部门制订解决方案和工作计划，并向

群众说明；对于因政策等原因不能也无法解决

的及时向群众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另外，还

邀请问题集中的部门负责人到金黔在线直播室

与网友面对面交流沟通热点问题，为群众和有

关部门搭建 “连心桥”，提升问题回复满意度。

不满意问题征集活动的开展取得了明显效

果，方便了群众，畅通了问题反映渠道，改变了

过去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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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办理回复不及时等现象，受到广大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２０１１年，社会各界群众反映问题和
建议４２００条，办理回复率达９６２１％，群众对公
共服务行业满意度达８５４９％。

“红旗漫卷”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回顾９０
年来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贵州特别策划 “红

旗漫卷———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网络文化传播活
动”。融史实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真实生动地

再现了党伟大而光辉的历史征程。整个活动宣

传秉承 “高规格、广参与、深影响”的基本原

则，以 “互动、纪念”的方式，突出 “大背

景＋子活动”的模式特点。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红旗漫卷———贵州庆

祝建党９０周年网络文化传播活动”在遵义会
议会址正式启动。纪念活动包括红短信红微博

大赛、网上革命纪念馆、网上红军节等五项主

题活动，以 “纪念”为主线，以线上线下活

动、作品征集、交流讨论等为手段，围绕 “红

旗漫卷”进行策划，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纪念活动既有 “史实性”，更具 “互动

性”，确保活动开展期间亮点频现、高潮迭起，

形成持续的宣传效应和社会焦点，将建党纪念

活动推向新高潮。

本次活动使广大群众在讴歌祖国盛世、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党的光辉历程、党在我
心中、赞美贵州发展变化，倡导文明风尚、社

会和谐之中，焕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

家乡的情感。活动还邀请部分党委主要负责人

和各地、各行业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走进演播

室，与记者、主持人面对面地对话，结合亲身

经历，回顾建党９０年来波澜壮阔的历程，讲述
贵州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巨大变化、

成功经验和未来发展。充分发挥网络在听民

声、集民智、解民忧方面的重要渠道作用，接

受网民在线咨询与提问。

活动官方微博自６月７日开通以来，新浪
微博收听人数１０８０７人，腾讯微博收听人数１１
万。截至９月２２日，共发布与活动相关微博微
博５０７条，话题３５９４条，最新新闻录入６５条。

遵义第五届农民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周

“活动周”以 “盛世感党恩、和谐新农村”

为主题，以促进农民 “学科技、学文化、强体

魄、树新风”为目的，以展示农业新发展、农

村新变化和农民新风尚为基本内涵，以农民喜

闻乐见、易于接受、人人能参与的日常生产生

活为主要形式，以乡村、田野和农家小院为主

赛场，整个活动既紧张又活泼、既竞赛又娱

乐、既继承又创新，既富现代气息又富有浓郁

的乡风土味。

“活动周”内容丰富，具体包括举行 “七

个一百工程”成果展示、农民新风貌展示、农

民技能竞赛、传统体育赛事、趣味体育比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知识抢答赛等六个大项以及

农畜 （农特）产品展示展销、特色小吃展示、

能工巧匠作品展示、农民家庭才艺展示、农民

书画展及现场演示、农民诗歌会、乡村歌手大

赛、农业机械耕地作业赛、农村妇女厨艺赛、

乡村旅游服务员中式 （宴会）摆台赛、包粽子

比赛、龙舟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象

棋比赛、拔河比赛、“顶起一片天”（老婆背老

公）比赛、“同舟共济”比赛、田间捉鱼比赛、

“抢运粮食”比赛等２０余个小项。
“活动周”既是对 “四在农家”创建成效

的集中展示，也是对创建活动的进一步推动；

既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生动实践，也是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自２００７年在红花岗
区举办首届以来，到２０１１年的第五届，届届有
特色、有亮点，每届直接参与的农民都超过

３０００人，观众数万人，经过不断地总结、丰富
和提升，越来越受农民的欢迎，已经成为了遵

义农民自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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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贵阳市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文明城市

创建

贵阳市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处于长江流

域、珠江流域上游分水岭地带，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近年来，贵阳市扬长避短，充分发

挥生态优势，把建设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产业

发达、文化特色鲜明、生态观念浓厚、市民和

谐幸福、政府廉洁高效的生态文明城市，作为

统揽全市发展的总战略。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中，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抓手，不断充实、

拓展、提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内涵，积极探

索出一条有贵阳特色的创建之路。

大力调结构、转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着力推进发展方式从高消耗、高污染、高

排放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转变，努力实

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双赢。调整宏观产业

结构，把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形成了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结构合理的良好格局；优

化产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旅游、会展、金融

等现代服务业，着力打造 “贵阳避暑季”、“贵

阳温泉季”旅游品牌，近三年旅游业总收入年

均增长４０％以上，按照打造 “中国夏季会展名

城”的目标，建成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

配套最完备、设施最先进的贵阳国际会展中

心。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完成１０００余辆
公交车和出租车 “油改气”改装工作，居全国

之首，实施 “四改一气”农村生态能源建设项

目，共建成沼气池２２万口。
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保护青山绿水，优化城

市生态环境。针对三大饮用水源保护组建了市

两湖一库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管理

局，集中履行环境保护的管理、监督、执法等

行政职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环保审判庭、环

保法庭，依法审理环保案件。严格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对涉及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

境敏感区的矿山开采项目，一律不予审批。最

近三年，每年婉拒耗能高、污染重、效益低的

投资项目涉及金额都在３００亿元以上。经过不
懈努力，贵阳市已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城市、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被评为中国十

大低碳城市，是唯一入选 《中国循环经济典型

模式案例》的省会城市。与气候组织合作开展

的 “千村计划”在联合国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

被评为最佳案例之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

项目。

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完善城

市功能。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精心编制 《贵阳市

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提出建设
“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城在林中、林在城中，

湖水相伴、绿带环抱”的生态文明城市。编制

《贵阳市生态功能区划》，将全市划分为优化开

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优化生产力布局。坚持多修路、快修路、

修好路的原则，重点建设 “三条环路十六条射

线”城市骨干路网，近三年来，全市道路建设

总投入近３００亿元，相当于过去１５年市政道路
投资的总和。全面推行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

“整脏治乱”和 “满意在贵州”等专项活动，

加大城郊结合部、城中村、背街小巷、铁路沿

线等城市重点地区整治力度。规范占道经营，

拆除马路市场２６条，完成１１１个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对城区９００余座公厕实行免费开放，大
力推进城市主干道机械清扫和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成功创建 “全国无障碍城市”和 “节

水型城市”。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市民幸福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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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大力实施 “六有”民生行动计划 （即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 “居有所安”）。在财

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压缩行政等方

面的开支，２０１１年涉及民生的支出占 ５０％以
上。为解决 “上好学难”问题，在云岩、南明

两城区小学和初中开展学区化改革，推进教育

资源均衡配置，获得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为

解决 “就业难”问题，建成高校毕业生见习基

地１８９个，创建充分就业社区 ２５２个，保持
“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被列为国家创业型

试点城市。为解决 “看病难”问题，着力提高

医疗保险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从

７２６％提高到９７％。为解决 “养老难”问题，

在全省率先、全国较早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和城镇老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

７７万人。为解决 “住房难”问题，将３４万户
家庭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在全国率先

探索了 “政企并力、建储并举、公廉并轨、租

补并行”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新模式。

为解决 “治安难”问题，始终保持严打 “两抢

一盗”的高压态势，群众安全感逐年提升。

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积极培育社会文

明风尚。大力倡导和弘扬 “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成立贵阳市志愿

者协会，招募注册志愿者４０余万人，占全市总
人口 （４３２万人）的９２６％，占全市建成区总
人口 （３０４万人）的 １３１６％。组织开展了
“三关爱”、南明河治理、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

活动。举办道德模范巡讲报告会、开展 “公民

道德宣传月”和 “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日”等活

动，全社会形成学习道德模范、争当道德模范

的浓厚氛围。在春节、清明、中秋、国庆等节

假日期间，开展 “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

动，引导广大市民弘扬传统文化、文明健康过

节。举办 “市民茶座”，开设市民文明礼仪大

讲堂，寓教于乐地普及和宣传 “市民公共文明

礼仪”。实施 “教子有方”家庭教育系列活动，

搭建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教育平

台。开工建设１００所 “乡村少年宫”，不断满

足农村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定期组织市文

化、公安等部门对网吧、校园周边等地进行专

项整治，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推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贵阳２０１１年成功获
得 “全国文明城市”殊荣，同时也展示了贵州

的新形象，鼓舞了全省人民的信心和斗志，发

挥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一

步，贵阳市将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建立文明

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更

高、更深、更广的层次迈进，使城市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平塘县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机制，以 “幸福进万家”为主题，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激活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空间，激励广大百姓参与文化生

活，成为文化建设主体，从而使广大群众享受

文化成果成为现实，农村文化服务的一池春水

由此激活。

小采购激活大群体。为推进农村文化活动

的普及，２０１１年平塘县出台了 “群众文艺表演

队每支奖励１万元”的激励政策，扶持基层乡
镇农村群众民间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此举激发

了当地农村群众积极参与健康文艺活动的热

情，全县的民间演出队伍已激增至１０３支，群
众演员２０００多人。同时县财政拿出 ３０万元，
试点采购县民族艺术团和通州镇、掌布乡三支

民间文艺表演队伍的演出节目，通过招投标竞

争，开展冬季送文化下乡，任务完成得好再奖

励１万元。在２０１１年年初，平塘县开展的春季
“幸福进万家”送文化下乡竞标中，上百支民

间文艺队伍同台竞技，政府对中标的１３支民间
文艺队按每场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元的价格，采购赴全
县１２１个行政村进行文艺演出，确保各边远乡
村的群众都能享受到送文化下乡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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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投入整合大资源。平塘县 “政府采购”

文艺演出服务群众的探索，使散藏于民间的演

艺人才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党在农村的各种惠

民政策宣传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载体资源得到

有效整合。各群众演艺队伍以宣传惠民政策、

计划生育、法治教育、整脏治乱、森林防火、

尊老爱幼、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和谐婆

媳关系、邻里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大众化、通

俗化表演，不仅符合群众的胃口需求，而且对

培育良好的思想道德、生活习惯、移风易俗，

提升群众文明素质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

作用。使得群众在闲暇之余，都忙着学习演技

和编创新节目，农村打麻将、赌博、酗酒的现

象大大减少了，迷信活动、违法违规行为减少

了，团结和谐氛围增强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提

升了。

小场地支撑大覆盖。此前政府每年花费近

百万元组织的送文化下乡活动，由于交通、演

出人员少等方面的因素，只能一个乡镇一个乡

镇地巡回演出，成本高，时间长。特别是生活

在边远偏僻的乡村群众很难有机会观看。科学

实施 “政府采购”后，现在只花 ３０多万元，
成本减少７０％，就能全部覆盖全县１２１个行政
村的 “送文化下乡”，演出场次增长了６１倍，
观看群众达７６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３５％，
时间大大缩短，而服务群众的覆盖面则大大扩

大了。现在该县每年春秋两季开展送文化下乡

活动，钱没有比原来多花，效果和影响都大大

提升。通过小小的舞台，撑起了文化惠民的大

覆盖，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覆盖，有力占领了农

村宣传思想文化的主阵地，加强了各族群众之

间的交流和融合，激发了群众间比、学、赶、

超的热情，助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步伐。

小表演引领大市场。通过政府采购，使一

批素质较高，演艺水平较好的民间群众演艺队

伍对外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提高，现在出

钱请他们去演出的村寨和企业更多了。这些群

众演艺队伍，不仅实现了文化 “观众”到文化

“主人”的角色转变，而且文化活动的外延也

在不断扩展，他们不仅承担了政府安排的演出

任务，同时不停地承接群众婚丧嫁娶、开业庆

典、新居乔迁等各种商业演出，每场 ８００—
１５００元不等，使他们在娱乐大众、丰富农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

入。通州镇民间荷花艺术团，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至２０１１年４月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共完成巡
演、商演１２８场，经济收入达２０６万元；苗二
河乡新寨村艺术团，２０１０年演出收入 ８万余
元。现在他们不仅经常接到本县本镇的演出订

单，同时周边县乡的订单也不断增多。由政府

的支持引导，有力激活了农村广阔的演艺市

场，也为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探索了发展的

路子。

小活动承载大传承。来自民间的各个文艺

演出队，对当地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各种民

风民俗尤为熟悉。在节目的编排和表演中，在

县文化部门的帮助指导下，把散藏于民间的内

容搬上舞台，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艺术

通过表演形式活态地再现出来，使老百姓倍感

亲切百看不厌。如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的毛南族打猴鼓舞，布依族的八音弹唱、

蓑衣舞、板凳舞、布依山歌、苗族上刀山下火

海等很多散落于民间的文艺表演形式重为演员

们学习和表演，并通过提高民族文化的传承不

断改进提高，从而使当地各民族优秀的民族民

间文化进一步得到挖掘、整理，得到传承和

发展。

小机制撬动大服务。有效的政策激励机

制，科学的政府采购，使平塘县由从前的花钱

“养一支队伍”向 “养一群队伍”转变，从

“养人”向 “养事”转变，从 “送文化”向

“种文化”转变，从服务少数向服务大众转变，

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小机制

创新了政府建设公共文化职能新机制，让广大

农村群众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安宁的生

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心府里真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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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幸

福”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使得群众享受文化

成果、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被激发，政府加强

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强化，社会转型期农村萎

缩的公共文化空间得到激活，政府对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不足的现实得到有力弥补。更关键的

是让群众切身参与，真正成为农村公共文化、

优秀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参

与者和受益者，群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得

到有力增强。

铜仁市以 “六进村”为载体创新农村

社会管理

铜仁市位于贵州东部，地处湘渝黔结合部

的武陵山腹地，由于发展滞后，农村贫困面

大，各种矛盾积累多，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加，

农村思想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为扭转农村思想建设载体逐渐弱化的趋

势，遏制地方歪风邪气的滋生，着力解决群众

“物质文化双温饱”，加强基层组织，促进农村

和谐和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２０１０年以来，
贵州省铜仁市在全市开展以 “话惠民，颂党

恩，聚力量，促发展”为主题的农村思想建设

“惠民政策宣讲进村”、“文艺电影服务进村”、

“科学技术服务进村”、“法律法规服务进村”、

“计生卫生服务进村”、“先进典型创建进村”，

即 “六进村”活动，探索新时期加强农民教育

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方法、新途径。

惠民政策宣讲进村，明了政策增了理解。

组织市直相关部门编写了涉及各类农村政策的

《农民教育读本》，培训两免一补、农村低保、

退耕还林、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惠民政

策宣讲员。２０１０年６月以来，全市组建宣讲团
５２５个，举办培训班 ８３０期，培训宣讲骨干
８３６７５人次，宣讲 ７２２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７１６２２７份，发放 《农民教育读本》２３０３３４本，
受教育群众１４４６８８９人次。思南县更是充分利
用电影放映、广播电视等媒体，深入宣传引导

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新农保。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
该县新农保参保人数已达７２万人，筹集参保
金６６８万元，发放养老金１１５２万元，受益群众
６９８７１人，让村民实现了 “养老不犯愁”的

梦想。

文艺电影服务进村，爽了精神添了感情。

整合农村文化惠民工程项目，加大农家书屋、

农村文化体育场所等文体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全市２９４１个村农家书屋、文化体育场所全覆
盖，搭建起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平台。组织小

戏小品演出和电影放映进村，运用戏剧、快

板、绘画、楹联、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深入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全市共组建３９６
支文艺宣传队，编排节目 １５０５个，进村演出
６８５２场次，观看群众达 １３６６多万人次，组建
电影放映工作队３５５个，放映电影３８６５７８场
次。小戏小品不仅丰富了农民群众生活，还增

进了干群感情，群众的社会公益意识、集体意

识也得到了增强。文艺电影进村，不仅让寂静

的农村活跃起来了，还是农村和谐稳定的 “润

滑剂”、“减压阀”。

科学技术服务进村，富了大脑壮了产业。

先后编印和制作 《农村适用技术》、《畜牧养殖

科普知识》、《茶叶科管技术》等便民手册、科

普光碟，利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

定期开展科普讲座，“科普车进百村惠民行动”

和 “科普惠农服务团乡村行”、科教电影放映、

技术咨询、科技培训和知识讲座等活动，促进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全市组建科技

服务工作队３２７个，依托远程教育建科普站点
１３０３个，建科普宣传栏 １７１２个，建立科技示
范户７５９１户，建立示范基地９８５个，开展科普
宣传１２１８１场次，举办科技骨干培训班１６４３期
３８１６４人，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１１９７期，制
发科技光碟 ５４０６４盘，发放科普资料 １０多万
册，培训农民９８５万人次。

法律法规服务进村，少了纠纷多了礼让。

组织法制宣传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法制宣传教

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提升群众的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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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法、知法、守法意识。开展农村信访大排

查、矛盾纠纷大调解活动，探索建立矛盾纠纷

调处机制，实现村村有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有

法律宣传员和信访员，有法律书屋、法制宣传

专栏。全市共开展法律宣传４９８６场，法律援助
３１５０次，为农民工维权５６４件，接受法律咨询
３３４９７６人次，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６１０期，培
训法律骨干１５７１９９人次，调处矛盾纠纷 ５８３５
起，矛盾纠纷调解率达１００％，成功率达９６％
以上，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化

在萌芽状态，有力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和谐。

计生卫生服务进村，保了健康暧了身心。

开展卫生和人口计生政策法规、优生优育、生

殖健康等知识进村入户；发挥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和人口计生乡站、村室服务功能，为广

大育龄群众做好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妇孕保

健、出生缺陷干预、生殖健康服务，育龄群众

服务满意率达８５％以上；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少生快富、特别扶助制度，引导群众

走少生快富之路；全面落实合作医疗，提升群

众健康水平，全市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９５％
以上。全市开展卫生计生进村服务５５２９场次，
开展计生卫生服务宣传１５８３场次，发放宣传资
料７２６０２０份，帮助２１６３２４４人建立健康档案，
培训村医 ３３９９人次，落实计生 “三项制度”

２０７１０人１４５５多万元。
先进典型创建进村，学了榜样净了风尚。

组织全市先进人物进村现身说法，引导基层干

部群众以共建美好家园为目标，开展精神文明

先进典型创建系列活动，促进干部工作作风转

变，形成创先争优、增比进位的浓厚氛围。自

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干部共下基层 １０６４０人，
其中县级干部下基层２６０余人次，群众参与达
９７０多万人次，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中办实事、解难题已蔚然成风。

（贵州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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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在省委的领导下，在中央文明办
的指导帮助下，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加强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

围，大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精心

组织先进典型的评选推荐，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呈现出开拓创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为推进 “两强一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个根本，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

一是认真组织开展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结合开展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的推荐工

作，组织开展云南省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全省各州市同步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推

荐表彰工作。认真做好 “万名公众代表评选全

国道德模范”的公众代表推荐。经过层层推荐

评选，推荐了杨善洲、邓前堆和铁飞燕等９名
道德模范候选人参加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其中，杨善洲、邓前堆被评为第三届全国

道德模范，铁飞燕等７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同时，组织开展了第三届云南省道德模范

评选活动。经群众推荐、组织审核、全省公

示、网络公众投票、评委会评选、综合评定等

程序，评选出第三届云南省道德模范３２名、道
德模范提名奖４７名。

二是积极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为大力

宣传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

尚品德，弘扬 “知荣辱、讲文明、树新风、促

和谐”的社会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

云南日报联合开设了 “道德星空”和 “身边的

感动”两个栏目，共刊载了７６篇文章，用道
德模范的感人事迹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培育文明风尚。

三是关心慰问道德模范。组织道德模范迎

新春座谈会，节日期间走访慰问道德模范。积

极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对第三届全国道德

模范邓前堆的直接帮扶，同时研究制订我省的

帮扶方案，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四是举办以 “学习杨善洲，为党旗添光

彩”为主题的云南省第八届 “红土地之歌”演

讲大赛。全省各县 （市、区）组织开展初赛，

各州市、省直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

校分别组织开展复赛，推选优秀选手参加全省

决赛。６月２４日，在云南电视台举办了第八届
“红土地之歌”演讲大赛颁奖晚会。通过自下

而上广泛组织开展演讲比赛，吸引干部群众广

泛参与，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了良好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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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

五是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大力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于 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０—１３日，在昆明举办了 “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　铸就幸福人生———云南省第二届中华传统
美德大讲坛”。来自省内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共

计１６００多人，共同感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
魅力，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六是组织好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为进一

步宣传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深入持久地推动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以省

文明委领导的名义，于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

在 《云南日报》、 《影响力》等报刊上发表了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十周年的纪念

文章。

二、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
年，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和志

愿服务活动

一是深入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主

题活动，广泛开展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

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歌咏活动。按照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要求，配合中央电视台，于

４月１８日在昆明市开展并录制了 “爱国歌曲大

家唱·激情广场”特别节目。

二是持之以恒开展学习雷锋主题实践活

动，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者精神。把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行业和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

积极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广泛组织开展

“关爱百万空巢老人志愿服务行动”、关爱残疾

人和农民工及其子女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参加中央调研组的调研座谈

会，汇报了我省学雷锋活动开展的情况和建

议。在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网

上推荐活动中，我省４位同志被推荐为全国优
秀志愿者。

三是深入推进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组

织召开省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领导小组会议、电

视电话会议和经验交流会，明确责任，细化措

施，强化落实，推进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活

动深入扎实开展。深入开展文明礼仪和交通安

全教育，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进驾校 “五个一”

活动，大力推进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继续

抓好文明交通 “十二个百”创建评选活动。协

调支持铁路、公路系统广泛深入开展 “和谐平

安春运”活动。于１１月１５—２２日在昆明举办
了 “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全省文明
交通文艺汇演。

四是精心组织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和

“文明创建网上行”活动。会同云南省电信公

司、云南省移动公司组织开展了 “庆祝建党９０
周年”网上文明创建活动，开展了以 “修身律

己，做文明人”为主题的文明短信传递活动。

组织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暨 “文明创建网上

行”主题活动，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媒

体，积极组织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系列活

动，展示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构筑积极

健康、文明和谐的网上精神家园。

三、以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

目标，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

一是大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重点实施网吧净化、

网络环境整治、荧屏声频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整治、出版物监管等五大工程，不断优化学校

周边秩序和学生学习成长环境。

二是广泛开展 “传唱优秀童谣”活动。组

织开展了云南省第二届优秀童谣征集活动，征

集到童谣４００余首，丰富了广大少年儿童的精
神文化生活。为扩大活动参与面，与中国移动

云南分公司、《成长心桥》手机报联合组织开

展了手机短信 “征集优秀童谣”活动，共征集

到优秀童谣短信４万余条，共评选出８首优秀
童谣推荐参加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

动，其中一首获二等奖、两首获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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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组织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在清

明节期间，广泛组织发动未成年人上网祭英

烈，增强爱党爱国意识，激发爱党爱国情感。

四是组织开展云南省 “童心向党”歌咏活

动。在号召各州市开展活动的基础上，６月１８
日，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团省

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在翠

湖公园举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童心向党”主

题系列活动，生动形象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

五是创新载体，主动占领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新兴舆论阵地。着力办好以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为宗旨的 《成长心桥》手机

报，搭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宣传教育工

作平台，目前该手机报的用户已达４万，一年
来编发了１５０期手机报。

六是认真组织实施首批全省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项目。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委和中央文明

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通过试点探索，省文明

办、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于９月１５—１６日，在
玉溪市易门县六街中学举行了全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启动仪式，并举办了全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培训班，全面启动了全省首批１００个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工作。

中央文明委表彰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区）和第二届先进单

位、先进工作者，我省丽江市获得先进城市荣

誉称号，４个单位获得先进单位荣誉称号，２
名个人获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四、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形成文明和谐新风尚

一是精心组织全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文明县城的复查、推荐考评和文明

城市提名资格测评工作。于６月上旬至７月上
旬，对我省各州市申报的全国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风景旅游区、文明社区、文明县城

组织了复查考评，委托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

队对申报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的城市组织了

测评。考评结果经省文明委全会７月２１日讨论
并经公示后，向中央文明办作了推荐。石林县

城、水富县城、晋宁县城、罗平县城和禄丰县

黑井镇等２９个村镇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第三批
全国文明村镇，省纪委 （机关）、省财政厅

（机关）和省审计厅 （机关）等４４个单位被命
名为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昆明市、曲靖市、

安宁市和大理市被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城市，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福保村等２０个
村继续保持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昆明中铁

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３２个单位继续保
持全国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

二是扎实推进省级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对

２００８年以前命名的六个省级文明行业进行了复
查，总结了文明行业创建工作的经验做法，探

索新形势下创建文明行业新路子，推动全省文

明行业创建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三是开展第二批云南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

工作。５月初向各州市文明委下发了推荐、申
报第二批云南省文明城市的通知，在严格审查

各地上报城市申报资格后，省文明办与国家统

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联合组队对申报的１５个城市
（区）进行了测评。

四是做好命名表彰首批云南省文明县城的

相关工作。经组织测评并报省文明委领导审定

同意后，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命名

表彰了石林县城等１０个省级文明县城，省文明
委确定祥云县城等８个县城为省级文明县城提
名资格。

五是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根

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０］３９号），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草拟了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实施意见 （讨论稿）》，书面向省级相关

部门征求了意见，经７月２１日省文明委讨论审
定后，已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发

文实施。１０月２６—２７日，全省农村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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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红河州开远市召开。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明委副主任张田

欣，中央文明办调研组组长杨新贵出席会议并

讲话。省文明委成员单位领导，全省各州市、

县 （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文明办主

任等共４０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省第八
次党代会以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情况，对今后

一个时期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

部署。

五、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

目标，进一步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一是精心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春节、

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主题活

动。春节、元宵节期间，组织开展诵读经典迎

新春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清明

节期间开展祭奠英烈、 “纪念为祖国为云南作

出贡献的人们”活动。泼水节、火把节等少数

民族传统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具有云南地方和

民族特色的节日活动以及 “三下乡”、“四进社

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各类新闻媒体广

泛宣传，在全社会叫响了 “我们的节日”这一

主题。

二是继续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继

续做好每年资助１５０名高中 “宏志班”学生和

１２５名大学生的有关工作。对往届受助学生进
行跟踪调查，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工程的社会

影响和示范效应。

三是组织落实 “绿色电脑进西部”各项工

作。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确定分配原则，落实

发送要求，及时准确地将中央文明办配送给我

省的６０００台电脑送达各受赠点。２００８年以来
中央文明办持续开展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

动，推动了全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了

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六、办好云南文明网，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宣传

为宣传交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云南文

明网已于２０１１年４月正式加入中国文明网联
盟，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风采在中国文明网的

平台上得到更加及时全面有效的展示。

特色活动

第二届中华传统美德讲坛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云南省第二届中华传
统美德讲坛隆重开幕，１６００多名各界代表参会
学习。

本次讲坛邀请了十几位国内知名专家，他

们从不同角度向全体会员报告学习与践行传统

美德的体会，探讨社会幸福指数与道德的

关系。

本次讲坛认真总结了２０１０年云南省首届中

华传统美德讲坛成功举办的经验，经过了两个

多月的精心准备。讲坛的主题是 “弘扬传统美

德，铸就幸福人生”。其目的就是按照中央关

于 “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

行为规范”的要求，针对２０１１年以来社会上
广泛关注的 “如何提高社会幸福指数”这一热

点话题，通过聘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进行集中

宣讲，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幸福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为促进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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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谐社会作出积极努力。

云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举办传统

美德讲坛对提高全省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加

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都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云南

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中

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工作，早在２００５年，根据李
长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建议，云南省就成立

了全国首个中华传统道德研究会，开展了积极

的研究工作，把弘扬传统美德作为全省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狠抓落实，在全省广

泛开展了 “中华传统经典诵读”、 “我们的节

日”等系列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去年成功

举办的 “云南省首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大讲

坛”，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为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作出了积极的

努力。

云南省组织开展的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讲

坛，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用实

际行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

措，是云南省新形势下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开

展全民修身提高全省各族人民思想道德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实践活动。

中华民族内容丰富并代代传承的传统美德，如

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志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

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都

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

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修身养德的难得的精神

营养。

云南省中华传统美德讲坛的成功举办，激

发了全省社会各界学习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使许多人认识到传统美德教育在个人幸福、社

会和谐安定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２０１１年云南省文明办主任培训班暨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骨干培训班成功举办

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５—１６日，云南省文明办主
任培训班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骨干培训班在

玉溪市易门县举办。来自全省１６州市、１２９个
县 （市、区）的文明办主任和全省首批１００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承办学校的校长参加了培训。

在为期２天的培训班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瑞才就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了专题辅导报告。省文明办专职副主

任李联斌就如何做好２０１１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的
工作讲了几点提示性的意见。

一是要明确思路、把握重点。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任务繁重，只有工作思路清晰，才能随

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朝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而

努力。只有抓好重点才能带动全局。省文明办

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

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 “三贴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创新内

容、形式和手段，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广

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快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着力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为推进 “两

强一堡”战略、实现 “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工作重点

是：围绕 “一个战略目标”，抓住 “一个根

本”，实现 “两个提高”，推进 “两项工作”，

抓好 “三大创建”，实施 “四项工程”，开展

“六项活动”。

二是要抓住根本，贯穿实践。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是不

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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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重

要的基础工程和灵魂工程，融入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体现到工作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民

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全局。精神文明创

建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

服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大局下行动，

为大局服务。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围绕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按照省委提出

的 “两强一堡”战略，围绕推动 “十二五”规

划顺利实施，提升公民文明素质，促进思想解

放和观念更新，营造推动科学发展的浓厚

氛围。

四是要贯彻好群众路线，利民惠民。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

实践，这个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受益者也是群

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把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各项工作

中，办任何事情都要充分考虑到基层的承受能

力和群众的意愿。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宣传

引导群众、真诚服务群众，多办得人心暖人心

的好事实事，着力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

人民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五是要大胆探索，创新实践。胡锦涛总书

记在 “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

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创新理论永无止

境。”精神文明创建也永无止境，也需要创新。

要创新工作领域，把工作做到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进城务工人员等社会群体之中；创

新工作手段，善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

虚拟的网络空间开展实实在在的创建活动；创

新工作方式，善用新闻媒体传播文明，引领

风尚。

六是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精神文明

创建点多、线长、面广，各级文明办作为文明

委的协调办事机构，要加强统筹协调，把党政

各部门的力量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

性发挥出来，形成工作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

格局。要加强与文明委成员单位的联络协调，

同文明委成员单位保持密切联系，明确任务分

工，督促他们按照文明委统一部署，做好各自

工作。加强与窗口行业、企业的联系沟通协

调，动员他们参与到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来，

通过他们的作用，扩大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

七是要组织策划，搞好宣传。全省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取得

了很多成绩、创造了不少经验、在内容和方法

方式上也有许多创新性的实践。但从实际情况

来看，我们的宣传做得很不够，需要各级文明

办重视宣传，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

识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我们要充分发挥好

内部信息专报等做好宣传，要充分利用云南文

明网开展好宣传，要充分利用传统主流媒体做

好宣传，又要学会应用互联网、手机网络等新

媒体做好宣传。既要注重平时的宣传，又要注

重重大活动、重点工作的宣传。

昆明市举行 “和谐春城第四届邻里节”

２０１１年５月 １４日，由昆明市文明办、云
南信息报社联合主办，乐云网、 《滇商》杂志

协办的云南信息报 “和谐春城第四届邻里节”

在莲花池公园正式启动，云南信息报副总经理

马建军、昆明市文明办副主任郭沫彪、昆明市

文明办综合处处长王文萍等领导及嘉宾出席了

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除带来丰富多彩的互动游戏外，

本届邻里节还根据各社区具有的自身特色安排

相应的游戏和表演环节。昆明市文明办副主任

郭沫彪在启动仪式上讲到： “邻里节活动不仅

带动居民之间互动，加深了解，让寂寞的楼道

重新热闹起来，同时通过活动的组织、参与，

还能让更多居民养成 ‘从小事做起，人人争做

文明人’的习惯，也是督促小区居民养成文明

生活好习惯的桥梁。和谐春城的建设离不开每

个市民的积极参与。人人都期盼拥有一个文

明、和谐、有生活气息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行

动起来，为创建和谐社区、创建文明春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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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在总结前三届经验的同时，第四届邻里节

更注重与社区、小区居民间的互动。趣味性的

活动将拉近邻里间的距离，营造社区邻里间人

与人、人与社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

北站社区居民王国运高兴地说： “现在房子好

了，生活好了，可邻里间的情谊却离远了。以

前谁家煮肉吃，整个院坝都能闻到香味，而现

在，各家回家后，关上门谁也不理谁。我觉得

邻里之间就应该一起玩一玩、闹一闹，才像邻

居。就像我，我的邻居在深圳打工，他把钥匙

交给我，有空我就去他家帮他浇浇花水。我认

为，邻里之间，只要多点热情，多点宽容，邻

里有事时帮个忙，才能体会到邻里相处的快

意。云南信息报邻里节活动把邻里关系的大门

打开了，能不能走进去，能不能让邻里关系更

融洽，那就得看我们自己的行动了。和睦相

处，快乐自己，高兴大家，我认为就是最和

谐，最融洽的邻里关系”。

为给居民提供便利，活动还将邀请法律从

业人员，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开展 “邻里

节”活动，可以激发邻里热情、倡导邻里互

助、邻里友爱、邻里和谐，每一位居民都能以

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养成 “与邻为善、互助友

爱、明礼诚信、和睦共处”的新型邻里关系。

通海县开展 “３·５”学雷锋暨青年志
愿服务行动

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和 “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毛泽东题词，号召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第４８个纪念日之际，共
青团通海县委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团员、志愿者

开展学雷锋暨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动，在全县掀

起 “向雷锋同志学习”新高潮。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日上午９点，“通海县２０１１
年 ‘３·５’学雷锋暨青年志愿者行动活动启动
仪式”在县城西街举行。来自驻通武警某部的

官兵、秀山小学新校区少先队员、第六中学共

青团员、秀山镇社区党团员志愿者以及中石

油、卫生、金融、公安等各行业青年志愿者共

计 １０００余人参加了仪式，以此拉开通海县
２０１１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暨青年志愿服务行

动的序幕。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通海县各级团组织在县委
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县委政府中心工作，

广泛发动青年团员、青年志愿者、少先队员积

极投身通海经济社会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青

年志愿服务，“３·５”活动已成为通海县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发展的开

局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联系青

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深入开展青少年思想道

德实践活动，努力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

积极引导青年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新农村建

设、禁毒防艾、环境保护、抢险救灾等工作，

进一步深化 “希望工程”、结对帮教未成年犯

志愿服务、青年文明号爱心促和谐等活动，为

下岗失业青年、农民工子女、残疾人、孤寡老

人、艾滋孤儿、失足青少年等特殊群体提供切

实有效的帮助。

仪式结束后，参加仪式的武警官兵、社区

党团员志愿者、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来到各自

服务点，开展清理绿化带、城市 “牛皮癣”以

及义诊、理发、家电维修、清理银器等志愿

服务。

活动当天，共清理县城绿化带５千米、垃
圾７吨，发放禁毒防艾、防震减灾、国防知识
等宣传册 （单）８５００份，摆放禁毒防艾、消防
宣传等展板 ６０余块，法律、金融知识等咨询
６０２人，义诊 １１００多人，义务理发 ２０多人，
义务清理银器３０多件。３月９日，团县委还组
织省级青年文明号单位到农民工子女较为集中

的纳古小学看望慰问农民工子女，并组织秀山

小学与纳古小学 “一对一”结对帮扶农民工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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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六个一”抓好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针对农

村大部分群众基本解决温饱，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薄弱，大多数群众思想观念陈旧、科技意识

不强、文化素质偏低、陈规陋习严重等实际，

从村里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群众最关心的问

题入手，从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增进团

结、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开始，提出了符合

农村实际，针对性、可操作性、适用性较强的

具有农村特色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六个一”

创建制度。

每周一歌一读：针对农村群众信息闭塞，

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形势了解不透和居住分散，

相互交流较少，思想和行动难以统一，团结互

助意识差等实际，采取每周教会群众唱一首革

命歌曲或者组织群众进行一次读书、读报学习

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开展形势教育，增

加村民相互交流的机会，增进团结。

每两月一诊：每两月由卫生局组织协调有

关医疗单位开展一次送医送药下乡活动，就地

为群众看病就诊。

每月一课：按照农民需要什么就讲什么的

原则，全年分别由农业、林业、计生、畜牧、

科技、卫生、司法等部门每两月组织举办一次

种植业、养殖业等农村适用技术培训和卫生、

法律知识讲座，各部门每年每村培训二次

以上。

每两月一演或一映：组织群众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自编自排成舞蹈、快板、小品

等文艺节目，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每

两月在村里、到村外进行一次文艺节目演出交

流，或组织一次电影放映活动。

每月一评：每月对每户农户负责的公共道

路卫生、庭院卫生进行一次评比，评出最清

洁、清洁、不清洁三个等次，对最清洁、不清

洁的农户在宣传栏上分别进行表扬和批评。

每年一评：利用每年的三八、五四、七

一、九九等重大节庆，组织村民评选村 “好媳

妇、好青年、好党员、好婆婆、好公公”等活

动；每年开展一次 “十星级文明户”增星、减

星评比活动。

通过 “六个一”创建活动，群众聚在一起

的时间多了，加强了沟通，促进了理解，开辟

了致富路，增加了友谊，唱出了团结，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达到了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的目的，全县农村呈现出了经济社会事业健康

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探索创新

红河州深入开展个开蒙 “三市联创文

明城市活动”

红河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６日召开的六届州委６０次
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着

眼于推进桥头堡建设，着眼于在更高层次、更

高水平上推动滇南中心城市建设，着眼于加强

全州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蒙自、开远、个旧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的重大决策部署。并由

州委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了 《个开

蒙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实施方案》 （红办发

［２０１１］５５号）。同时，州财政安排了５０万元
的启动经费，为深入开展 “三市联创”活动提

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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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称号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

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城市形象和发展水平的集

中体现，也是最有价值的城市品牌。蒙自、开

远、个旧作为全州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条件

最好的地区，在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滇南中心城市城镇化

水平已达到 ６８％，比全州平均水平 ３６％高出
３２个百分点，随着个开蒙半小时经济圈和城市
生活圈的初步形成，个旧、开远、蒙自正在逐

步向同城化发展。

红河州历来都有重视创建文明城市的传

统，２００８年，蒙自被中央文明委授予 “全国文

明县城”光荣称号，是云南省唯一的一家，同

时，蒙自还获得了国家卫生县城和全国双拥模

范城荣誉称号；２００９年，开远市成为云南省首
批文明城市，也是全国双拥模范城；个旧市是

云南省最先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城市，是

云南省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也拥有很丰富的

创城经验，目前是州级文明城市。

未来５年 “三市联创”的创建目标，就是

要按照 “统一规划、各自申报、分步推进、联

手共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开远

市继续巩固云南省首批文明城市成果，积极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蒙自市继续巩固全国文明县

城的创建成果，结合撤县建市，做好文明县城

向文明城市的过渡转变，积极争创第二批省级

文明城市，未来５年目标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个旧市近期目标积极申报第二批省级文明城

市，中远期目标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力争在

“十二五”期间，我州建成全国文明城市１个，
省级文明城市２个。在全省率先建成区域联动、
功能互补、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

个开蒙文明城市群，打造在全省、全国有影响

力的城乡文明一体化示范区。

为确保联创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红

河州提出了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十大联创行

动，进行了任务分解，依次确定了完成时限、

活动主题、活动内容和责任单位。十大联创行

动包括 “三市联创”动员行动、道德模范引领

行动、精神文明创建行动、文明礼仪宣传教育

行动、传统道德弘扬行动、社会关爱引导行

动、交通秩序治理行动、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社会文化环境净化行动、联合督导巡视行动

等。同时，红河州还将于近期举行蒙自开远个

旧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部署安

排蒙自开远个旧 “三市联创”文明城市的有关

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各部门积极参与、支持和

配合 “三市联创”工作，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

的现代文明素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进城

市管理，塑造独特的人文景观，增强城市的服

务功能，为个开蒙争创全省、全国文明城市奠

定基础。

目前，蒙自市、开远市、个旧市都已着手

开展联创工作，分别召开了创建文明城市动员

大会，举行了启动仪式，并呈现出启动迅速、

形式多样等特点。

大理市 “五创新”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云南省大理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洱海

清、大理兴”的理念，将创建精神文明新农村

与洱海治理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以 “保护洱

海，清洁家园，爱我大理———文明卫生我参

与、保护洱海我尽责”为主题，以 “五创新”

广泛开展文明卫生村创建活动。

创新活动主体内容。文明卫生村创建活动

以村民为主体，从破解农村 “五乱”入手，围

绕减少洱海面源污染，重点从村容村貌、环境

卫生、健康教育、除害防病和精神文明创建５
个方面入手，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综合

素质和农村生态文明程度为着力点，培育新农

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是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新农村建设和洱海治理保护三者有机

结合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

创新宣传发动方式。在全市开展 “百村万

人签名大传递活动”、编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体节目、电视报纸专题报道等方式进行广泛宣

传。以 《洱海保护法律法规常识》 《让心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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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阳光》 《永远的苍山洱海》等为基本教材，

在乡 （镇）村中、小学校建立开设环保教育大

课堂；广泛开展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

村组、进农户 “五进”宣传教育活动，将洱海

保护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改编为民谣，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在村民中传唱。

创新卫生保洁机制。在全市农村全面推广

垃圾 “定时定点收集清运”模式，推行门前包

卫生、包绿化、包秩序、包水清的 “四包”责

任制，推行 “农户交费、政府补助、市场化运

作”的垃圾清运模式；以村组干部和村保洁员

为考核对象，建立自评、互评、领导监督评议

相结合的 “村组联动、块抓条保”的环境卫生

管理目标考核机制；组建文明卫生村督导小组

和志愿者监督队伍，促使工作常态化。

创新活动实践载体。以 “十星级文明户”、

“文明卫生清洁户”、“文明卫生庭院”、“绿色

庭院”等评选和开展 “保护洱海清洁家园大行

动”、“讲文明、树新风”等活动为载体，组织

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卫生村创建活动当

中，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浓厚的氛围营造、

村民亲历亲为的实践参与以及镇村的评比考核

和挂牌表彰等，文明卫生村创建活动变成了村

民喜闻乐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内容，村民

的公共利益进一步得到体现，整体公共文明素

养进一步提高。

创新考核奖惩制度。制定了 《大理市文明

卫生村创建管理办法 （试行）》《大理市文明卫

生村考核办法 （试行）》，每年对各村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纳入村干部年度工作实绩评价考

核。建立以奖代补机制，考核为优秀的，每村

以奖代补５万元；考核为合格的，每村以奖代
补３万元；考核为不合格的，村干部年度工作
实绩评价考核不得为合格，并对乡镇、村两级

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通过 “五创新”举措，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在大理市农村全面贯彻实施，二十字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 “八荣八耻”等内容深入

人心，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很好效果。

（云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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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西藏自治区紧紧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和西
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为根本，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为目标，扎实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

人心、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
年系列主题活动社会反响强烈、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取得历史性突破、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推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切实加强，为推动

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

保证、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系列主题

活动取得新进展

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６０
周年，精心设计系列主题活动，积极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组织开展 “６０位感动西藏人物”评
选表彰活动，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大

力宣传推荐评选活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全

面实施 “万千百工程”，扩大参与面，提高公

信力；创新形式举办颁奖典礼，掀起活动新高

潮。活动共接受推荐候选人４７３名，群众参与
近４０万人次，相关网络转载量达 ３００万次
（条），极大地弘扬了 “老西藏精神”。组织开

展 “激情放歌·唱响西藏”经典歌曲传唱活

动，全区共举办各类经典歌曲演唱会２７００多场

次，参与人数２８０多万人次，精心组织两场大
型 “颂党恩·跟党走”、“迎大庆·感党恩”群

众性演唱会，经典歌曲传唱活动已成为近年来

我区覆盖面最广、参与群众最多、影响最深远

的一次群众性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实践

活动。

二、广泛推荐、大力宣传，公民道德

建设呈现新气象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推荐评选全国第三届道

德模范候选人，发挥 “群众评、评群众”的优

势，共接受推荐候选人２１０多名，向中央文明
办推荐１２人。其中，旦增尼玛、仁青达瓦两人
光荣当选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贾仁和、彭燕

等１１人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将自
治区第二届 “道德之光”颁奖晚会刻制成光盘

下发全区，印制藏汉文道德模范挂历、台历４
万余册分发到农牧区；在区内主要新闻媒体开

办 “感动西藏”、“道德模范专栏”，广泛开展

全国和自治区道德模范 “进社区、进机关、进

学校、进军营”巡讲活动２８场次，直接受众
达６万余人次，集中宣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
激励、鼓舞和动员全区各族干部群众以道德模

范为榜样，不断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升文明

素质。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广泛传播善行义举，

弘扬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倡导了文明新风正

气，提升了人文精神，凝聚了全社会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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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三、把握重点、整体推进，精神文明

创建实现新突破

认真贯彻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制定下发 《西藏

自治区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

施办法》，以美化村容村貌、构建生态村镇为

重点，大力实施乡村文明达标工程和 “八进农

家” （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

和优美环境）和 “六个一” （一个文化室、一

个业余演出队、一个洗澡堂、一处体育设施、

一条硬化的路、一批文明户）工程，切实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组织开展 “改陋习讲文明树新

风”活动，引导农牧民群众摒弃封建迷信，崇

尚科学，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深入开展 “文明

生态村”、“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着力提

升乡风文明程度。

拉萨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西藏精

神文明建设史上一件大事、喜事、盛事，充分

体现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特殊关心、自治

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我

们组织测评组对拉萨市、日喀则市创城工作进

行了先期测评，积极做好中央测评组赴藏对拉

萨市的综合测评工作。积极配合好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对拉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典型宣传，

确定了 “跨越发展、团结和谐、共建共享、幸

福拉萨”的宣传主题。

深入开展 “创文明机关、争当人民好公

仆”，引导各行各业在服务西藏跨越式发展和

长治久安的大局中建功立业。深入开展 “共

铸诚信”活动，切实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

信、社会诚信建设，大力倡导诚信为本、操

守为重的良好职业道德。紧密结合 “创先争

优强基础会民生”活动，深入开展 “做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活动，提高行政效能，树立

行业形象。

四、拓宽载体、巩固阵地，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迈上新台阶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２００４］８号文件精神，
继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社会主

义新西藏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认真贯

彻落实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管理办法》精神，制定了 《西藏自治

区乡镇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办法》，确定了

首批２３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学校，有
效拓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空间。组织开

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大手拉小手”和

“我和我的祖国”等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坚

定未成年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素质。组织开展 “网上祭英烈”和 “歌

曲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举办全区 “童心向

党”少儿专题晚会，让青年学生重温革命光

辉历史，牢记革命光荣传统。组织开展天津

“魏宏爱心驿站”走进西藏、 “同在蓝天下，

生日送祝福”等爱心活动，向孤残儿童捐赠

了价值达１４万余元的学习、生活用品和１万
元爱心助学金，切实关心关爱孤残儿童，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开展优秀童谣推荐

评选活动，共征集童谣７６首，向中央文明办
推荐８首优秀童谣。其中，《数花花》、《美丽
的拉萨我的家》分别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童

谣三等奖和优秀奖，共向基层中小学校赠送

《中华是我家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集》２万
册。社会文化环境不断改善，加强网吧管理，

整治关停黑网吧 ７家。深入开展打击互联网
和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删除有害信息

３６２５９条，清理非法出版物和电子音响制品
３０万册 （盘），整治校园周边秩序，营造良

好学习环境。

五、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文化惠民

工程赢得新赞誉

紧紧围绕把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为民生改善的重要方面这个主题。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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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组建科技、

文化、卫生分团分别深入各地开展慰问帮扶

活动，区地县三级文明办牵头组织 “三下乡”

活动２００多场次，共投入资金 １８００余万元，
下乡人员８０００余人次，有效满足了农牧民群
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切实提高了农牧

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力

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协助中央

文明办做好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向基

层学校和文化站赠送了３０００台绿色电脑，极
大地丰富了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

“四进社区”和 “全民阅读”等活动，组织开

展 “亿万网民大拜年”、 “网上送春联”和

“网上祭英烈”，积极配合中央电视台做好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中华长歌行西藏专题

节目的拍摄制作，提升传统节日的内涵、丰

富节日文化、传承悠久历史。继续实施 “西

部开发助学工程”，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完成学业。

六、建章立制、开展服务，志愿服务

活动打开新局面

制定 《西藏自治区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起草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工作条例》，积极

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志愿者协会和西藏自治区

志愿服务基金会，推动全区志愿服务工作健康

发展。组织开展关心关爱 “空巢老人”、残疾

人和孤残儿童等志愿服务，全面实施 “关爱农

民工”志愿服务活动，让弱势群体切实体会到

社会的温暖。组织开展 “文明交通我先行”、

“网吧安全”、文明监督、送温暖添关爱、公益

救援等为主题的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提

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大

力宣传志愿服务精神通过刊播志愿服务公益广

告、征集 “志愿者心得”等方式，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引导人们

尊重志愿者和志愿者的劳动，营造有利于志愿

服务的浓厚舆论氛围。

特色活动

开展评选表彰 “６０位感动西藏人物”

２０１１年是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在西藏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

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他

们是时代的先锋，是西藏各族人民的骄傲，他

们的事迹和精神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生动

教材。为热情讴歌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来为西藏
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颂扬他们的感人事迹，展示他们的人格魅

力，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为进一步增强西藏

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坚定各

族干部群众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

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信心和决心，鼓舞

和激励全区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建设团结、富

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

大实践，西藏自治区组织开展评选表彰 “６０位
感动西藏人物”。

参与 “广泛性”。在开展评选表彰 “６０位
感动西藏人物”过程中，广泛发动各族干部群

众参与推荐、投票，活动共接受推荐候选人

４７３名，群众参与近４０万人次。为确保活动公
平公正，全面实施 “万千百工程” （组织全国

０７５



西藏自治区

和自治区道德模范、提名奖活动者，优秀党务

工作者，优秀公务员、三八红旗手，优秀基层

军官、村党支部书记１万名参与投票；组织各
级文明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

范、老党员、老专家、老教师１０００名参与推荐
候选人；确定１００名专家学者作为评选委员会
委员），扩大参与面，提高公信力。

选择 “典型性”。评选出的６０位感动西藏
人物是在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

三个不同时期，为西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产

生重大深远影响，在全社会起到典型示范和引

导作用。他们中有 “忠骨埋边疆”的将军谭冠

三，有修建川藏公路时牺牲的小战士张福林，

有 “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孔繁森，也有 “领

导西藏第一个互助组”的农牧民次仁拉姆。评

选出的感动人物，他们伟大的人格、高尚的情

操和崇高的精神都体现着熠熠生辉的 “老西藏

精神”。

宣传 “立体性”。一是形象宣传。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上广泛宣传评选表彰 “６０位感
动西藏人物”活动的重要意义、评选范围、方

法步骤。制作刊播 “６０位感动西藏人物”公益
广告宣传短片和通过手机发送评选推荐活动公

告。二是投票宣传。在区内主要新闻媒体发布

“６０位感动西藏人物”评选活动投票公告和
１００位感动西藏人物候选人的主要事迹，开辟
专题网页进行公众网络投票，提高公众参与投

票的积极性。三是当选人物宣传。设立 “６０位
感动西藏人物”专栏专刊，对６０位当选人物
的主要事迹进行刊播。创新形式举办 “６０位感
动西藏人物”颁奖晚会和座谈会，在全社会形

成学习、宣传、崇尚感动西藏人物的浓厚

氛围。

开展 “激情放歌·唱响西藏”经典歌

曲传唱活动

组织开展 “激情放歌·唱响西藏”经典歌

曲传唱活动，全区各地 （市）、各企事业单位、

各学校共举办各类经典歌曲演唱会 ２７００多场
次，参与人数２８０多万人次，热情讴歌了党的
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充分展示了全区各族人

民感恩共产党、心向伟大祖国、奋发奔小康的

精神面貌。

一是突出主题。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

宣传教育的主题，把 “激情放歌·唱响西藏”

经典歌曲传唱作为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

团结宣传教育的生动课堂，作为抒发各族干部

群众 “感党恩、颂祖国、爱西藏”真挚情感的

有效载体，在全社会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

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民族团结好

的时代主旋律。

二是深入基层。开展 “经典歌曲进校园”

活动，将经典歌曲传唱活动作为学校德育工作

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把教唱、学唱的

经典歌曲列入学校革命传统教育和音乐教学课

程，使党的优良传统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的高尚情怀通过歌声代代相传，形成 “学校

有活动、班班有歌声”的良好氛围，让爱国主

义的主旋律在青少年心中唱响。开展 “经典歌

曲进农牧区”活动，充分利用藏民族能歌善舞

的天性，组织村级业余文艺演出队定期开展大

合唱活动，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教唱经典

歌曲，使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真正热在基层。开

展 “经典歌曲进机关”活动，按照 “小规模、

分散化、多样性”的要求，全区各级机关把经

典歌曲传唱活动作为广大干部职工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职工

坚持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社会主义道路的决

心和信心。

三是打造品牌。集中示范性与群众自发性

相结合，在建党日和西藏和平解放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精心组织 “颂党恩·跟党走”、 “迎大

庆·感党恩”两场大型群众性经典歌曲集中示

范演唱会，掀起活动新高潮。在城市广场、文

化中心、街心公园和乡村文化活动站 （室）等

场所，各族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起来传唱经典歌

曲，活动越来越成为各族干部群众业余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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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要组成部分。“激情放歌·唱响西藏”经

典歌曲传唱活动已成为近年来西藏自治区覆盖

面最广、参与群众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群

众性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

探索创新

“四新”建设打造文明和谐藏江南

林芝地区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明

村镇创建工作，牢牢抓住西藏社会存在的主要

矛盾和特殊矛盾，依靠党的惠民富民政策和政

府的资金投入，以奠定精神文明创建的物质基

础、巩固农牧民群众的思想基础为根本，以

“建安居新房”、 “做时代新人”、 “树文明新

风”、“展家乡新貌”的 “四新”建设为重点，

全面推进林芝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建安居新房”：就是实施以安居工程为突

破口的新农村建设，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安居才能乐业，仓廪实而后

知荣辱。林芝地区的安居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充

分考虑了农牧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

始终把安居工程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在一

起、结合在一起，一手抓新房建设，一手抓文

明创建。坚持破旧立新，坚持 “两手抓”、“两

促进”，明确主体、深化认识，理顺 “四个关

系”、做到 “四个结合”。在工程建设工程中，

坚持将农牧民安居工程与小城镇建设、小康示

范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相结合；与当地的生活风

俗和居住习惯相结合；与地域特色、民族特

色、时代特色相结合；与保护耕地、保护环境

资源和适度集中的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实施

安居工程，基本上实现了区党委提出的让各族

群众 “住上安全适用的房，喝上干净卫生的

水，走上宽敞平坦的路，用上方便充足的电，

治好折磨人的病，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的目

标，为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做时代新人”：就是开展以反对分裂、维

护稳定、促进发展为重点的主题教育，为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在林芝的农

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农牧民群

众的思想状况作为各项文明创建工作的第一考

核指标，把政治合格、思想过硬作为林芝精神

文明建设的第一目标。在各项创建活动中，紧

紧抓住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两个重点，紧紧围

绕发展和稳定两大主题，以民主改革５０周年、
“３·２８”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藏和平解放
６０周年等重大庆祝活动和时间节点为重要契
机，以 “讲成就、揭老底、批谎言”为重点内

容，广泛开展 “谋跨越、奔小康”， “反对分

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新西藏、新发

展、新成就、新生活”和 “团结稳定是福、分

裂动乱是祸”等主题教育活动，让农牧民群众

充分认识达赖集团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

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真正明白自己生活

惠在何处、惠从何来，真正懂得是谁在造福西

藏人民、是谁在祸害西藏人民，真正懂得只有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

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才有幸福的今

天和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从而自觉维护祖国

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在思想

上筑牢反分裂斗争的长城，争做推动西藏跨越

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时代新人。

“树文明新风”：就是倡导以改陋习、破陈

规为重点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传播和形成科

学、健康的文明新风。林芝地区按照 “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目标要求，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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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文明村镇建设。在思想

观念上，着力消除 “等靠要”和 “守着金饭碗

讨饭吃”的现象；在生活起居上，从改厕、改

水、改厨、人畜分离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

起，彻底整治 “脏、乱、差”现象，教育引导

农牧民群众把告别愚昧、走向文明变成自觉行

动；在生产建设中，着力改变落后的生产方

式，引导农牧民群众实施科学种养。特别是针

对林芝地区生态环境特别脆弱的实际，教育引

导群众坚持 “生态立村”，改变以往乱砍滥伐、

过度放牧、过度烧柴等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

生活方式，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走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在文明村镇创建活动

中，针对农牧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现

状，我们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藏民族 “会说话

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特长，以文化

活动为载体，吸引农牧民群众广泛参与，积极

投入各项文明创建活动。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地区
４８９个行政村都有自己的业余文艺表演队，其
中经过定期和不定期培训过的农村民俗表演队

就达１８７个，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农牧民群众的科学文化

素质，深化了以文明村镇创建为重点的各项创

建活动，充分发挥了以文 “化”人的重要

作用。

“展家乡新貌”：就是以打造特色、品牌村

镇为重点，以独特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展示

经济发展、文明和谐的农村新貌。在文明村镇

创建过程中，我们始终以 “三个双促进”为重

要举措和工作目标。一是以党建促创建，以创

建促固基础。夯实基层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为抓好文明村镇建设，我们先是开展 “三个培

养”，把优秀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

培养成致富带头人，进而把他们培养成村后备

干部。同时，加强党员自身的教育培训，不断

提升基层党组织指导文明村镇建设的能力。然

后通过文明村镇建设，让基层干部进一步解放

思想、开阔视野，进一步促进基层党组织工作

的规范化、制度化、民主化。二是以投入促创

建，以创建促发展。一方面，政府实施政策倾

斜，地、县财政和援藏资金重点向乡村经济实

体、种养大户倾斜，金融部门加大对经济实

体、特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

过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提高了村民的整体素

质，在村民中牢固树立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观念，群众自觉更新观念、转变思想，纷纷

寻找发展经济的路子。三是以特色促创建，以

创建促品牌。林芝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风

格多样、文化特色浓郁，我们发动群众依托各

自优势，在文明村镇创建过程中打造 “一县一

特色”，“一村一亮点”截至２０１０年，初步建
成以特色种养殖为主的特色产业乡镇１６个、专
业村４８个，创建了一批 “生态文明村”、 “文

明示范村”、“小康文明村”，打造了一批以林

芝松茸、朗县核桃、波密天麻和特色旅游等为

品牌的 “菜园子村”、 “果园子村”、 “花园子

村”和 “家庭旅馆村”，受益农牧民８５万余
人，占林芝地区农牧区总人口的６７％。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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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六中

全会及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紧紧

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扎实开

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提高公民文

明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为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环境。

一、广泛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 “三唱三颂”活动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契机，以
群众性歌咏活动为载体，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

“唱经典歌颂扬延安精神、唱赞歌颂扬改革开

放、唱家乡歌颂扬美好生活”的 “三唱三颂”

活动。省文明办就活动专门下发通知，作出安

排。同时，编印 “三唱三颂”歌本 ５０００册，
免费下发到基层单位。与商洛市在商南县共同

举办了启动仪式，与省直机关工委、省广电局

联合举办了全省 “三唱三颂”群众性集中演唱

活动——— 《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型歌会。组织

了歌会录像在陕西卫视和陕西一套黄金时段播

出。省音协组织专家分赴各地市指导活动开

展。此项活动，得到了各地和广大干部群众热

烈响应、积极参与。西安、安康、商洛、杨凌

等市区举办了大型广场歌会，延安市举办的大

型歌会七一前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西安、延

安、商洛、汉中等市举办 “三唱三颂”群众歌

会千场以上。省气象局、环保厅、教育厅、质

监局等厅局行业都广泛开展了 “三唱三颂”活

动。全省上下举办各种类型 “三唱三颂”系列

活动大小近６０００场次，近８００万干部群众参与
其中。三秦大地各界群众激情豪迈，唱响了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富民强省

好、三秦家乡好的主旋律。

二、广泛开展 “迎世园、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

以举办西安世园会为契机，在全省广泛组

织开展了 “迎世园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着力

打造市容环境静态风景线、公共交通动态风景

线、志愿服务常态风景线。省文明办与西安市

联合组织举办了 “迎世园讲文明树新风”礼仪

知识竞赛，传播世园知识，普及世园常识；与

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组织开展了迎世园文明短信

征集传递活动，弘扬文明新风，传递美好祝

愿；与省公安厅联合深入推进 “文明交通行动

计划”，广泛开展 “迎世园保平安畅交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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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活动，引导交通参与者遵纪守法，文明

出行，设立 “不文明交通行为曝光台”，集中

开展整治不文明交通行为，组织开展了 “迎世

园，做文明使者”活动，倡导文明乘车，营造

舒心快乐的交通出行氛围。组织开展了 “诚信

旅游在陕西”活动，提升服务水平，树立良好

形象。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倡导志愿服务理念，传播志愿服务精神。特别

是在世园会举办期间，西安市以 “我们都是绿

色先锋”、 “迎世园，除陋习，文明礼仪伴我

行”、“低碳嘉年华·快乐你我他”、“低碳一小

时·绿色迎世园”等为主线，开展了１９０余次
践行世园 “绿十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省慈

善协会、西安世园会执委办等单位联合举办

“扮靓新西安 迎接世园会”活动，２１个志愿者
团队、１０００余名志愿者联合发出倡议，在８个
重点地域和市内９个主要交通干道沿线划段设
点，开展捡拾垃圾、铲除野广告、协助残疾人

过马路、协助维护十字街口交通秩序等常态性

志愿服务活动。省国税、财政、银行部门共同

发起组织了 “我参与、我奉献，让西安世园更

精彩，财税银志愿者在行动”活动。

三、广泛开展 “做尚德重礼的陕西

人”活动

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根据中央文明办 “做文明

有礼的中国人”活动安排，结合实际，在全省

广泛开展了 “做尚德重礼的陕西人”活动。着

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的 “四德”教育，着力推行言谈举止文明

有礼、公共场所文明有礼、邻里相处文明有

礼、行路驾车文明有礼、旅游观光文明有礼、

网上交流文明有礼的 “六礼”规范，积极构筑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

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

范。为弘扬陕西人精神，省文明办与省教育

厅、通信管理局、社科联等七个单位联合在西

部网开展了 “陕西人精神”概括语征集活动，

提炼出 “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

德重礼、务实进取”的陕西人精神。积极开展

各种形式的 “做尚德重礼的陕西人”主题实践

活动，制定文明行为规范，宣传普及礼仪知

识，组织文明礼仪培训。省质监局在全系统开

展了 “和谐质检、与善同行”、“岗位扬善、以

质取胜、创先争优”活动，在榆林毛乌素沙漠

举行了 “尚德重礼与善同行”石碑揭幕、植树

造林共筑绿洲、扬人之善点评会等 “做尚德重

礼的陕西人”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开展了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和第二届陕西省道德模范推荐

评选表彰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推荐道德模范候

选人１４３名。组织公众投票和媒体公示，收到
纸质选票２３７６９４张，网络选票２２７２７２张，“千
名公众代表”选票１０００张。评选出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１０名。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新城
大队民警王振治荣获第三届 “全国助人为乐模

范”荣誉称号，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王巧芬

等七人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榆林市

靖边四中初一学生段红艳获得美德少年称号。

评选出省级道德模范５１名和省级道德模范提名
奖５０名。隆重举办了陕西省第二届道德模范颁
奖晚会——— “尚德礼赞”。制作道德模范专题

电视短片５９部，在省电视台新闻等频道播出。
各市都普遍开展了本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组织开展了道德模范短信宣传活动。完成

“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陕西站三场演出。

组织我省曲艺界人士根据道德模范事迹，编写

排练道德模范故事节目，深入基层开展 “道德

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４３场。组织广大群众，
积极参加中国文明网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向中央文明办上报 “身边

好人”１０９人，１２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开

展关爱道德模范活动，慰问我省全国和省级生

活困难道德模范 ２７名，发放慰问金 １８５万，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道德模范的关心关爱，树立

了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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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以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评选表彰为契机，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着力提高城乡文明程度。组织了

第三批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的推荐、审

核、考查和上报。对第二批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集体进行了复查。我省５个县城荣获全国
文明县城，３７个村镇荣获全国文明村，５７个单
位荣获全国文明单位，３８家单位保留荣誉称
号。大力加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宝鸡、西

安、延安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群众性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热潮，使城市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宝

鸡市强化重点，巩固成果，抓好城市公共文明

指数测评工作，开展 “文明交通司乘满意在宝

鸡”活动、“六比六看”活动。西安市协调市

属媒体开设了 “创全国文明城市、建文明和谐

西安”专题专栏，设立专题视频与图片链接，

并增设了 “曝光台”。大力加强文明单位、文

明机关、文明校园、文明村镇等创建工作。咸

阳市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采用专家讲解、集

中授课等方式，对申报创建单位进行精神文明

创建知识培训。汉中市细化创建指标，提出了

文明单位创建三个展板的要求。安康市实施了

文明单位创建 “五个一”奠基工程。各类创建

单位按照测评体系的要求，扎实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有力提升了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单位的整体形象。今年共评出省级文明县

城 （城区）５个，省级文明单位标兵６９个，省
级文明单位１５９个，省级文明机关１５个，省级
文明校园５６个，省级文明村镇４７个。

五、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组织

开展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对全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现状、存在的薄弱环节

和问题、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突破口等进行了梳

理，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我省 《实施意见》，

以省委、省政府两办名义下发。召开了全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推广了咸阳市 “五

送五建”活动、安康市白河县 “五个五”乡风

文明促进工程、汉中市洋县东城社区建立 “公

民道德档案卡”、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办 “文

化一村一品”建设等一批成功经验和典型做

法，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各地积

极贯彻落实 《实施意见》，进一步深化农村

“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评选和文明村

镇创建、城乡共建、结对子共建、区域连片创

建等活动。安康、咸阳等市召开了全市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西安市在文明社区创建

中将 “民主协商解决问题，完善社区自治”推

广到全市社区，切实提高了文明和谐社区的创

建水平。宝鸡市大力实施村容村貌美化工程、

先进文化普及工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深入

开展 “美在乡村”创建活动。渭南市进一步拓

展千里文明村镇路建设，积极开展军警民等多

种形式的共建活动。铜川市开展 “万户农民争

十星”评选活动，组织千名干部下基层促增

收，为农村办好事、办实事。延安市、榆林市

以年终考核制为推动，大力开展结对子共建活

动、城乡共建活动。汉中在全市开展城乡清洁

工程，解决农村环境 “脏、乱、差”现象。安

康市结合实际，在深化巩固 “文明环线示范工

程”的同时，创新开展了 “三里” （屋里、邻

里、村里）和文明和谐新家园建设工程。杨凌

示范区积极创建文明生态村。全省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工作格局。

六、大力推进志愿服务

以举办西安世园会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

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志愿服务理念，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扩大志愿服务影响。加强

志愿服务工作机构建设，完成陕西省志愿者服

务协会成立前期筹备工作。各地市和部分厅局

成立了相应机构。省国税局率先成立了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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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队，并在各市局、省局各直属机构单位设

立分队，各分队以县 （市、区）局为单位设立

小队，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国税系统志愿服

务活动。在全省组织开展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

务、巾帼志愿服务、助残志愿服务、西安世园

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西安世园会期

间，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等３５所高校以及全市各
行各业的１３０００名园区志愿者在园区及周边为
游人提供热情、周到和细致的服务，总服务时

数约１４０多万小时。 “小蜜蜂”们的优异表现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获得了零

投诉和９０分以上的满意度评价。西安市共有近
１０多万名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营造了 “与文

明同行，我的城市我的家”的良好氛围。宝鸡

市隆重举行志愿者服务大队授旗暨集中示范活

动启动仪式，为１７支专业志愿者服务大队及４
个志愿者协会分会授旗，同时开展了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关爱 “空巢老人”志愿服务、关

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慈善志愿服务、 “歌颂母

爱，弘扬美德，送温暖”志愿服务、青年志愿

者环境卫生整治示范等活动。安康市制定了

《安康市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意见》，成立了活动

协调领导小组，进一步完善了志愿服务活动体

制机制，把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各类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考评体系。渭南市在城区中心广场隆重

举行了 “我为创国卫添光彩”千名志愿者服务

行动启动仪式，组织了１２个志愿服务队，１０００
名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大街小巷，开展文

明交通习惯、城乡清洁卫生、爱老助老、义务

献血等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团省委等单位联合

对２０１１年陕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服务者暑期文
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省妇联积极推进面

向妇女儿童的志愿服务，形成了 “妈妈环保”、

“红凤工程”、“母亲健康快车”、“维权服务”

等一批志愿服务品牌和巾帼志愿服务队伍。

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认真贯彻２０１１年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视讯会议精神和 《任务分工》的通知精

神，结合陕西省实际，制定下发了 《关于落实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视讯会议精神

的任务分工》。继续做好为未成年人办实事工

作，制定下发了 《陕西省２０１１年为未成年人
办１０件实事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对各单位
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大力开展青少

年思想道德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

脑。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 “做一个有道

德的人”为主题，与省教育厅共同确定西安市

铁一中学等１２０家单位为我省首批 “做一个有

道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与省教育厅、团

省委、省妇联、省少工委共同表彰了第二届

“陕西省文明小公民”１００名，树立了一批未成
年人身边的学习榜样。组织开展全国第二届优

秀童谣征集活动，全省共有２篇童谣作品分获
一等奖和二等奖。组织开展全国童心向党歌咏

活动，各地推荐优秀节目８０个，１４个节目最
终在中央文明网上进行了展播。延安市以宝塔

山为背景录制的童心向党歌咏节目参加了全国

汇演。开展了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少儿书信文化活动、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活

动。大力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结合

全省实际，制订了 《陕西省使用中央彩票公益

金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考核评比办

法》和 《考核评估标准》。举办了中央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陕西省启动仪式

暨骨干培训会，中央文明办未成组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并对各市文明办、教育局及７２所学校的
负责同志进行了培训。做好 “西部开发助学工

程”相关工作，共资助贫困大学生 ３７６名，
“宏志班”学生３００名。评选表彰了未成年人
工作先进集体２７个。

八、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贯彻落实陕西省 “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

和改革 《规划纲要》，加大广播电视村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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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村图书

室、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建设力度，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满

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展 “绿色电脑进西

部”活动，为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校、村级文

化室发放电脑５０００台。深入开展科教文体法律
卫生 “四进社区”和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我们

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宝鸡市在春节、元宵

节，以县区为单元，结合各自实际，举办了大

型社火游演、秦腔自乐班演唱、秧歌舞蹈表

演、灯谜晚会、焰火晚会等活动；在清明节，

举办了 “周乐之春、清明怀祖”民族交响音乐

会、纪念宝天英烈、公祭炎帝，网上祭英烈、

鲜花 （树苗）换冥币等系列活动；端午节，举

办了 “平安马”、“富贵羊”、“福寿猪”等品

牌泥塑展览和 “剪纸”、“刺绣”、“草编”等

民俗工艺比赛。安康市在传统节日举办扭秧

歌、舞狮子、唱戏曲、龙舟赛会、 “划旱龙

船”、“包粽子、佩香囊、戴荷包”等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西安市结合迎接世园

会，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节日文化活动，开展

了经典诵读、社区 “邻里节”、 “情意棕送亲

人”、挂国旗、大中小学生 “长安诵”经典诵

读比赛等系列活动。延安市举办元旦春节 “过

大年”文化活动，秧歌汇演、焰火晚会、文艺

演出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

的节日氛围，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弘扬了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爱国情感。榆林、商

洛等地市深入开展全民读书活动。榆林以 “践

行科学发展、打造书香榆林、推动创新转型、

实现富民强市”为主题，开展了书香行动、书

香建设、书香物化三大类５０项活动，推动书香
榆林建设。商洛市以 “知书达理、崇文尚德”

为主题，在全市开展了 “书香机关”、“书香校

园”、“书香企业”、“书香村镇”、“书香社区”

活动，在全市形成 “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

良好氛围和文明风尚。

此外，加强了信息和调研工作。收到各地

稿件９０多篇，编印 《陕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简报》３１期。中央文明办编发我省稿件６篇，
中国文明网刊登我省稿件１４２篇，反映了各地
各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组织

编写了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陕西）》和

《陕西年鉴》精神文明建设相关内容。组织了

关于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情况的调研，形

成了调研报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了参

考。

特色活动

淳化县开展 “五送五建”活动

淳化县辖１２个镇２０４个行政村，现有农业
人口１８万、占全县总人口的９０％，随着传统
农业县向生态经济强县的转型升级，农村的全

面发展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不但任重道

远，且刻不容缓。近年来，淳化县始终坚持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开展了富裕、科

技、文明、美化、和谐 “五到农家”的 “五送

五建”活动，活化载体、凸显实效，全力提升

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使全县农村呈现出风正、

气顺、人和、事业兴的大好局面。

以 “合纵”兼 “连横”， “三个机制”打

造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模式。为了组织各级各

部门统一步调、自上而下、高效推进 “五送五

建”活动，淳化县从机制创新入手，坚持全县

动员、全民参与，以科学的发动机制形成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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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一是创新了 “党

政引导、村组自治、部门服务、资源整合”的

运行机制。坚持层层落实创建责任、签订创建

任务书，依靠党政机关宏观引导、因势利导搞

创建农村精神文明，依靠农民基层组织、村组

干部和村民代表组织发动农民群众自我管理、

自主创建农村精神文明，依靠各级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深入一线、深入帮建对

象，使 “五到农家”成为县、乡、村三级党政

“一把手”工程，促使各级干部带着责任、带

着感情、带着点子深入农村开展帮建、帮扶活

动，形成了纵向到顶、横向到边的全覆盖创建

工作网络，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人财物的效能。

二是创新了 “政府补助、部门帮助、群众自

助、社会赞助 ”的投入机制，坚持 “多腿走

路、多方出力”的原则，采取 “农民出一点、

财政拿一点、社会筹一点、包村单位和有关部

门帮一点”的办法，各级各部门从政策、项

目、资金上给予大力倾斜，社会各界人士也以

赞助、捐助等形式全力支持 “五到农家”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近３年时间，累计整合项
目４８７个、整合资金近３亿元集中使用到 “五

到农家”创建活动，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纵

深发展。三是实践 “领导挂帅、单位包村、城

乡互动、优势互补”的帮扶机制。坚持结对帮

扶，为９６个县级部门确定了帮扶对象和帮扶范
围，明确责任、划定任务、规定帮扶时限，在

抓好县直部门结对帮扶的同时，把县级领导、

县级综合部门一把手定点挂帮到全县６６个村，
实行挂牌创建，保障领导、部门、乡镇和村

“四位一体”齐抓共建；把１２个镇分为５大片
区，３１位县级领导分成６组，每组明确１位县
委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和５位县领导为责任人，
负责对责任片内 “五到农家”创建活动进行统

筹安排；统筹缩小城乡文明差距，形成 “千斤

重担众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一局一村小

捆绑、全县上下大帮扶的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新

格局。

以 “物质”富 “精神”， “三个先行”夯

实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将促进农民增

收、发展致富产业作为创建农村精神文明的基

础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 “果业强县、旅游大

县、生态名县”三大目标建设，组织各涉农部

门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地发展壮大特色富民产

业，做到了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三个先行”。

一是先行培育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按照 “东畜西菜旅游全县果”的产业

布局，积极扩张 “一村一品”产业规模，培育

种植养殖大户，引导和扶持农民大力发展优势

特色产业，以 “企业＋基地 ＋农户”的生产模
式，引导群众两年新栽新品种苹果１０余万亩，
建成各类养殖专业村１５个、规模养殖小区１８
个、发展专业养殖户３８７户，发展大棚菜１８７３
亩、大路菜４２万亩，蔬菜年产１２万吨以上；
依托７大景区、２６个景点，发展 “农家乐”接

待户达到２００户，建成 “一村一品”示范村２４
个、推进村１２０个，农民群众争先恐后谋产业、
抓经济、求发展的思想认识普遍提高，下活了

农村经济一盘棋。二是先行落实各项惠民政

策，以有效破解 “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捆绑整合各类

涉农项目，争得一切可争取的资金和机遇，实

施连片开发、联动管理、规模生产，在解决农

民发展缺资金的同时，重点解决农民缺技术的

问题，先后５次开展科技、卫生、文化 “三下

乡”活动，组织相关部门举办各类培训班８６０
期，印发 《果农手册》与 《秋施基肥技术要

点》等技术资料９万余册，培训各级技术员和
果农、菜农、养殖专业户 １３万人 （次），使

５０００多户农民扎实掌握了发家致富经，开辟了
品与品、户与户、村与村合作联营新局面。三

是先行树立文明创建典范，坚持从群众最心

齐、干部最心热、条件最具备的村组抓起，从

农民最关注、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事情

抓起，从生活较殷实、思想较开明、比较威望

高的群众抓起，扎实开展 “十大孝子”、“十大

贤媳”、 “十佳好公婆”、 “十星级文明户”、

“科技示范户”、“五到农家示范户”等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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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活动，全县涌现出了城关罗家庄、润镇五

一、铁王北塬、方里方西、官庄景罗、石桥咀

头村等一批乡风文明示范村，评出了 “十星级

文明户”、 “五好家庭”等５０００多户，充分发
挥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

以 “三从”促 “五到”， “三化”加快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紧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难点、焦点和盲点，坚持在三个 “从”字上

下工夫，强化、细化、深化 “五送五建”手

段，力促 “五到农家”活动有声有色有成效地

开展。一是从远着眼，以建设新农村、培育新

型农民为目标，提出 “富裕到农家增收入、科

技到农家长智慧、文明到农家爽精神、美化到

农家展新貌、和谐到农家提境界”的创建载

体，各镇各部门依据这一目标和载体，坚持规

划先行、分类指导，统筹自然条件、经济基

础、群众意愿和村组干部引领发展的能力状

况，分阶段制定镇、村创建规划 ２１６份，使
“五到农家”活动有目标、有抓手，不走过场、

不搞 “一刀切”。二是从细着手，以农村通路、

水、电、电话、广播电视，改灶、改厕、改善

环境，建图书阅览室、建文体场所、建宣传栏

等 “五通三改三建”为切入点，大力开展帮农

民找到一条致富路、住上一幢宽敞房、置有一

套好家什、安装一部家用电话、建成一间卫生

厕所，掌握一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和培养一种

以上文体兴趣爱好等 “七个一”活动，全县共

铺筑通村水泥路８１０公里、建农村饮水工程５６
处、建成沼气池７６００座，建成绿色家园行政村
１４０个，８５８８户困难农民彻底告别了土窑洞、
喜迁新居，全县水泥路通村率、通电率、 “村

村通”覆盖率均达到１００％，自来水入户率达
到９０％，彻底杜绝了农村柴草乱垛、粪土乱
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泼、畜禽乱跑等 “五

乱”现象。三是从实着力，把农民求富、求

学、求乐、求美、求和睦作为根本出发点，广

泛开展送富民政策到农村、建成一批文明示范

村镇，送致富技术到农村、建立一批科技示范

户，送道德规范到农村、建乡风文明长效机

制，送先进文化到农村、建乡村文化演出小分

队，送卫生服务到农村、建立医疗服务志愿者

队伍活动，建成乡村文化站 ２９个、农家书屋
５０个、文化休闲广场１４个，成立农民培训流
动学校、巡回培训农民６８万人次，建成并开
通农业信息网、淳化果业网等业务网站７个、
局域网 １１个，建成村级科技信息服务站 １９３
个、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８６个，培养党员增
收示范户 ２４５户、村干部致富带头人 ３６８名，
７０００余户科技能手实现网上市场信息对接和农
产品交易，以实实在在的 “送”和 “建”，做

到了富裕、科技、文明、美化、和谐 “五到农

家”。

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开展 “三唱三颂”

活动

“唱经典歌颂扬延安精神、唱赞歌颂扬改

革开放、唱家乡歌颂扬美好生活”的 “三唱三

颂”活动，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为
契机，以群众性歌咏活动为载体，在全省城乡

广泛开展，三秦大地歌声嘹亮，各界群众激情

豪迈，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富民强省好、三秦家乡好的主旋律。与

商洛市在商南县共同举办了启动仪式。省音协

组织专家分赴各地市指导活动开展。此项活

动，得到了各地和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积

极参与。延安市举办的大型歌会七一前夕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活动自３月开展以来，广大干
部群众热烈响应、积极参与，从城市到农村、

从厂矿到部队、从机关到学校，全省上下举办

各种类型 “三唱三颂”系列活动大小近 ６０００
场次，近８００万干部群众参与到活动之中。其
中各市、县，各行业系数都举办了大型演唱

活动。

６月２４日晚，全省 “三唱三颂”活动大型

歌会 《唱支山歌给党听》在长安大学举办，参

加歌会的１８支代表队，有农民、工人、军人、
教师、学生以及少年儿童和社会各界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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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来自省直各系统和１１地市区的各行各业，
是全省参与 “三唱三颂”活动数百万人的代

表。歌会作为全省 “三唱三颂”活动的集中展

示，以党的光辉历程为线索，精选了建党９０周
年各个历史时期的 １８首经典歌曲，由：序
《唱支山歌给党听》和 《南湖的船》 《山丹丹

花开红艳艳》 《祖国颂》 《春天的故事》四个

篇章及尾声 《走向复兴》组成，以合唱、领

唱、歌伴舞等形式进行。演唱队１５００名队员和
１５００名群众参加了演出，精彩的演出博得了在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陕西电视台、陕西人民广

播电台、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等现场对歌会进

行了录播、直播和转播。歌会录像在陕西卫视

和陕西一套黄金时段分别播出。

全省 “三唱三颂”活动是陕西省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重点活动之一。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下
发了通知安排，同时，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和省音协共同编辑出版了 “三唱三颂”歌本，

并免费向基层发放５０００册。

探索创新

热情的服务　亮丽的风景

２０１１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吸引了 １５００
多万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在西安举办世园会

期间，一批身着亮黄上衣、头戴小黄帽的青年

志愿者成为世园盛会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以

充满活力、勤劳奉献的 “小蜜蜂”形象，为参

观者提供信息咨询、秩序引导、接待协助、残

障援助、环保维护等八类志愿服务，展现了社

会志愿服务者的美好形象，赢得了各界人士广

泛赞誉。

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建立并完善协调机

制。西安市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秋实

和市政协副主席于小文担任组长的世园会志愿

服务工作组，工作组下设 “四部一室” （园区

志愿者部、城市文明志愿者部、招募和宣传活

动部、培训部及办公室），抽调了相关部门的

领导和工作人员负责各部室日常工作。为确保

园区志愿服务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西安世园

会志愿服务工作的时间、批次以及所需人数、

岗位，制订了 《关于２０１１西安世园会园区志
愿者入园服务总体安排方案》。团省委、省教

育工委也配合下发了 《关于组织西安大学生参

与世园会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明确了园区

志愿者１４天一个周期，每天分上、下午班次的
流程，又依次将志愿服务分为 １３个批次，２６
班次，每批５００名志愿者。为做好区县、高校
报名人员的笔试、面试选拔和政审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了世园会志愿者高校工作会议和区县

工作会议，签订了团省委、团市委、高校三方

协议书以及团市委、区县合作协议书，提前协

调好志愿者在选拔、培训、服务等方面的问

题，确保志愿者人数以及服务时间和服务质

量。各级文明办、团组织及相关部门和世园集

团密切协作，互通信息，共同协商解决运营期

间园区志愿者的相关事宜，以培训、运营管理

和后勤保障、激励机制等模块为核心内容的组

织工作协调机制有序运行。按照园区志愿服务

工作的安排，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外国语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３５所高校以及来自全市
各行各业的１３０００名园区志愿者在运营期间为
游人提供热情、周到和细致的服务。总服务时

数约１４０６０８０小时，平均每天接待约８万多人
次。“小蜜蜂”们的优异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普遍认可和赞誉。据游客满意度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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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蜜蜂”的志愿服务工作保持零投诉，评价

分数均在９０分以上。
多方有力配合，培育优质志愿服务队伍。

在团市委、市政公用局、市容园林局、火车站

管委会、曲江新区管委会、经开区、灞管委

会等多家单位的支持协调下，首先启动的是钟

鼓楼、大雁塔北广场等主要公共场所设立的８
个世园会志愿者服务站点——— “长安阁”的对

外宣传和服务工作。 “长安阁”发挥信息咨询

和查询、语言翻译、文明宣传和应急服务等功

能，准确地为市民和游客解答世园会相关信

息、站点询问及生活、交通等信息咨询；为外

国游客提供外语交流对话和各类现场服务与帮

助；通过多种方式向广大市民介绍世园会主

题、口号、展园布局等相关情况，传递世园理

念和志愿精神，展示省情和古城风貌；在市民

和游客遇到人身伤害等突发事件时，提供紧急

援助和基本救护。据统计，在世园会运营期

间，８个 “长安阁”累计有５１２名城市站点志
愿者为１０多万中外游客提供了热情服务。

为了使志愿者全面准确地掌握世园会的基

本情况与世园会志愿服务的工作流程，在组织

集中培训的基础上，又组建了由知名学者、专

家、教授等组成的志愿者服务工作讲师团，编

写出版了 《２０１１西安世园会志愿者读本》和
《口袋书》等培训教材，建立了志愿者在线培

训系统和实训模拟演练基地，志愿者经过世园

基础知识、志愿者角色与使命、礼仪与应急现

场模拟演练、管理团队领导力训练等方面培训

后，都能准确熟练地运用有关知识与技能，为

中外游客服务。

开展新颖特色宣传活动，使志愿服务 “香

溢”世园。志愿者围绕 “迎世园，讲文明，树

新风”的主题，开展了以 “绿色世园　文明先
行”为内容，以 “我们一起报名吧”、“我们一

起行动吧”、“我们一起去体验”、“我们一起去

看大篷车”、“我们一起去运动”、“我们一起种

植地球”、“我们一起来分享”为主题的７大类
３５项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世园会志愿者招募启

动仪式、大篷车校园热波音乐节、发放世园会

志愿者招募宣传单、张贴志愿者招募海报、制

作车体宣传广告、给全省手机用户发送公益短

信和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

台等媒体播放世园会宣传公益广告等，扩大世

园会志愿者招募宣传力度，引导更多的市民、

学生加入到世园会志愿者行列。此外，以 “我

们都是绿色先锋”、“迎世园，除陋习，文明礼

仪伴我行”、“低碳嘉年华·快乐你我他”、“低

碳一小时·绿色迎世园”为主线，开展了１９０
余次践行世园 “绿十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引导人们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树立

文明形象。

西安世园志愿服务活动，引起各大媒体高

度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视频媒体报道共计

２１４次，报纸报道１０３篇，世园会官网报道２０８
篇。“小蜜蜂”逐渐成为西安志愿服务工作者

的标志 “品牌”。

西安世园会志愿服务工作的实践，为做好

新时期社会志愿服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提

供了有益启示。

启示一：精心组织是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的

重要环节。自西安世园会执委会成立时，就设

立了由市委常委、副市长李秋实任组长的社会

服务组，专门负责世园会志愿者招募及服务事

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清云，市长陈宝根

多次就世园会志愿服务工作作出批示，并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执委会多次研究和协调志

愿服务工作，解决志愿者招募、选拔、培训、

管理以及城市站点的建设、站点志愿者的保障

等一系列问题。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

视，为做好志愿者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启示二：形成合力是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的

基础。世园会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了各级部门和

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各级文明办、团组织和

世园集团等单位、部门共同参与，分工明确、

团结协作，构建了横向联合与纵向延伸的世园

会志愿服务指挥协调体系，为做好志愿服务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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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三：健全机制是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的

有力保障。志愿服务的核心内容是服务。强化

服务意识，健全培训和管理机制是做好志愿服

务工作的重要保障。西安市精心制订培训方

案，认真实施岗前实践，注重培养团队意识，

加强个人心理辅导，用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严谨全面的专业知识，让世园会的 “小蜜蜂”

成为展示西安形象、培育城市精神、丰富城市

内涵的新一代。此外，建立了合理有效的表彰

激励机制。运用设计志愿者标志、口号、服

装、歌曲，设立宣传大使，制作基础章、月份

章、考勤章、激励章、优秀志愿者章、石榴

娃、世园星等徽章，激发志愿者的荣誉感，打

响志愿服务品牌，构筑 “小蜜蜂”品牌形象。

启示四：探索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管理模式

是推动社会志愿服务管理的重要实践。世园会

志愿者的组织工作涉及招募、选拔、培训、派

遣、管理、保障等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小蜜蜂”作为西安志愿服务工作的

一个创造，具备了品牌标示文化的基本特质。

西安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志愿服务牵头机构提

出要继续丰富 “小蜜蜂”的文化内涵，发挥

“小蜜蜂”的品牌效应，传递 “小蜜蜂”的人

文情怀。建立高校志愿者协调机制，有效整合

西安地区高校志愿服务工作资源。探索成立志

愿服务基金，为全社会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提供

资金保障。加强志愿服务项目建设，为更多志

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提供载体和平台。进一步完

善市、区 （县）、街道三级服务网络，在各行

业成立专项志愿服务队伍，广泛联系和组织各

类青年组织、社会团体，充分利用网络提高影

响力，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条块结

合”的志愿服务网络。进一步加强志愿者招

募、注册管理制度，建立志愿者数据库，使志

愿服务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人文化

轨道。

民俗古镇育新风　精神文明结硕果

基本概况。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位于中

国佛教圣地之一的终南山南五台山脚下，距西

安市中心３０公里，面积１６２９平方公里，下辖
１７个行政村，８２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２
万人。

近年来，五台街办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线，围绕 “打造民俗文

化名镇、建设富裕文明新村”总目标，以打造

关中民俗古镇为切入点，通过发展民俗文化旅

游产业，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传承民俗文化，

弘扬传统美德，推进乡风文明，提高农民素

质；通过改善人居环境，推进新农村建设，打

造文明五台新形象，各项工作呈现出重点突

出、亮点鲜明的发展态势。先后获得省级环境

优美乡镇等１２项荣誉，涌现出了陕西省十大孝
子候选人赵社教、西安市十大道德模范杨远华

等一批在全市、全省叫得响的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典型，为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文化保证。

具体做法。五台街办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找准丰富的历史优秀民俗传统文化资源与时代

文明的结合点，准确地把握乡风文明的精神实

质，利用历史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培育出有

群众基础和时代特色的共同精神追求和价值

观，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文明风尚，有力地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准确定位，科学规划，保护发展孕育现代

文明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五台街办在充分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挖掘五台地区历史优秀

民俗传统文化资源，明确了依托区内名山 （佛

教圣地南五台山）、名院 （关中民俗艺术博物

院）、名镇 （五台古镇）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

游区、产业聚集区的发展思路。通过科学规

划，坚持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初步构建

起了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开发体系。一是以古庙

宇、古建筑为载体对佛教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开

发。南五台是佛教圣地之一，省级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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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景区内有清凉、文殊、现身、灵应、观音

五峰，有弥陀寺、圣寿寺、西林寺等寺庙５０多
处，历来是佛教信徒心中的圣地，游客向往的

胜境。五台街办积极配合市旅游局，对景区的

古寺庙、古建筑进行了修葺，完成古建筑保护

３６处，硬化、美化景区门前道路，使古老的佛
教景区焕发了生机，提升了档次。二是以关中

民俗艺术博物院为依托对传统民俗艺术进行挖

掘保护。五台街办充分发挥地域、历史人文资

源优势，成功引进了全国首家大型民俗文化遗

产抢救、保护项目———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

该院自２００２年７月正式开工建设以来，总投资
６０７３３亿元人民币、占地５７１亩、建筑面积１０
万平方米。博物院现共征藏民俗瑰宝约３３６００
件，以及４０００多件周秦汉唐以至明清时期陕西
关中民间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交通工具

等，迁建和恢复重建的关中古民居更是恢弘壮

观、错落有致、别具风味，形成了一道靓丽的

民俗文化风景线。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建

设，不仅填补了民间文化文物馆藏的空白，而

且开创了民间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被文化部命

名为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每年吸引国内外大量

的游客前来参观。三是以现存关中民俗文化遗

迹为基础打造民俗文化名镇。依托南五台森林

公园、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等资源，先后筹资

７０００万元，全力打造五台民俗古镇项目。五台
民俗古镇的建设是通过对沿街门店和民居的民

俗化改造，体现关中古村落特征元素，营造淳

朴的关中文化气息，开发以关中民俗文化为背

景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最终建成以 “关中

村落文化游”、“关中民居体验游”为主要项目

的特色旅游基地。形成了一个色调统一、风格

古朴、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郁的关中民俗

古镇。

秉承历史，创新内涵，培育符合时代特征

的文明新风尚。五台街办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的建设过程中，秉承农村历史优秀民俗文化传

统，不断丰富内涵。坚持以 “推进乡风文明，

建设和谐家园”活动为抓手，着力解决农民群

众在生活中存在的陋习，提升了农民的文明素

质，营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社会氛

围，塑造了农村新面貌。一是利用传统文化，

丰富村民自治制度。为解决许多 “行政不好

管、法律管不好”的农村矛盾，在继承传统好

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各村实际，建立村规民约

评议会制度，用传统乡规民约的办法和道德的

力量来解决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促进了农

村和谐。目前，街道１７村都建立了村规民约评
议会，在调解矛盾、和睦邻里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二是利用传统文化，加强农村道德养成

教育。为解决农村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

人们道德观念淡漠，家庭不和睦、邻里冷漠等

问题，在街道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 “五十佳”

（好媳妇、好婆婆、好孝子、和谐农家、文明

新村）评选活动。始终坚持把最能体现传统美

德的 “仁爱慈善、诚实守信、互敬互爱、和睦

相处”等内容作为评选的重要标准，受到了广

大村民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评选出了 “陕

西省十大孝子”候选人赵社教、 “西安市十大

道德模范”杨远华等典型，并按照传统方式给

他们披红戴花，邀请他们作巡回事迹报告，在

媒体上广为宣传，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促进了乡村文明建设。

继承传统，丰富载体，建设体现关中农村

特色的精神家园。建设农民精神家园是提升农

民自身素质，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实

现乡风文明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五台街办依

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实施 “一村一品”特

色文化村工程，解决了农民 “没什么玩”的问

题。丰富 “我们的节日”，建设了一批体现农

村特色的精神文化新家园，解决了农民 “有地

方玩”问题 。一是建设 “一村一品”特色文化

村，不断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借鉴农村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 “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经验，根据

各村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在充分尊重农民群众

意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创建 “一

村一品”特色文化村中的主体作用，打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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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各具特色的民俗、曲艺等 “一村一品”特色

文化村。组建特色文化组织，建立健全农村特

色文化活动室、文化健身广场，开展业余秦腔

大赛等文化活动，使广大农民群众自娱自乐、

自我提高。截至目前，全街道各村共建文化健

身广场１５个，安装健身器材３００余 （件）套，

村级文化室１０个，藏书２００００余册，组建了各
种自乐班、锣鼓队、老年秧歌队、歌舞队等２２
支文艺队伍，各种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二是大力开展 “我们的节日”活动，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面对洋节越来越热闹，传统节

日备受冷遇的局面，五台街办充分利用五台特

有的历史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开展

“我们的节日”活动。春节前夕邀请书法家在

街道给群众免费写春联，让群众把浓浓的年味

带回家；元宵节举办五台古镇元宵节，猜灯

谜、跳秧歌、舞狮子、唱大戏，让传统的民俗

文化融入元宵节的热闹之中；在清明节，开展

“文明祭扫”活动，引导村民文明祭奠；农历６
月１日，举办圆光寺传统庙会，吸引佛教信徒
和游客前来朝圣参观。五台街办邀请有关专

家、学者对历史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进行科学考

评，准备以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举办传统民俗

文化艺术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

行之中。三是举办技能诚信培训，培育新型农

民。随着五台民俗古镇建设的不断深入，旅游

休闲、餐饮服务、商贸流通等第三产业迅速发

展，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五台街道从事民俗特色
物品经营６１家，特色餐饮５５家，特色农产品
销售２５家，农家乐 １１８家。为了加强行业管
理，规范市场秩序，五台街办邀请培训师为街

区内经营业主、营业员举办了８次免费培训班，
传授营销礼仪、诚信服务等方面知识技能，举

办农家乐经营职业技能测试，提升综合素质。

引导广大经营户树立诚信经营理念，提升社会

公德意识，打造文明餐饮行业。倡导沿街商

铺、农家乐经营户文明经商、诚信经营、礼貌

待客，完善诚信文明服务体系、塑造良好的经

营者形象。

几点体会。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践

中，五台街办找准切入点、看清落脚点、突出

抓重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具体体会如下：

找准切入点是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工作的前

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又具有具体性特点。这就要求在做农村精

神文明工作时，在搞好全局安排的同时，不能

搞 “一刀切”，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找准切入

点，才能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取

得创建效果。在具体工作中，找准了把五台丰

富的传统民俗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切

入点，把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道德约束融

入到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中，使村民们便于理

解、容易接受，收到了很好效果。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是做好农村精神文

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指出： “人

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是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必须以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五台街办在推进五

台古镇建设初期，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到位，没

有让群众认识到五台古镇建设对于自身文化生

活环境改善的重要意义，导致部分群众不理

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五台街办改变宣传引导

方法，得到了群众理解和支持。现在位于古留

村的民俗文化步行街，已初步改造完成。步行

街古风古韵，健身、娱乐设施完善，成为人们

的健身街、娱乐街，幸福街，受到了群众的热

烈欢迎。事实证明，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实实

在在为群众办事，就会受到群众的欢迎与支

持，就会推动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提高农民群众的文明素质是做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关键。紧紧围绕提高农民群众

综合素质这个核心，科学规划，设计载体，明

确责任，抓好落实。通过举办农家乐技能培

训，开展农村远程教育等形式，不断提高农民

科学文化素质；通过乡规民约道德评议会评

议，现代文明礼仪培训，抓农民道德养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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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典型塑造、榜样带动，推动良好社会风尚形

成。不断加大培养 “有文化、懂技术、会管

理”的现代新型农民力度，为五台经济社会健

康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洋县洋州镇东城社区建立公民道德档

案卡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洋县洋州镇东城社区前身是洋州镇金家

村，地处城乡结合部，现有居民 ３６１２户 ７８９６
人。东城社区原本是一个社情复杂、发展滞后

的村子，当初动粗斗殴的、缠访闹事的事件时

有发生，虐待老人、邻里纠纷也屡见不鲜。

２００１年中央印发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后，该村因地制宜建立起了公民道德档案卡，

通过不断探索完善，创新社区管理工作，逐步

实现了 “乱”到 “治”的显著改变。

基本情况。近１０年来，随着县城建设规模
不断扩大，东城社区的前身金家村变成城中

村。２００７年撤村建为东城社区后，大部分群众
从原来的 “泥腿子”变成了城里的居民。然而

“身份”变了，许多人的 “小农意识”还根深

蒂固；腰包鼓起来了，但一些人脑袋却很空

虚。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不文明的陋

习与漂亮的村子形成了巨大反差，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上访告状让村组疲于应付，污水横

流、垃圾乱丢、私建乱修让干部苦不堪言。

面对社区管理的难题，村 “两委”班子下

定决心，要抓好群众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一是

从关爱老人、孝敬老人入手，成立了老年协

会，每年至少４次召集老年人学习和宣传党的
政策，对高龄老人给予一定补助并定期免费体

检，充分发挥他们在家庭中的影响力，做到了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二是从关心

教育、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入手，定期

到学校走访，了解学生学习和在校品行情况，

督促家长教育好子女，对品学兼优学生和高考

上榜学生发放奖金，近１０年来累计奖励２６万
多元，形成了社区 （村）关注、学生尽力、教

师尽责、家庭重视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格

局；三是从婚丧嫁娶、周边环境整治入手，对

厚养薄葬、行善做好事、关心公益事业的家

庭，每年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奖励，大力倡导

移风易俗。

为了把好事办好、 “虚事”办实，社区进

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给每个家庭建立了道德档

案，像银行里存取款一样，讲文明、树新风、

做好事的家庭就能存得多，有 “利息”、有回

报，通过教育倡导、利益引导、奖优罚劣，使

社区管理逐步规范。１０年来，经过不断完善，
现已演进成一整套完整的登记、考评、兑现体

系，各项工作实现了常态化。如今在这里，

“真、善、美”成为群众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假、恶、丑”现象基本销声匿迹。

主要做法。为了保证社区管理的各项工作

有载体、有抓手，东城社区从基础工作做起，

用档案量化居民道德表现和日常行为，根据

《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和当地传统道德习俗，

将公民道德的评定标准具体分为 “三热爱两奖

补” （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党。奖励社

区优秀学生，奖励每年评出的各类先进人物）、

“计划生育落实”、“遵纪守法文明做人”、“孝

亲敬老”、 “发展经济”等类型，还与 “好婆

婆”、“好媳妇”、 “文明户”等荣誉的评选结

合起来，形成了道德档案评定标准。对每一项

内容提出了规范要求，使道德档案卡有具体内

容、有原则要求、有奖惩措施。对模范遵守公

民道德规范、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群众认可

度高的居民和家庭，记入公民道德档案卡，累

积加分；对出现不文明行为的居民和家庭，视

情况扣减相应分值，低于一定标准的进行惩

戒，在全社区推进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

文明风尚。

公民道德档案卡以家庭户为基本单元，实

行 “一户一档、一人一卡”，社区确定专人进

行动态管理，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村民等组

成民风评议团，每季度会同社区老年协会、妇

联、办公室组成考核组，深入每家每户对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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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进行评议，不定期进行明察暗访，形成初始

量化指标，按照评定标准每月汇总报表，年终

根据道德档案记录情况，民主评出 “孝亲敬老

模范”、“星级文明户”等道德模范，并进行适

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所有档案永久保存备

查，作为今后居民家庭成员入党、参军、办理

各种证照手续、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重要依

据。同时，注重典型引导和示范带动，及时将

好人好事登记在册，定期在板报等宣传阵地上

公布，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群众、感化

群众、引导群众。

为了保障道德档案卡制度的顺利运行，东

城社区不断加大投入，每年从土地流转所得的

补偿金、集体所有的门面房租金收入等资金

中，抽出一部分建立互助基金，用于资助社区

贫困大学生、奖励品学兼优学生、救助弱势群

体、补助老人生活等开支。有了资金保障，自

２００６年起，社区对７０岁以上老人每月发给１０
元生活补助费，对８０岁以上老人每月发给２０
元生活补助费，对６０岁以上老党员每月发放
３０元生活补助金，对年终考试成绩排在全班前
三名的中小学生和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

据统计，每年对 “双文明户”、 “好婆婆”、

“好媳妇”等各类先进的奖励在 ４万元左右。
通过精神鼓励、物质奖励和政策扶持，确保了

社区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取得的成效。一张小小的卡片，在东城社

区绽放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朵奇葩。目

前，东城社区共为２２６户９６８人建立起了公民
道德档案卡。社区群众十分看重道德档案里

“存下来的”分值，认为这是关乎自家形象和

在亲戚朋友中腰杆能不能硬起来的 “大事儿”，

绝对不能有半点马虎。通过不断创新选评活

动，东城社区不仅评出了一大批助人为乐、诚

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明星，而

且还评出了正风、正气，评出了和谐的人际关

系，群众的道德观念、法制意识和文明程度普

遍提高，各种矛盾纠纷明显下降，实现了零上

访和零刑事案件发生。

社区里矛盾纠纷少了，社会稳定了，孝敬

老人和支持发展的人多了，集体的事也好办

了。２０１０年年底，社区集体经济纯收入达３９８
万元，拥有固定资产７６９５多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７３４５元。社区先后被授予 “陕西省充

分就业社区”、“陕西省基层城乡低保规范化建

设示范单位”、“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

进社区”、市级 “五个好”村党组织、市级

“文明村”、全市 “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

一类示范村党组织、全省 “升级晋档、科学发

展”活动进步奖等荣誉称号，如今的东城社区

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 “明星村”。

社区管理工作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下一步，东城社区还将进一步完善公民道德档

案卡的做法，探索规范网格化管理，破解社区

管理和服务瓶颈，着力打造和谐发展和文明示

范的新社区。

推行 “三点加四线”双向互动促发展

宜君县五里镇地处宜君县城以东 ２６公里
处，全镇面积１２６平方公里，辖１７个村委会，
１７５９户，６３７７人。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深

入，广大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特

别是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基层群众了解

党委政府工作的渠道有限。为及时将党和政府

的声音传递到基层百姓耳中，增进党群、干群

关系，架通政府与百姓的桥梁，五里镇党委对

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深化和拓展，在充分

调研试点的基础上，提出 “三点加四线”工作

法。“三点”即在全镇所有村组设立读书读报

点、政策宣传点、民情反馈点； “四线”即从

镇机关抽出２０名业务骨干，分别派驻全镇四条
交通干线所在村，负责收集民意、传递信息等

工作。目前，已先后投入资金５万余元，在全
镇设立１０４个读书读报点、１５６个政策宣传点、
１４８个民情反馈点。主要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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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为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营造

浓厚氛围。在村组设立读书读报点、政策宣传

点、民情反馈点，既是提高群众科技文化素

质、增加致富本领、密切干群关系的一项重要

内容，也是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政府

的一个重要举措。为确保 “三点加四线”工作

法在全镇的顺利开展，五里镇党委坚持加强领

导，强化措施，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使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始终有序有效进行。

一是切实加强领导。镇党委成立了由党委

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其他班子

成员为成员的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领导小

组，并下设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提出各自

工作目标和要求。采取领导包片、干部包村、

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的形式，逐级夯实责

任，形成了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分工负责，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为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二是充分尊重民意。对各村读书读报点、

政策宣传点、民情反馈点位置的确定，读书读

报时间、政策宣传时间等均广泛征求了群众意

见，同时规定对于民情反馈必须由 “四线”队

伍最迟３天之内反馈给镇党委、政府，不得以
任何理由延误，要求 “四线”人员每周至少进

村３次以上。
三是积极营造氛围。采取印发宣传材料、

悬挂横幅、书写标语、广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的意义、目标等，使

“三点加四线”工作深入人心。专门召开 “三

点加四线”工作法参与人员专题会议，对做好

群众读书读报、政策宣传、解决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动员，把创建学习型乡

镇、争当服务型干部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人，

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营造积极互动的舆论

氛围。

细化内容，促进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的

扎实开展。科学选定 “三点”、“四线”。选择

各村民小组村民相对集中的商店、卫生室或村

民小组长家设置 “三点”，同时规定各村读书

读报点、政策宣传点、民情反馈点位置不得重

复，对外时间也适当错开，张贴统一的标志，

放置书报架及必要的椅子、凳子、钢笔、稿

纸，方便村民阅读、书写。 “四线”人员均系

文化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富有责任感的中青

年骨干，具备完成上传下达工作任务的能力。

集中设置固定的报刊及政策宣传箱。在各

个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设置固定的报刊及政策

宣传箱，报刊及政策宣传箱按照村民小组数量

设计定制。报刊箱内主要投送 《陕西日报》

《当代陕西》《铜川日报》等有关报刊读物和县

镇党委、政府下发的各类文件， “四线”工作

人员负责将有关资料放置在报刊箱内。

多方落实投递责任。为确保报刊文件能及

时发送到报刊读物及政策宣传点上，从四个方

面落实了投递责任：一是聘用专职投递员，负

责将报纸文件及时投递分发到各报刊及政策宣

传点上，并由行政村宣传委员担任督查员，进

行督查。二是由行政村村干部按照联片包组负

责将报纸文件送达到读报及政策宣传点上。三

是聘请政治素质好、工作责任强，有威望的老

干部担任村送报员。四是各村民小组聘请一名

具有一定文化、工作热情、责任心强的村民担

任小组报纸管理员，由村民小组报纸管理员负

责将每天报纸收集、管理和登记，并给予一定

补助。

建立管理考核及补贴制度。为确保 “三点

加四线”工作法正常运转，充分调动工作人员

的主动性，镇党委积极克服财力紧张的现状，

多方筹措资金设立 “三点加四线”工作法资金

专户，对工作人员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５０元的
补贴，补贴实行月考核月发放。建立了有关考

核制度，各行政村也相应建立了管理制度，明

确相关人员责任，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工

作不到位，明显出现问题的，及时予以更换调

整，除对责任人实施一定的经济处罚外，还要

给予通报处理，确保村民读书读报及政策宣传

点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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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明显，群众文化素质明显提升，党

群、干群关系显著改善。将镇党委、政府的声

音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实现了服务群众的观

念创新。建立村民读书读报点、政策宣传点、

信息反馈点是加强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建设，解

决农民读书读报难、了解政策难、反映诉求难

的重要举措，增加了群众知识来源渠道，能够

及时掌握镇党委、镇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

要会议精神，能及时学习、了解党和国家的方

针政策，并将群众声音及时反馈给党委政府。

通过这个平台，农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好地

指导自己的生产劳动，而且还可以进行自我教

育，有效地占领农村宣传阵地，促进了农村的

精神文明建设。

为全镇农民学习知识、掌握信息提供了平

台，实现了服务群众的阵地创新。村民读书读

报点、政策宣传点、信息反馈点遍及全镇所有

村民小组，读书读报及政策宣传点中有报刊、

杂志、农村实用书籍等，信息量比较大，农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既可以从中学

习许多农业生产的种植养殖知识，又可以学到

科技、法律、交通、气象等知识，有力地促进

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培养新型农

民，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立新的民情反馈机制，拓宽了掌握舆情

的渠道。民情反馈点的建立，使镇党委、政府

能及时听取群众的心声，了解群众对自己工作

的意见，对决策和指导工作十分有利，使党

委、政府的工作更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更好地

为人民群众服务，有利于提高执政为民的

能力。

（陕西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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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在中央文明委和省委、省政府、
省文明委的正确领导下，甘肃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遵照 “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

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

线，以服从服务省委 “中心带动、两翼齐飞、

组团发展、整体推进”区域发展战略和 “五个

大幅度提升”奋斗目标为中心，以全面提升公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目的，大力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持续推动未成年人 “健康

成长”工程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精心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

“惠民工程”，努力营造全民共创共建精神文明

建设浓厚氛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在创新工作

思路、工作载体、工作手段上取得了新的突

破，呈现出稳步推进的良好态势，为实现全省

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

证、舆论支持、文化条件和精神动力。

一、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条主线，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依

托全省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和各门户网站，发挥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基层文化阵地作用，结合

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组

织宣讲小分队和报告团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学校、社区、乡镇，组织开展宣讲活

动；大力开展了以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

之、我百之”为核心的甘肃精神和以 “爱国、

守法、诚信、敬业”为主要内容的陇人品格的

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机关干部、企业职工、乡

村群众代表，深入企业、工厂、农村基层一线

开展体验式教育。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

“工行杯”感动甘肃·２０１０十大陇人骄子评选
表彰活动。

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干部群众参与了各地举办

的 “读书月”、“读书周”、“读书演讲比赛”等

活动，勤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广泛开展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主题活动，

通过经典诵读、文明大讲堂等活动，普及文明

礼仪知识，倡导良好文明风尚。不断深化 “绿

色生活，低碳一族”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暑期

夏令营、生态教育、科技创新大赛、科普宣

传、文明生态旅游等活动亮点纷呈，生态文明

观念深入人心。指导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以

创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内容的

“创三优”实践活动，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整体

好转。

大规模举办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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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和省委关于开展纪念建

党９０周年活动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在全省
组织开展了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为主题的 “爱

国歌曲大家唱”、“颂歌献给党”巡回演出系列

活动，全省举办的３６００多场各级各类演唱活
动，吸引了９６０多万群众积极参与，在社会各
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金昌市举办了 “激情广

场·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把全省群众自发

组织参与演唱的活动持续推向了高潮。

精心组织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学习宣传活

动。按照中央文明办统一要求，推荐上报了１０
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陇南市两当县村民王

冬梅荣获第三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王忠

民、杨曙光等９人荣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制作了１０名道德模范事迹专题片，在省
电视台和中国文明网、甘肃文明网、中国甘肃

网等主流媒体上广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口

碑相传。组织各级道德模范开展基层巡讲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平凉、定西、白银、武

威、庆阳、临夏等市州，结合当地实际，也相

继组织开展了基层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宣讲

活动。

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元

旦、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

节、国庆节期间，开展了富有民族特色、地域

特色、时代特色的各种节庆活动。特别是 “红

红火火过大年”活动、清明节祭拜先烈活动、

端午节经典诵读活动、中秋节文艺展演活动等

节庆活动，有效地把广大群众的朴素传统情感

转化为爱家爱国的政治热情。出版发行了 《中

华美德故事》和 《中国传统节日》，助推了全

省 “我们的节日”活动深入发展。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

推进经济领域精神文明建设

以 “诚信甘肃”建设为基础，加强经济领

域思想道德建设。依托 “个十百千万”诚信建

设示范点和各类家长示范学校，广泛开展诚信

行业、诚信单位、诚信村镇、诚信商场 （店）、

诚信家庭创建活动， “诚信甘肃”建设扎实推

进。充分发挥各类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

街、示范店、示范单位的示范带动作用，引领

带动了各商贸企业商务诚信建设。组织开展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消费维
权宣传咨询活动和集中打假维权行动。广泛开

展 “企业践行承诺”、“做负责任的企业”等道

德实践活动，积极引导企业正确处理义利关

系，企地共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取得了新

的进展。

以窗口行业和经济部门为重点，开展经济

领域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广普及了长庆油田

“和谐典范、模范油区”创建活动经验，在全

省重大项目建设工地施工企业开展了 “文明施

工、和谐工地”创建活动，创建活动不断向基

层班组、工地延伸。及时掌握窗口服务行业推

行优质服务和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促进项

目承建方和管理方之间的对接沟通。及时对重

大项目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进行跟进

指导。

以畅交通、促发展为主要目的，组织开

展了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对

全省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进行全面部署，

对全省整体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集中督查，推

动了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的深入发展。围

绕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的主题，组织开

展 “畅交通———千里陇原集中采访行动”，广

泛宣传文明交通常识，大力宣传文明出行的

好人好事，着力加大正面教育引导的力度。

广泛开展 “礼让斑马线”、 “当一小时小交

警”、“争当文明交通志愿者”、“文明交通我

参与”等主题实践活动。坚持把实施 “文明

交通行动计划”与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

明村镇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文

明执法示范岗、文明交通秩序示范路、文明

交通示范出租车、公交车、公交线路以及文

明交通示范单位的创建工作，加大重点城区

工作的推进力度和酒驾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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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优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社会

环境的重大任务，扎实推进未成年人 “健

康成长”工程

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社会、家庭 “三结

合”教育网络。会同各级教育部门，进一步深

化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在未成年人中开展感恩

教育、养成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在生活和学习

中自觉实践文明道德规范。全面普及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咨询室建设，注重从中小学生心理

特点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点

对点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

育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坚持以社区

为中心，采取学校、社区、家庭、企事业单位

四位一体合力推进的方式，把暑期夏令营活

动、社区文化活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作为拓宽未成年人道德实践的有效途径和载

体，组织未成年人参与了形式多样的主题道德

实践活动。广泛组织开展 “诚信家庭”、“学习

型家庭”创建活动， “争做合格父母、培育合

格人才”成为广大家长的共识。

继续推进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进一步

强化集中整治和常态监管，加大网络、网吧、

荧屏声频和校园周边环境净化力度，互联网、

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整治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处罚了一批违规经营网吧，查处取缔

了一批黑网吧，封堵了一批淫秽色情信息。继

续推进网吧连锁整合，全省网吧经营秩序明显

好转，网吧自律意识普遍增强，管理水平有效

提升，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健康发展。

广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２２４个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联系点，坚持

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为载体，以

在中小学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

育活动为主要内容，以诗歌朗诵会、歌曲演唱

会、主题班队会、团日活动、 “网上祭先烈”

和 “祭先烈网上征文”等活动及举行入团、入

队、成人仪式为载体，着力引导全省中小学生

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

献爱心，广大未成年人 “向真、向善、向美”

的思想观念明显增强。以传统经典和童谣传唱

为主要内容，“全民阅读”活动在中小学校拓

展延伸，兰州市、庆阳市万人经典诵读活动在

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断拓宽未成年人校外活动空间和阵地。

重点推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少年宫

项目实施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下发了 《甘

肃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少年宫项目

实施办法》 《甘肃省乡村少年宫考核评估标

准》，组织实施了中央下达的２０１１年５８所乡村
少年宫的建设项目，举办了全省乡村少年宫建

设项目骨干人员培训班。充分发挥图书馆、博

物馆、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室、留守儿童之

家、乡村少年宫等各类校外活动阵地，组织广

大未成年人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外实践活动。

四、突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进一步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六大”创建活动

扎实推进文明城市 （区）创建活动。采取

召开动员大会同面对面沟通协商相结合、分工

抓好落实同深入一线指导推动相结合、督导检

查和上门服务相结合、强化指导同联手推动相

结合的形式，扎扎实实抓好文明城市 （区）创

建活动。各市 （区）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一

把手两手抓”，两个文明建设一起规划设计、

一起实施推进、一起检查落实，真正做到了两

个任务一起下、两项工作一起抓、两个成果一

起要。甘肃省２０１１年有６个市参与了全国文明
城市参评申报和测评，兰州市、金昌市、嘉峪

关市、庆阳市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

扎实推进文明县、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

动作用，把 “九大环境”作为农村县城精神文

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广泛开展了文明县创建活

动。围绕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

区保障四大任务，大力开展文明社区、和谐社

区创建活动。继续推广普及兰州市七里河区西

湖街道组织实施的 “民情流水线”工程、兰州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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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关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程、虚拟养老院民

生工程，文明社区创建取得了新的进展。着眼

提升服务质量，强力推进文明单位创建活动。

以开展学习型、诚信型、服务型、节约型、创

新型、和谐型单位为主要内容，以 “创先争

优”活动、 “三优一满意”和 “双优一文明”

活动为载体，在省直各部门、各地、各级党政

机关、各类学校和医院、各企事业单位中广泛

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全省窗口服务行业和单位

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热情持续高涨，创建

成效显著。２０１１年共有３９个单位荣获全国文
明单位。

注重建章立制，创建工作实现了规范化、

标准化、科学化。根据全国文明城市 （区）测

评体系要求，结合甘肃实际，制订下发了 《甘

肃省文明城市 （区）测评细则》、《甘肃省文明

县测评细则》、 《甘肃省文明单位测评细则》、

《甘肃省文明村测评细则》和与之相配套的操

作手册，把实地察看、材料审核、网络调查、

听取汇报等各阶段的工作任务细化量化，统一

了考核标准，保证了文明创建工作的公开、公

平、公正。

强化典型宣传，形成了助推文明创建的良

好氛围。采取联办节目、开设专题专版专栏、

组织专项集中采访活动等形式，开展宣传战

役，推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一批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一批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社区的先进典型，在中国文明

网、《精神文明报》、 《甘肃日报》、 《党的建

设》、《公务员报》、 《发展》杂志、甘肃文明

网、中国甘肃网刊登典型经验和做法２６００多
篇，视频图片１２００余幅，制作播出了一批以文
明创建为主要内容的公益广告。

五、紧紧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个主题，

扎实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工程”

制订出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划。遵

照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结合甘肃实际制

订出台了 《关于加强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实施意见》 （甘办发 ［２０１１］５４号），提出
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蓝图，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指明

了前进的方向。

改进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各地按照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总要求，坚持以 “五好” （民主管理好、

乡风文明好、村镇文化好、村容村貌好、农民

生活好）、“五改”（改院、改厨、改厕、改圈、

改水）、 “五化” （绿化、美化、硬化、亮化、

有序化）、“五通” （通电、通邮、通水、通电

话、通电视）、“五有” （有体育文化场地、有

多功能培训室、有农家书屋、有村级卫生室、

有计生服务室）为主要内容，采取整村推进、

移民搬迁、旧房改造、沼气推广、电气化改造

等形式，不拘一格地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党的建设 “五位一体”的文明村建

设，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自觉追求。

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着眼于培育新农

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建设新环境，

依托乡镇宣传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农村党员

活动室、村民文化广场、农村家长示范学校等

活动阵地，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开展法制教育和民族

团结教育。组织举办农民生产技能培训、开展

法制教育、推行民主管理、开展节日文化娱乐

活动，使农民在各种活动中得到熏陶，增长了

见识、净化了心灵。依托农村信息网、广播电

视、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书报期刊等传媒，

不断拓展广大农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途径，努

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 “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农民。

持续推进文明户、文明村、文明集市创建

活动。推广普及临泽县 “四村”建设、金塔县

农村信息化建设、高台县 “五星级文明户”、

阿克塞县乡风文明、全省沼气建设示范村和文

明集镇、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的经验做法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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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以城带乡、城乡共建、一体化发展的经

验，组织开展了以 “诚信经营户”、“放心消费

户”、“星级文明摊位”创评活动为内容的文明

集市创建活动，以城带乡、城乡共建为内容的

城乡结对共建活动，以治理脏乱差和乡风文明

建设为内容的文明小城镇、文明小康村、星级

文明户创建活动和 “五争一创”（争当好媳妇、

好婆婆、好夫妻、好妯娌、好邻居，争创星级

文明户）等群众创评活动，推动了农村各项事

业健康发展。张掖市高台县 “五星文明户”创

建经验和平凉市灵台县 “和谐五星”创评活动

经验，相继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中国文

明网等媒体刊播推广。

六、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精心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 “惠民工程”

狠抓教育、卫生等重点行业的服务质量。

在教育部门开展了师德建设、校风建设和乱收

费整治活动。坚持按照 “六个优先”、“五项标

准”和 “两个倾斜”的原则，精心组织实施西

部开发助学工程，认真做好１１０名受助大学生
每人４年２万元和１００名受助高中生每人３年
９０００元的资助工作，解决了一批贫困家庭子女
上学难的问题，带动了全社会捐资助学活动的

健康发展。在全省卫生系统组织开展了医德医

风、先进医院评选表彰活动，推进了医疗卫生

行业的行风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医德医风建

设先进个人和先进医院。广泛深入地宣传了草

原曼巴王万青的感人事迹。在法院、税务、工

商、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在全省广泛开展文

明规范执法创评活动，着力提升各级各类执法

人员的执法素质和执法形象，执法纠纷突出问

题得到明显缓解，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

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利民活动。认真组织

实施 “绿色电脑进西部”工程，将中央免费赠

送甘肃的５０００台电脑，全部配发给中小学校和
乡镇、社区文化站，促进基层教育和文化事业

发展，提升了贫困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信息化

水平。与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等１８个部门共同
组织开展 “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共为基层

捐赠物款价值达４０多万元。主动参与省直有关
部门组织开展的 “图书送基层”活动，协调组

织各级文明办和各文明单位，先后为基层捐赠

各类图书１３６万册，把精神文明创建成果送到
农民家门口。

普及推广志愿服务活动。制订下发了 《关

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成立了甘

肃省志愿服务协调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志愿

服务网络。广泛开展了维护城乡秩序、保护生

态环境、救助弱势群体以及文明交通、治安巡

防、法律维权、民情调查、纠纷调处、卫生监

督、环境治理等便民利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

遍及全省城乡的 “文明创建”、 “抢险救灾”、

“夕阳红”、“护绿环保”、“爱心小门铃”等一

批特色鲜明的志愿服务队伍和网络文明志愿

者，在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促进社

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积极整合民间

志愿者资源，大力扶持、培育社区和农村志愿

者队伍。精心组织开展了关爱空巢老人、关爱

农民工子女、“雷锋精神代代传”志愿者服务

月、“青春助力传递爱心”、“爱心助残温暖同

行”等多项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及时为孤寡老

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

各类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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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酒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肃州分局创建

“四型”机关

甘肃省酒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肃州分局在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中，结合单位实际，以构建

“四型”机关为载体，突出机关创建特色，丰

富文明单位创建内容，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质

检文化品牌。

创建规范性机关，提高机关工作效能。分

局修订完善了机关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

车辆、财务、档案、请休假管理制度，并严格

执行。同时将目标管理各项规定及奖惩落到实

处，层层抓落实，确保机关管理有序，运转正

常，塑造肃州质检制度化、规范化、节约型机

关形象。

创建学习型机关，提升队伍综合素质和能

力。机关坚持每周二、周五思想政治和业务学

习教育，以学习指导业务、业务提升服务为目

标，建立起了教与学、 “请进来、送出去”与

职工交流研讨相结合的重点业务工作为主要内

容的集中学习制度。组织学习业务方面的法律

法规、公文信息写作、行政执法案卷制作等知

识和先进人物事迹、党性修养系列谈等主题教

育活动内容。同时以抓支部建设强化堡垒作

用，定期开展 “三会一课”，局党组充分发挥

党组中心组的示范带头作用，组织开展 “书记

上党课”、“中层干部搞讲座”等活动。全局职

工学习兴趣和工作积极性大大提升，学习氛围

浓厚，提升了履职尽责的能力。

创建廉洁型机关，夯实队伍思想基石。分

局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区上和省市质

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不断加强党员

干部廉政教育，严格执行系统内 “八严禁”、

四个 “十不准”等廉政规定，坚决做到不触及

“高压线”，永葆基层质检党员干部的政治本

色，在单位形成了有章理事、按章办事、正规

有序的工作环境，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

氛围。

创建服务型机关，打造 “服务质检”品

牌。分局始终坚持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开展工作，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紧贴中心，超

前服务，正确处理好优质服务与严格监管的关

系，以落实服务举措助推全区经济跨越式发

展，努力打造 “服务质检”品牌。在品牌培育

申报、农业标准化建设、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

方面加大服务力度，同时积极当好政府的参谋

助手，定期向区委、区政府提交质量状况分析

报告，客观反映全区质量总体状况，分析问

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为区委、区政府全

面准确把握全区质量总体水平，提升对全区经

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科

学的决策依据。

兰州市大力度全方位推进 “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

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辖３县５区，６１个
乡镇，现有总人口３６１万，其中未成年人５３万
人，农村未成年人约１８万人，占全市未成年人
总数的３３％。近年来，兰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座谈会精神和

中央文明办的工作部署，学习借鉴山东经验，

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采取六项措施，大力度，

全方位，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在全

市建成标准较高、管理规范、运行良好的 “乡

村学校少年宫”６０多所，计划到２０１２年建设
１００所。主要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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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思路。建设之初，兰州市学习借鉴山

东经验，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印发 《市

委、市政府关于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实施意见》，提出了三年建成１００所 “乡村学

校少年宫”，实现全市所有乡镇和农村中心学

校全覆盖的目标任务。提出了 “六个有”的基

本建设标准，明确了市文明办牵头协调，市教

育局、市校外办组织实施，各县区具体落实的

责任分工。明确了市财政投入为主 （每所少年

宫６万元建设经费），县区配套 （每所少年宫３
万元），社会各界援建为辅的建设资金投入方

式。明确了校内特长教师为主，社会专长人

士、志愿者 （包括五老人员）支教为辅的少年

宫辅导教师聘用的工作方式。在市委的这个

《意见》指导下，全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工作顺利启动，全面展开，有序推进。

加强领导。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市文明委主任为组长，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区分管领

导、市直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 “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市文明办，具体工作由市文明办未成工

作处承办。各县区、乡镇街道也成立了组织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项目学校也组建了相关的

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全市上下形成了 “党委

统一领导、各级政府主导、文明办牵头、教育

部门实施、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为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证。

明确任务。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一个新

事物，在建设过程中，兰州市借鉴山东经验和

专业少年宫建设标准，结合兰州实际，制订印

发 《兰州市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关于兰州市２０１１年 “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工作安排意见》等文件进行总体部

署。市文明办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开展这项工

作。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引导工作，营造良

好社会舆论氛围。市教育局负责教师选聘、活

动开展和日常管理工作。市校外办组织实施建

设工作，负责教师、辅导员培训，指导学校开

展课外活动。市财政局负责建设运行经费列入

预算，并及时划拨到位。民政、广电、体育负

责场地、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支持配合

工作。团委、妇联、科协发挥群团组织作用，

参与建设工作。关工委负责组织 “五老”人员

担任辅导员，开展课外教育辅导工作。

狠抓落实。全市上下把 “乡村学校少年

宫”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摆上突出位置。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每年都将此项工作列为市政府重
点工作和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由分管副市长牵头负责抓落实。按照全

市三年１００所的目标，每年年初分解年度任务，
由市长和各县区及相关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

列入县区和市上有关部门、单位的目标考核。

各县区与乡镇和项目学校签订目标责任书，形

成全市上下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互相协

调、共同促进的工作格局。严格评估考核，定

期进行督查，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部门进行通

报，取消下年度经费划拨。对工作完成好的单

位和部门进行表扬奖励。

把握关键。在进行试点和推广 “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过程中，针对制约 “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和运行的资金和师资两大问题，将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经费列入市、

区两级财政预算。市财政为每个 “乡村学校少

年宫”投入６万元建设启动经费，各县区配套
投入一定建设经费。建成后，市财政每年投入

１万元运转经费，各县区为乡村学校少年宫配
套投入３万元运转经费，城市学校少年宫投入
５万元运转经费。同时，积极争取省上资金，
用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两年来，累计投入

近千万元，为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和运转

提供了保障。为解决乡村学校少年宫师资问

题，采取三种方式加强师资队伍。一是校内选

聘。就是从本校和本学区教师中选聘有特长、

有资质的老师担任少年宫的辅导员。二是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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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聘。就是从本乡镇、本辖区内选聘有专业特

长、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各界人士担任辅导员。

三是就近选聘志愿者支教。就是从附近的高等

院校、 “五老”队伍等志愿者中选聘辅导员。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师资紧缺的问题，有力地保证了乡村学校

少年宫活动的正常开展。

探索创新。在全力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的同时，兰州市积极探索在城市学校建设少

年宫。兰州市是省会城市，全市未成年人口的

２／３都集中在城区。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大量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城市。为解决好农

民工子女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课后失管失教，

专业少年宫收费高、难进入的问题，从２０１０年
开始，他们先后在城关区和安宁区探索城市学

校少年宫建设工作。校址选择在城乡结合部，

农民工和低收入家庭相对集中的学校。在招生

时，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占５０％以
上。目前，全市已建成１０所 “城市学校少年

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专业少年宫不足，

社区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稀少的问题，为城

市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困难家

庭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诵读中华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近年来，甘肃省岷县西江镇中心小学在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为了使青少年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

受到良好育人环境的熏陶，学校通过开展 “中

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使青少年在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西江镇中心小

学大力开展的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

全面提升了学校办学品位。１０多年的古诗文诵
读活动也为西江镇中心小学的教育工作注入了

新的活力，学校教学成绩不断提高，全校有８０
多篇学生的诗词习作在各类报刊发表获奖，涌

现出了一批 “小作家”和 “小诗人”。 《甘肃

诗词》在２０１１年第三期为学校开辟了学生诗
词专页 《小荷尖尖》，刊登学生创作的诗词近

２０首；岷县诗词学会还特地编印了 《岷阳诗

词·西江镇中心小学专号》。学校创办了 “诗

海拾贝”专栏，成为介绍优秀古诗名篇的窗

口；“红领巾广播室”开设了 “每期一诗”栏

目；每个教室的 《学习园地》也都增设了 “古

诗文译注”、“诗词品读”、“跟我一起背古诗”

之类的栏目；部分教师还特意设计 “课前一

诗”小活动，培养孩子们的参与意识。二是学

校每学期举行一次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竞

赛”活动，并为背诵数量超过４０首 （篇）的

儿童颁发等级证书，４０—７０首 （篇）为一级，

以后每递增３０个背诵单位升一级，级别不封
顶。这项活动开展１０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它不仅从根本上提高了少年儿童的整

体文化素质，而且使他们逐步形成了高尚的情

操、正确的信念和良好的修养。由于工作成绩

突出，两次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社文委、

古文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评为 “古文诵读工程

全国优秀学校”，１名学生被评为 “全国诵读标

兵”１名教师被评为 “古文诵读工程全国先进

工作者”。

创办校园小报，激发写作兴趣。学校为培

养未成年人高尚道德情操，创办了校园小报

《小草》，目前已刊印 １４２期，发表各类习作
１３００多篇，极大地调动了少年儿童的学习积极
性。由于成绩突出，学校荣获 “德育报杯”全

国校报校刊评比一等奖，学校因此被吸收为

“德育报社全国校报校刊联谊会理事单位”，并

连续四年被德育报社、全国校报校刊联谊会评

为 “优秀理事单位”。到目前为止，学校还编

印了 《西江小学师生作文选》、《西江小学师生

诗文选》、《西江小学新闻诗文选》，有１００余
篇 （首）学生习作在 《甘肃农民报》、 《定西

日报》、《德育报》等报刊发表。

家校携起手，校园书香浓。为了给青少年

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读书环境，学校在 “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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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一封信”中，倡导家长为孩子建立 “家庭

图书角”。“家庭图书角”要求学生拿出一部分

“压岁钱”，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活动受到家

长和孩子的欢迎，《给家长的建议》、《给学生

的建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优秀图书摆

上了 “家庭图书角”。与 “家庭图书角”相结

合，学校还利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奖励资

助的２万元现金，制作了７个露天小图书柜，
安放在操场上，建成了全县第一个 “开放书

吧”，露天爱心小书柜装满了１４４４册图书，一
字排开，书柜前、操场里，孩子们捧着一本本

崭新的图书，尽情地阅读。在 “开放书吧”

里，孩子们可以自由挑选，自主阅读，每读完

一本，孩子们都会主动地放进 “开放书吧”，

然后再选取自己喜欢的另一本图书。每到课

间，孩子们总是围着 “书吧”尽情地挑选，认

真地阅读，没有一本书籍因为无人管理而丢失

或者损坏。 “开放书吧”的设立，既方便了孩

子们的课外阅读，又提高了图书的使用效率，

孩子们的读书积极性很高，通过一系列举措，

形成了亲子共同阅读的良好新风尚。

突出活动特色，丰富精神世界。多年来，

学校精心组织了许多有益的活动，如邀请 “甘

肃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景生魁先生为孩子

们做 《红军长征在岷县》专题报告，邀请被誉

为 “中国农民第一人”的西江镇唐家川村古稀

老人、重走长征路的王克俭老人做 《重走长征

路》的报告，对青少年进行身临其境的热爱

党、热爱祖国的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聘请法

制副校长作法制讲座等，强化未成年人的法律

意识；在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６２周年之
际，举办了为期一周的 “人民英模事迹展”活

动，活动共展出了１００名人民英模的光辉事迹
及 “感动甘肃”１０大杰出人物候选人的感人事
迹，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了解，极大地激发

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营造良好环境，陶冶学生情操。进入校

园，映入眼帘的是 “先做学生的父母，再做孩

子的老师”、“读千古妙文，做少年君子”；草

坪中间镌刻着的 “重修西江小学记”的石碑及

背面写着 “业精于勤、开卷有益”的书本模

型，透出浓浓书卷气息。学校加大了优秀学生

推荐表彰力度，５名学生先后被评为 “甘肃省

世纪之星———优秀中小学生”，２名学生先后荣
获第一二届 “定西市十佳少先队员”荣誉称

号，１名学生被评为 “定西市优秀少年”，３名
学生被评为 “陇原好少年”。学校少先大队荣

获团市委 “定西市红旗大队”光荣称号、“甘

肃省红旗大队”称号。学生们学有榜样，赶有

目标，营造了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

张掖市开展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

甘肃张掖市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是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确定的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重点报道的２１个典型之一，中
央电视台、甘肃日报等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先

后对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进行了深层次采

访报道。２００９年以来，张掖市紧紧围绕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坚持从农村工作和农民群众的

实际出发，创新载体，强化措施，在全市农村

全面开展了以 “科技致富之星、遵纪守法之

星、诚实守信之星、和谐友爱之星、文化卫生

之星”为内容的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充

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

极性，在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新时期加

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探索了有效途径。

深入调研，创新创评活动内容形式。针对

全市农村 “十星级文明农户”创评活动星级过

多、内容繁杂、可操作性不强、群众参与热情

不高、流于形式等问题，市上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创新

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入手，提出了开展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的工作思路，制定了

具体的创评标准和实施意见，并将实施意见印

发县区、乡镇、村，创评标准印发农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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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使创评活动真正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得到群众认可，增强了活

动载体设计的科学性。

精心部署，推动创评活动深入开展。２００９
年市上确定６个乡镇、６１个村先期开展了试点
工作，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
市委出台 《关于在全市农村开展 “五星文明

户”创评活动的意见》，市文明委下发 《关于

认真抓好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的通知》，

对全市农村开展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进行

了全面部署。按照市上的总体要求，县区、乡

镇、村普遍成立创评活动领导小组，制订具体

的实施方案和 《评选细则》，并通过以会代训、

专题培训等方式，对各级活动组织人员进行系

统培训，确保创评活动有序推进。全市６１个乡
镇、８３５个村全部组织开展了创评活动，活动
开展面达１００％。

广泛宣传，营造创评活动浓厚氛围。充分

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各类宣传

阵地，采取开设专栏、跟踪报道、印发资料、

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五星文明

户”创评活动的目的意义、创评标准、方法步

骤及政策措施，大力宣传基层创评活动的经验

做法和先进典型，为创评活动深入开展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高台县摄制１５户 “五星文

明标兵户”先进事迹专题片与创评活动公告、

公益宣传广告在电视台连续进行播出，民乐印

制活动手册５３０００多册发放到户，使创评活动
家喻户晓，形成了人人关心、户户参与的良好

局面。

规范程序，确保创评活动公平公正。在评

选过程中，坚持在标准上 “求高不求低”，程

序上 “求严不求松”，数量上 “求精不求滥”

的原则，村村建立了公评公议会，严格按照农

户自评、群众互评、民主测评、村级审评、张

榜公示的程序进行，将评议权交给群众，把公

正、公开、公平、民主体现在各个环节，自下

而上，层层推进，使创评活动真正成为群众自

己的活动，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乡村组

织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农民的自我

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使评

选出的 “五星文明户”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

代表性，被群众所公认，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学

习的榜样。

完善机制，增强创评活动整体效益。在创

评活动中，各县区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具体

的优惠扶持政策，使创评活动与农户切身利益

挂钩，真正把创评活动纳入有经济支撑的规范

化轨道，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高台

县对评选出的 “五星文明标兵户”每户给予

５００元的奖励，乡镇村对评选出的 “五星文明

示范户”、“五星文明户”也大张旗鼓地进行表

彰奖励，并制定贷款优惠政策，“五星文明户”

无须担保即可申请到３—１５万元的贷款用于发
展生产，县农村合作银行为 “五星文明户”发

放信用贷款４９亿多元，增强了创评活动的吸
引力和实效性。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的开展，激发了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内

在活力，促进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

发展。

一是调动了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

性。“五星文明户”创评标准与农民日常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创评方法可操作性强，舆论引

导、表彰奖励、政策扶持等运行机制健全完

善，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许多群众

说：“五星文明户”是一个家庭文明程度的标

志，党委、政府不仅张榜公布、表彰奖励，还

能享受到各项政策的优惠，不仅让自己有足够

的面子，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二是促进了良好村风民风的形成。 “五星

文明户”创评活动，让群众自己来评自己、评

身边人、评身边事，树立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使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促进了良好村风

民风的形成，乡村普遍出现了 “五多五少”现

象，即孝老爱亲的多了，家庭不和的少了；互

助关爱的多了，邻里闹纠纷的少了；热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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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多了，无理取闹、越级上访的少了；健

康娱乐的多了，赌博滋事的少了；学用科技的

多了，迷信邪教的少了。

三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五星文明户”

创评活动的开展，对乡村两级组织做好新形势

下的群众工作、密切干群党群关系起到了桥梁

和纽带作用。乡村基层组织结合创评活动的开

展，积极协调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帮助农户梳理发展思路、拓展增收致富门

路，针对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适时引导，让群

众自己出主意、想办法，充分集中民智，使许

多长期存在的 “老大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增强了干群亲和力，树立了党员干部的良

好形象。临泽县平川镇２６名被评为 “五星文

明户”的村社干部主动退出，把荣誉让给群

众，进一步树立了村社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

四是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

“五星文明户”创评活动，广大群众学科技、

用科技的意识明显增强，纷纷走进农家书屋，

走进科技培训基地，走进科技讲堂 “田秀才”、

“土专家”、专业大户、务工能手把自己发家致

富的经验讲授给周围群众，使大家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见识。在 “五星文明户”的示范带

动下，农村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典型户、模

范户大幅增加，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

探索创新

以文明创建协调推进工程为抓手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从２０１１年起，甘肃省定西市全面启动实施
文明创建协调推进工程，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全面发展。这项活动以培育 “勤劳、朴

实、创新、进取”的新时代定西人为根本，以

系列创建为载体，从个体到单位，由城镇到乡

村，从线延伸到面，形成立体式、全方位、广

覆盖的工作网络。

以培育 “勤劳、朴实、创新、进取”的新

时代定西人为根本，不断提升公民思想道德

素质。

一是着力培育 “勤劳、朴实、创新、进

取”的新时代定西人。按照不同阶层人员特

点，分类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在全社会，根据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善管理、具有经济头脑、法制观

念、创新精神、效率意识、能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新时代定西人的教育培训活动；在公务人

员中广泛开展牢固树立 “爱岗敬业、诚实守

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

道德观教育培训活动；在广大农村，大力开展

集体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和家庭美德教育培

训，倡导农民崇尚科学、诚信守法、抵制迷

信、移风易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市

文明办还组织编印 《定西市文明礼仪知识简明

读本》教材１００００多册，全面普及市民公约和
文明礼仪知识，创业、诚信、和谐、进取的社

会新风尚逐步形成。

二是坚持以典型的力量推动公民道德建

设。按照 《定西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实施

办法》，２０１１年，按照属地管理、逐级推荐的
原则，在各县区、市直各单位择优推荐上报，

市文明办严格审核的基础上，市内主流媒体和

通讯网络对５０名候选人典型事迹进行全面宣传
报道，并进行公开投票评选，参与人数达５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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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评选结束后，市文明委举办了 “感动定

西”首届全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通过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使先进典型可学可敬，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

以系列创建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一是不断加大农村文明创

建工作力度。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

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要

求，在农村广泛开展以提倡崇尚科学、反对封

建迷信，提倡健康娱乐、反对聚众赌博，提倡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倡村邻和睦、反

对宗族纠纷，提倡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提倡村容整洁、反对脏乱陋习为主要内容的

“六提倡、六反对”活动，广大农村风貌得到

进一步改善。结合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创建活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创建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在全市农村营造了人

人创建、共建和谐社会的浓厚氛围。

三是进一步加大城镇和行业创建工作力

度。在城区和各建制镇普遍以净化、绿化、亮

化、美化、规范化 “五化”为突破口，着力打

造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制环

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先后组织开展万

名党员义务植树和千名党员干部整治市区河道

和城区卫生环境专项活动。教育部门以师德师

风建设为重点，开展文明学校、文明班级、文

明宿舍系列创建活动；卫生部门以医德医风建

设为重点，全面开展 “创建文明医院、争做形

象大使”创建活动；交通系统以驾驶人员文明

行车、司乘人员文明用语、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为重点，认真组织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各窗口单位、服务行业不断加大文明服务窗口

创建力度，开展了以挂牌服务、示范岗和规范

服务程序、服务用语为重点的创建活动。

四是进一步提升创建质量和水平。根据新

形势新任务，研究修订文明县区、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建设管理办

法，并制定出台相应的测评体系。严格按照届

期制管理办法，不断加强各类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单位的规范化建设、动态化管理，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水平切实提高。始终坚持以严格的

评选程序和广泛的群众评议开展创评活动，树

立了一批过硬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目

前，群众性创建活动横向覆盖到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群团组织、新经济组织等系统，纵

向延伸到各乡镇、社区，推荐申报的过程已成

为全社会参与创建的过程。全市共创建国家级

各类先进集体１９个，省级先进集体９４个，市
级各类先进集体２８７个。

以健全完善机制为保障，不断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一是党对精神文

明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市、县区党委主要领

导亲自担任文明委主任，并在每年年初和年终

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安排和总结，党对精

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不断加强。各级党委、政府

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

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党委统一领

导、文明委组织协调、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

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和

工作格局全面形成。各县区委一把手 “抓两

手”，班子整体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格局已经形

成，做到了与物质文明同安排、同部署、同落

实。市、县区文明委办事机构全部实现了组织

落实、人员落实、工作落实。

二是精神文明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健全。

每年年初，宣传部、文明办、科教文卫体广电

等部门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对全市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明确任务，量化指标，统一由市文明办

制定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在年

初市委工作会议上由市委主要领导同各县区委

书记签订，年终由市文明委组织考核评估，市

委、市政府兑现奖励的长效机制全面建立。通

过责任书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从上到下延伸

到各乡镇 （村、社区）、县直各单位，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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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软任务变成了硬措施。文明委成员单

位责任制、文明委成员单位定期述职制度全面

落实。部门联动机制建设不断加强，文明委联

席会议制度、项目建设督查通报制度、考核评

估制度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完善，为推动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保障。

三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全面形成。

市内各主流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

体，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创新载体和形式，

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认真开展

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宣传报道，实现了长流

水、不断线，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同时，坚持广泛宣传与典型宣传相结合，

既宣传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以及各县区

各单位的经验做法，又重点选择和培养体现时

代精神、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先进典型，用典

型的成功经验指导工作，用典型的示范作用促

进工作。据统计，市级以上媒体精神文明建设

年发稿量在５００多篇 （条）以上，基本实现了

电视有图像、报刊有文章、网络有动态，精神

文明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全面形成。

（甘肃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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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贯彻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以 “文明青海”建设活动

为抓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着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为 “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

力，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主题突出

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灵

魂和主线，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个方

面。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活
动，广泛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

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

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围绕推

荐评选全国道德模范，营造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崇尚道德精神的社会氛围。围绕推荐评选

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动创

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围绕 “文明青海”建设活

动，抓试点、强协调、重督查、创品牌，试点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围绕讲文明、树新风，提

升公民文明素质，持续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强化了文明交通意识。围绕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规律探索，深入基层，加强调研，形成了

《加强和改进我省思想道德建设的调研报告》

等一批调研成果。

二、力度增大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力度大。组织开展第三

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全省推荐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１５７名，广泛宣传全省全国道德模
范先进事迹，开展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活

动。省、市文明办组织开展 “西宁好人”推荐

评选活动，引发 “海东好人”、 “海南好人”、

“海西好人”、 “海北好人”的推荐评选热潮，

省委书记强卫先后两次对 “西宁好人”推荐评

选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争取中央文明办支持，

为我省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甘占恩父母争取生

活补贴１０万元，树立了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丰富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举办 “欢乐乡村”

巡回演出，先后深入西宁、海东、海北、海南

等４个州市地、１１个县、４０个村镇，行程
３０００多公里，为基层农牧民群众演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艺节目，传播先进文化、倡导文明新

风，受到了农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大创

建”力度大。以申报推荐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为契机，以评促创、

以创促评，深入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示范窗口创建工作，

进一步兴起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热潮。西

宁市、格尔木市等２个城市获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资格，２个镇、８个村、３３个单位分别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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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同

时，９个村镇、２１个单位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荣誉，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文明创

建成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力度大。大力

推进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积极开

展 “祝福祖国”公益短信、经典诵读、优秀童

谣创作传唱、童心向党、 “网上祭英烈”等活

动，组织我省抗震救灾好儿童参加全国抗震救

灾英雄少年交流活动，召开知恩、感恩、立志

成才———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学生、家长迎

接建党９０周年座谈会，“在党的阳光下健康成
长”———红领巾心向党座谈会等。认真开展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为 １８９所中小学、
１１１个乡镇文化站配发电脑３０００台。精心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为省内家庭贫困的８０名大
学生和１００名高中生资助助学款２１３万元，为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铺设了一条希望之

路、成才之路。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工作力度

大。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净化互联网、荧屏声

频，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文明青海”建设活动

力度大。制订 《“文明青海”建设活动任务分

解实施方案》、《“文明青海”建设活动试点工

作方案》，加强督查工作和信息交流工作。向

州市地拨付 “文明青海”建设活动工作经费７０
余万元。各州市地及各级党政部门先后召开动

员会，制订方案，建立创建工作的领导机制和

工作机制。

三、氛围浓厚

围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营造颂党恩、跟党
走的浓厚氛围。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童

心向党歌咏活动，各族干部群众热情高、参与

面广、规模空前。围绕道德模范宣传，营造崇

尚道德精神的浓厚氛围。省市新闻媒体开设

《身边的感动》《道德论坛》《身边好人》等栏

目，宣传力度大，效果好。围绕文明风尚传

播，营造讲文明树新风的浓厚氛围，组织文明

公益广告创作展示活动，推出一批优秀公益广

告。围绕 “文明青海”建设活动，营造健康向

上的社会氛围。推动 “文明青海”１０５个属地
类、１７４个行业类试点工作有效开展。围绕
“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浓厚氛围，制定 《青海

省精神文明建设 “十二五”规划纲要》，全面

部署 “十二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制定

青海省 《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牧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有效推进城乡文明

共建。

四、联动有效

各地区各部门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实际，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西宁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着

力在健全机制上下力气，在宣传发动上做文

章，在搭建活动载体上求实效，深入开展关爱

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募集爱心基金１８０万元；
海东地区扎实开展关爱生命、文明出行宣传活

动，建设良好的文明交通环境；海南藏族自治

州持续开展广场群众歌舞演出活动，参与面

广，效果好；海北州注重发挥文明委成员单位

在精神文明创建中的示范引导作用，文化特色

户建设取得新进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组

织开展城乡面貌整治工作，着力打造洁净秀美

的城乡环境；玉树藏族自治州围绕灾后重建工

作，全面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果洛藏族自

治州在全州执法部门、窗口行业中开展创建文

明服务窗口，争当岗位服务明星活动，打造服

务品牌；黄南藏族自治州充分利用 “那达慕”

等群众性节庆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

活动，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省直机关文明委

积极参与西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广泛

开展机关文化建设，机关作风得到有效转变；

各部门、各行业、驻军、武警部队结合实际，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

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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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取得阶段性

成效

自２０１０年全省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启

动以来，青海省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狠抓工作落实，使各地交通环境得到很大改

善，文明安全出行的氛围正在形成，全省 “文

明交通行动计划”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加

强了组织领导。各地及时成立 “文明交通行动

计划”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

职责和目标，认识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二是营造了浓厚氛围。各地借

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ＬＥＤ屏幕等阵
地，开设专栏、专题、博客展开了持续宣传；

结合实际制作了大量宣传单、折页、读本、挂

图、影像制品、横幅、展板及一些藏文宣传

品，增强了宣传效果；组织人员深入学校、机

关、企业、社区、农牧区、寺院，有针对性地

加强宣传，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参与活动，使

文明交通意识得到增强。三是提高了文明出行

意识。突出重点，在中小学校开展了 “小手拉

大手”和以 “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为主题的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开辟学生 “道路安全

绿色通道”、开展 “天使护卫行动”、“我是文

明小交警”、创建 “文明交通先进学校”等一

系列活动。加大对驾驶员的教育和管理，向司

乘人员介绍文明驾驶知识，摒弃交通陋习，做

到文明出行。四是规范了道路交通行为。交管

部门组织力量集中开展了客运车辆、校车、混

凝土搅拌车、摩托车、超速超载车辆、酒驾等

专项整治活动，使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得到

有效遏制。投入资金在交通要道、城镇重新施

划交通标线、更换交通标志牌、信号灯和交通

设施，完善了道路安全及管理设施。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扎实推进 “文

明海西”创建活动

自 “文明海西”创建活动启动以来，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紧紧围绕活动实施方

案，注重上下联动，结合工作实际，通过主题

活动的开展，扎实推进了 “文明海西”建设

活动。

“五好文明家庭”表彰活动，促进文明新

风进万家。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妇联、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文明办

联合召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六届 “五好

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对全州涌现出的３９户
“五好文明家庭”进行了表彰，大会通过交流

发言等形式，激励广大家庭转变观念，积极践

行家庭美德，引导更多家庭投身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和 “文明海西”建设活动中来。

“文明格尔木”启动仪式，提高群众参与

积极性。格尔木市举行了 “文明格尔木”建设

活动启动仪式，市属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驻格尔木各单位干部职工、军警官兵、在

校师生代表等２０００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唱响时代主旋律。

歌咏活动曲目以 《爱国歌曲大家唱》和 “唱响

中国”相关曲目为主体，以爱国歌曲大合唱歌

咏比赛等形式广泛开展。同时各地区、各学校

结合自身优势，通过组织编排快板、经典诵

读、舞蹈表演等多种形式表达未成年人对党的

生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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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西宁市开展 “交通因您而畅通”万人

交通集中整治活动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５日，青海省西宁市文明委
启动了主题为 “交通因您而畅通”的万人交通

集中整治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开展文明

交通劝导、文明交通知识宣传、加强机动车行

车秩序、加大交通秩序混乱路段整治等活动，

增强广大市民交通出行的法制意识、安全意

识、文明意识。活动在西宁市各区确定的文明

示范街或路口展开。西宁市文明办组织市、区

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各社区、学生志愿者近万

人参与活动。

活动期间，西宁市所辖区在文明示范街、

示范路口设置了交通知识宣传咨询点，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图片展示、现场讲解等形式，向

广大市民宣传普及交通法规和文明交通知识，

并通过 ＬＥＤ户外显示屏、出租车 ＬＥＤ顶灯广
告等，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市民做文明

人、行文明路，使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的

文明交通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各学校、社区文

明交通志愿者对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栏杆等不

文明交通行为进行了劝导。据统计，在活动期

间共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１２０余人次，说服教
育２３０余人次。组织交通、交警对无牌无证车
辆，以及机动车闯红灯、随意掉头、逆行驾

驶、违章超车等违章行为进行了重点查处。同

时，对占道经营、违法搭建等影响交通的违法

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活动中许多市民感到此

项活动很有必要，并主动参与到交通秩序的维

护工作中。

湟中县：“十万农户创文明”活动给力

文明城市创建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为引领，坚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 “文

明青海”和 “文明湟中”建设的重要内容，实

施 “十万农户创文明”工程，大力培育 “五先

文明户”，推动了全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康

有序发展。

以生产发展为引领，大力培育 “奔小康先

富文明户”。把农民致富奔小康作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 “经济力”，立足今年全县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１５％和实现２３万贫困人员脱贫
目标，围绕大力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特

色产业，发展劳务经济等方面，积极培育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大户、蔬菜种植大户、劳务经济

大户等奔小康先富文明户，带动了农村经济快

速发展。

以提高科技素质为引领，大力培育 “学科

技先用文明户”。把农民科技素质作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 “基础力”，立足农民素质提升，

以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为目标，进一步加大

农村职业教育，积极培养适应农村发展需求的

新型农民。依托 “科技下乡”、“农村科技特派

员”、“科普之冬”、“阳光工程”、“雨露计划”

等培训载体和种养业实用新技术推广等措施，

大力普及先进科技知识，积极培育科学种田、

科技养殖、科学种菜典型户和技术能人、能手

为主体的学科技先用文明户。

以亮化村容村貌为引领，大力培育 “秀庭

院先美文明户”。把净化、美化、亮化村容村

貌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形象力”，依托

农村危房改造、村道硬化、农村卫生厕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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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 “清洁家园”行动以及净化院落、绿

化庭院、美化家园活动为载体，大力培育庭院

洁化、绿化、美化文明户。

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为引领，大力培育

“爽精神先乐文明户”。把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推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培育文化中心户作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文化力”，依托村级文

化广场、文化产业协会，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化娱乐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大力培育文化活动中心户、文化产业示范户等

为主要内容的爽精神先乐文明户。

以文明争创活动为引领，大力培育 “促和

谐先和文明户”。把家庭美德和家庭和睦建设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要素力”，积极开

展 “星级文明户”、“平安家庭”、“好儿媳”、

“好婆婆”等评选活动，同时组织成立了农村

道德评议组织，加大农村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力

度，促进和谐家庭建设，大力培育遵纪守法、

尊老爱幼、孝敬公婆、婚育新风等促和谐文

明户。

西宁市：突出五项措施　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

青海省西宁市坚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

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积极谋划，

精心部署，扎实推进，重点通过五项措施，提

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创建工作注入了新的

活力。

抓效能，努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为重点，进一

步提高城管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

工作能力。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政务公开力

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不断转变城管工作人

员的工作作风，改进执法方式，强化了城管执

法队伍作风纪律建设，努力塑造了城管执法队

伍的文明形象。

抓监管，夯实创城工作基础。进一步加强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实行

全天候、全覆盖、精细化作业，保证垃圾日产

日清、及时清运，积极为市民创造一个优美、

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扎实开展市容环境卫

生达标评比活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扩大社

会参与，发挥达标单位以点带面、辐射带动作

用，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在加大执法力度

的同时，在疏导上寻找出路，下大力气解决流

动摊贩和占道经营反弹问题，实现城市管理和

小摊贩的和谐共处。对于乱涂画、渣土污染、

餐厨垃圾等突出问题始终保持整治的高压态

势，经常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市容整洁有

序。按照大气、高雅、精致、特色、低碳的亮

化要求和 “三片一线”的亮化思路，加快重点

地区亮化进度，突出城市美感，提升了城市

品位。

抓督查，切实增强工作执行力。坚持大督

查的工作思路，充实督查力量，创新完善督查

方式和手段，加大督查力度，扩大督查范围，

提高督查整改效率。强化督查结果运用，将督

查结果作为对城区和个人考评的重要依据，增

强督查效力，将城管部门的创城工作纳入督查

的重要内容，坚持精细化管理，明确工作标

准，严格按照全市创城工作要求开展督查，定

期通报反馈督查结果，落实责任追究，增强督

查效果，切实提高执行能力和水平。

抓服务，提高群众满意度。坚持创建为

民、创建惠民的原则，把群众满意作为城管工

作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严格落实 《城管领域

市民投诉事项办理制度》，保证城管 “１１０”电
话、门户网站、来信来访等群众诉求渠道畅通

无阻。认真、快速地办理群众反映问题，做到

件件有落实、有反馈。树立超前服务意识，及

时分析和捕捉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和苗头性

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

之所需。树立 “现场意识”，做到发现问题在

现场、处理问题在现场、督查整改在现场、检

查验收在现场、意见反馈在现场，不断提高市

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抓宣传，努力营造良好社会风尚。始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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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把提高人的素质贯穿 “文

明青海”建设和创城工作全过程，从最基本、

最基础的公民道德抓起，加强教化养成，充分

利用户外广告、“城管局长与市民面对面”活

动、“百店访谈”活动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活动，营造文明和谐的创城大氛围、大环境。

在继续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纠正力度的同时，将

执法重点由 “纠正违章”向促进行政相对人

“少违章、不违章”转变，在潜移默化中促使

群众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自觉遵守城管规

章，爱护、维护城市环境，积极参与、支持和

配合文明创建工作，用实际行动树立 “文明青

海”形象，让文明之风润泽夏都。

（青海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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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宁夏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
中央文明委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以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

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一次

会议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

本，以推选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为抓手，丰富

内容，创新载体，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实践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

提供了精神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培

育了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引导

干部群众学习践行的基础上开展 “六进”活

动，向基层发放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年历画

３万张，以设置大型广告牌、“文化墙”和宣传
栏为载体，选择了２０多个县 （区）、企业、学

校等作为推进示范点，扎实推进了基层的践行

活动。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协同公安

交管部门突出 “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主题，

在市、县 （区）推进文明交通行动，开展 “文

明交通宣传作品”评选活动，举办 “关爱生

命·文明出行”校园情景剧ＤＶ大赛，１５所中
小学分获一、二、三等奖，有１９个单位荣获组
织奖。组织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结合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联合教育厅、黄河出版
传媒集团等在光明广场举办 “全民阅读·健康

生活”启动仪式，为 “我与书的故事”有奖征

文作品颁奖。固原市结合中华经典阅读活动，

表彰十佳 “书香机关”、“书香家庭”和农家书

屋。深化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会同区直

工委、文化厅等１２家单位，举办 “党在我心

中”文化主题电视展播活动，现场录播３２场
次，参与群众达１０万人。协调银川市承办中央
电视台 《激情广场》——— “走进银川”大型演

唱活动。考察命名了１６个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示
范点。

二、做好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工作，发

挥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示范作用

评选推荐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按照中央

文明办统一安排，组织市、县 （区）层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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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经自治区文明委会议审定，推荐１１名同志
为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并组织干部群

众进行投票。９月，中央文明委授予宁夏回族
自治区西吉县的马国林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其他１０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深化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８月，张毅书记调研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出席全区道德模范座谈

会，听取道德模范的体会交流，并在会上作了

重要讲话。吴忠市回族青年李潇、纳振东见义

勇为被歹徒刺伤后，按照自治区领导批示，全

区迅速开展向两位英雄人物学习活动，自治区

文明委授予他们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称号，

举办李潇、纳振东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受教育

群众达４万多人。承办全国 “道德模范故事汇”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巡讲活动。联合广电总台等

举办 “２０１０感动宁夏人物”评选活动，为十大
感动人物、两个感动集体颁了奖。做好关心关

爱道德模范工作。各地在重大节日看望和慰问

道德模范，邀请全国及区、市道德模范及 “中

国好人榜”好人代表出席联欢会、茶话会等，

为自治区千名道德模范寄发贺年卡，帮助解决

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开展 “我推

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２０１１年，全区向
中国文明网推荐 “中国好人榜”好人１００名，
其中有１８人荣登好人榜好人。

三、推进 “三大创建”活动，强化了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效果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银川市被中央文

明委授予第三届 “全国文明城市”、石嘴山市

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彭阳县、

贺兰县分别创成和重新确认为全国文明县城。

通过考核测评，隆德县被命名表彰为自治区文

明县城。指导永宁、西吉两县做好 “创城”工

作，巩固提升自治区文明城市 （城区）创建效

果。推进文明村镇创建活动。认真贯彻中央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意见》，制定下发自治区的 《实施意

见》，指导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２０１１

年，全区１０个村镇被授予 “全国文明村镇”

称号。经自治区文明办考核，有３１个村镇被命
名为自治区第十五批文明村镇。推进文明单位

创建活动。神华宁煤集团等３２个单位，被授予
第三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下半年，组织

对第十五批自治区文明单位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任
期届满重新申报的自治区文明单位考核验收。

抓好自治区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完成对到届的

５个文明行业的届中复查，对新申报的财政、
审计和旅游３个行业进行了考核验收，指导民
政、宁夏移动公司和工商系统做好文明行业创

建工作。

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营造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巩固扩大 “日行一善”活动成果。突出宣

传银川市金凤区回民一小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协助总结一小多年开展 “日行一善”活动经

验，做法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交流推

广。落实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项目。规范我

区受助贫困大学生和高中 “宏志生”的推荐、

审核、确认、教育和管理，审定年度受助的８０
名贫困大学生、１００名高中 “宏志生”名单，

于秋季开学前，把助学金额全部发放到位。落

实 “绿色电脑进西部”项目。把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赠送的３０００台电脑，配送到１５６个中小
学校、１２８个乡镇及社区文化站，并全部安装
到位。启动 “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１０月，
首批１０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启动，各地主动
上手，筹措部分资金对校舍进行修缮改造，适

时开展活动，农村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

明显改善。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

作。召开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座谈会，依

托宁夏大学成立自治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

导中心。１２月中旬，举办 “２０１１宁夏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教育关爱周”活动，邀请全国和自

治区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对中小学生及家长实施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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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倾注了社会

对农民工和社区空巢老人的关爱之情

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６月，按照中
央文明办安排，协同银川市承办了 “关爱农民

工”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并向中国志愿基

金会捐赠１００万元。自治区总工会组织志愿者
培训农民工６８１６２人次，为农民工免费放映电
影６１１４场。开展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协调
市、县 （区）和高等院校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民政部门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３１５个，
为５万多名老人提供志愿服务。开展关爱残疾
人志愿服务。残联在全区建立助残志愿者联络

总站３５个，注册助残志愿者３８万人，累计服
务时间４５万多小时。开展重大节会志愿服务。
按照第二届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执委会要

求，团委组织招募、培训４００名志愿者，在１９
个分会、２００多个服务岗位上做好礼仪接待、
会务协助、语言翻译、场馆服务和宣传工作

等，为论坛提供出色的志愿服务。此外，组织

开展百名优秀志愿者网上推荐活动，吴忠市利

通区裕西社区的王兰花被评为 “全国优秀

志愿者”。

六、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

动，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以 “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在春节、清

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和开斋节、古尔

邦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中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春

节期间，会同财政、旅游部门举办 “我们的节

日·辛卯春节”———宁夏旅游休闲贺岁嘉年华

活动，组织１３个专业院团，演出文艺节目４２
场，观众达５万多人次。清明期间，组织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会同民政部门及吴忠、固

原市等，在青铜峡市余家桥、彭阳县任山河烈

士陵园等，举办缅怀祭奠革命烈士活动。同

时，引导群众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做到文明

祭奠。端午期间，银川、石嘴山、中卫市等地

举行龙舟比赛，开展水上文化活动，弘扬了中

华民族节日文化。中秋期间，固原市税务系统

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主题，举办 “月明中秋

诗歌朗诵会”等，抒发干部职工团结向上的情

怀。

特色活动

吴忠市 “乡村好人家”评选扎实深入

宁夏吴忠市通过组织开展 “乡村好人家”

评选活动，使农民群众在活动中自我评定、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成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真正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先行试点、推广经验。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吴
忠市委在组织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

基础上，总结 “家庭美德在我家”、“学习型家

庭”、“十好进农家”、“绿色家庭”、“平安家

庭”等活动的经验，决定从 ２０１１年起，在全
市开展 “乡村好人家”评选活动，并制定 “乡

村好人家”的评选标准。各县 （市、区）结合

实际情况，拟定本地区活动工作方案，２０多个
乡村按照推荐上报、民主评议、组织审核、张

榜公示、学习宣传、命名表彰等环节，有序开

展试点工作，评选出一批市级和县 （市、区）

级 “乡村好人家”。通过试点，积累了经验，

为这项工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制定规划、精心部署。２０１１年３月，市委、
市政府两办下发了全市 “乡村好人家”评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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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方案规定，“乡村好人家”的评选工作在

市文明办统一组织下，由各县 （市、区）文明办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采取村里上报、乡 （镇）推

荐、县 （市、区）文明办审核、市文明办审批的

方式操作。 “乡村好人家”的评选实行届任制，

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的市、县两级 “乡村好

人家”户数占全市总农户的２０％，通过三年努
力，评选面达全市总农户的７０％。考虑到全市共
３５万余农户，确定每年评选出市、县两级 “乡村
好人家”７万户，三年共评选２１万户。

积极行动、全面实施。各县 （市、区）乡

镇严格遵照评选程序，坚持评选标准，在群众自

荐或村民小组推荐的基础上，严把初审关。通过

召开群众民主评议大会、张榜公示等形式，深挖

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好典型。文

明办严把审核关，对各乡镇推荐上报 “乡村好

人家”情况，逐一审核，确保获评家庭事迹真

实准确。市 “乡村好人家”评选活动领导小组

深入乡镇、村、社区，对 “乡村好人家”评选

情况进行督查，及时查找存在问题，现场提出改

进意见和建议，力争工作不留死角。各县 （市、

区），各乡镇也相应成立督查组，加强督导工

作。经过共同努力，目前，各县 （市、区）已

上报吴忠市首届 “乡村好人家”１４０户。
广泛发动、营造氛围。各县 （市、区）乡

镇、村、社区通过召开会议、悬挂横幅、张贴

标语、制作展板、文艺演出、进楼入户等形

式，对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进行动

员，详细宣传介绍 “乡村好人家”评选活动，

迅速推进各项工作。宁夏日报、吴忠日报、吴

忠电视台等媒体积极策划选题，对活动进行宣

传报道。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发简报，及时推

广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

“乡村好人家”评选工作的开展，是对以

往农村创建活动的拓展和深化，推动了农民群

众文明素质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

广大群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开展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关爱

周”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明办、
教育厅、团委、妇联、关工委、宁夏大学、宁

夏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 “新关爱·新成

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关爱周活动正式启

动。市、县 （区）文明办、教育局、各市心理

健康教育辅导中心负责人及银川市８００多名大
中小学校师生和家长参加了启动仪式。自治区

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原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朱佩玲向宁夏大学颁发了 “心理健康教育

辅导中心”牌匾。

２００５年以来，自治区确定每年４月份第二
周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周，每年１０月为心理
健康教育月。通过开展专题讲座、个别咨询等

系列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校外托管、就学

帮困、心理辅导、家教咨询、应急救助等服

务。７年多来，自治区各地通过开展简便易行
的体验教育、情景教育、亲子教育等活动，有

效解决一些青少年在成长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受到广大中小学生及家长的欢迎。

这次以 “新关爱·新成长”为主题的

“２０１１宁夏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关爱周”活
动，主办方专门邀请了中央电视台 《心理访

谈》驻场专家、著名职业培训师、心理咨询师

梁朝晖，宁夏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宋洋

等，分别就如何做好 “成长关爱计划”和 “构

建幸福家庭”作了专场辅导讲座，受到了与会

者的普遍好评。同时，本次活动为自治区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联动机制、推进青

少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了一次有益的

尝试。

近年来，自治区先后在银川、石嘴山、中

卫市挂牌成立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产生良好社会效果。银川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中心，建立了２００平方米心理健康活
动室，配置电脑设备、活动器具及相关图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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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面向未成年人开展心理咨询、测试、矫治

及各类特色活动。目前，市辅导中心已为１５００
多名青少年进行了咨询服务。

探索创新

自治区财政审计旅游等系统创建文明

行业的几点做法

２０１０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审
计、旅游、地税系统从实际出发，围绕提高干

部职工文明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组织全系统

开展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各行业创新载体、丰

富内容、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对整体推进文

明创建活动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行

业创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１针对基层全员参与的特点，行业完善运
行机制，加强了创建工作的统一指导。实践

中，各行业建立的创建工作运行机制，为其他

创建单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财政、审

计、旅游、地税４家行业，除了主管部门的厅
局长重视、建有领导小组外，专有一名厅级干

部分管，有一个处室负责指导、督查和考核。

同样的创建机制，也建立在行业的每个基层单

位，并形成了一个贯通上下的运行网络。运行

机制的完善和畅通，给行业创建提供了组织保

证，确保了全系统创建活动的顺利开展。

２紧扣干部队伍建设的主题，行业突出作
风建设，提升了窗口单位的良好形象。各行业

少的有几百人、多的达几万人；有的是垂直管

理，有的是属地管理。实施全行业文明创建，

就把条块 “串”到了一起，全力打造文明服务

的新形象。譬如，财政系统在创建中，围绕解

决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以加

强队伍作风建设为抓手，提出 “七要七不要”

办事准则，各级财政工作人员 “一张笑脸、一

把椅子、一杯热水”迎客，厅机关 ４５岁以下
干部分批到乡镇服务窗口锻炼，实施 “大走

访、大调研”，撰写心得体会等。这些举措，

推进了系统的行风和效能建设。事实证明，抓

创建就要抓队伍、抓作风，有了队伍的凝聚

力，发展就有保障力。

３围绕优化服务环境的要求，行业注重创
新载体，激发了创建工作的生机活力。创建活

动具有广泛性、基层性和群众性，有了好的载

体，员工的主体作用才能发挥。这方面，几个

新创行业结合实际做了不少工作。譬如，旅游

系统既有行政管理部门，也有景区、饭店、旅

行社，还有 “农家乐”等，这对优质服务提出

很高的要求。几年来，通过评选 “文明风景旅

游区”、“文明星级饭店”、“文明旅行社”，举

办 “服务技能大赛”、“导游员风采大赛”，评

选 “千名服务标兵”等，搭建了平台，丰富了

活动，增强了行业创建工作活力。

４按照创建标准要高的思路，行业打造文
化品牌，形成了文化育人的浓厚氛围。新的形

势下，把文化建设融入精神文明工作，加大创

建活动的文化内涵，是行业文明创建的一个鲜

明特色。地税系统在深化文明行业创建工作

中，打造行业文化，突出文化支撑，有一套相

对完整的地税文化框架，对核心理念、地税精

神、团队理念等作了精准概括，并制成 《地税

文化手册》、挂图、书法条幅等广泛普及，引

导干部职工学习践行。凡走到地税基层单位，

就可嗅到地税文化的气息。审计文化也比较成

型，在审计行业的各单位也都能捕捉到。文化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命力，一个系统有无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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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看文化软实力，打造了行业文化，文明

创建工作就有了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５结合一线员工较多的实际，行业重视典
型选树，发挥了身边好人的带动作用。行业基

层员工身处一线岗位，天天与服务对象打交

道，一言一行代表着行业形象。行业在创建中

选树典型，示范带动，人人创优，就能提升服

务的美誉度。地税系统对税务干部陆明宏同志

的学习宣传，引起良好社会反响。旅游业在开

展 “千名服务标兵”评选活动中，涌现了一批

“品牌团队”及 “礼仪之花”、 “微笑大使”

等，形成 “一花引来百花开”的生动局面。事

实说明，有典型就有影响，典型就是标准，就

是 “标杆”，善于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最有说

服力。

吴忠市：让道德之花在回乡盛开

宁夏吴忠市回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５２％，是全国回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级市，是
中国的回族之乡。２０１０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紧扣民族地区的实际，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作为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在区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先后涌现了全

国道德模范贺生福，中国好人、见义勇为英雄

李潇、纳振东，全国优秀志愿者王兰花，全国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杨继民、蔡立斌等。市先后

被命名表彰为 “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获得 “全国见义勇为城

市奖”。他们的经验，在第九届中国公民道德

论坛上作了介绍。

１发挥道德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让核心价
值体系在民族地区扎根。为了充分发挥道德模

范的示范作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市委、市政府选树了历史 （回族）人

物、英雄模范、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先锋模

范等各类英模人物１６２８名，对评选出的英雄模
范人物，通过标志性建筑、新闻媒体、网络等

阵地在全市广泛宣传。先后投入资金１０００多万
元建成道德模范墙３面，模范宣传街３条，宣
传长廊１５个，宣传橱窗 ３６０多个，灯箱广告
１６８个，宣传牌５００多块。组织海小平、李潇、
纳振东等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２００多场。
特别是李潇、纳振东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发生

后，区内外各级媒体刊发、刊播李潇、纳振东

见义勇为英雄事迹相关稿件达到８６０多篇，网
络留言赞颂英雄的帖子近４０万条，在全区作巡
回报告３６场次。市还创排了反映道德模范事迹
的话剧 《沙漠春兰》，组织创作刻画回族商人

爱国爱党、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的长篇小说

《回商》、反映见义勇为的民间爱情传说大型回

族歌舞剧 《曼苏儿》等一批精品文艺作品，让

中华美德在民族地区广为传扬，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扎根。

２创新活动载体，公民道德教育成效明
显。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市委、市政府把树文

明市风、引领农村文明新风、打造黄河善谷、

建设诚信吴忠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

容，创新载体，开展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市广泛

开展 “树文明市风、做文明市民”主题活动，

开展城市环境集中整治、和谐社区创建、窗口

行业优质服务等活动，引导群众文明用语、向

好向善，培养市民理性的思维、健康的心态和

文明的生活方式。广泛开展 “乡村好人家”评

选活动，２０１１年，表彰命名了首批市、县级
“乡村好人家”９４１户。通过活动的开展，引领
了农村新风尚。２０１１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组织开展了 “诚信单位、诚信企业、诚信个

体工商户”评选活动，评选出吴忠市首批诚信

单位１１个、诚信企业１６个、诚信个体工商户
２８户。同时，还广泛开展 “加强诚信建设，塑

造文明吴忠”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掀起了爱

祖国、爱民族、爱家乡和打造诚信吴忠的热

潮。市委、市政府把发展与民生结合，把慈善

与产业结合，率先在全区规划建设了弘德、立

德慈善工业园，打造 “黄河善谷”，安置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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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慈善企业务工就业，让残障人过上能自

立、有尊严的生活。

３推进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吴忠市通过发展各级各类

志愿者队伍，完善志愿服务基地建设等措施，

推进志愿服务体系建设，营造吴忠良好的志愿

服务环境。２００５年，市成立了首个社区志愿服
务小组——— “王兰花爱心小组”，该小组４６名
离退休干部和热心人士长期坚持为社区居民做

好事、办实事、解难事，１０多本特殊的 “日

记”里，记录了爱心小组成员为别人操劳服务

的感人事迹，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目

前，“王兰花爱心小组”已成为弘扬雷锋精神、

感动吴忠市的一张名片。市把学雷锋活动与志

愿服务活动有机结合，制定了 《吴忠市志愿服

务工作三年规划纲要》，计划到２０１４年，全市

注册志愿者人数将达到１６万人。开展 “践行

志愿精神，争当慈善使者”为主题的 “长河大

爱”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广大党员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开展真情助困进万家、

温暖 “空巢老人”、助残扶弱、关爱农民工子

女志愿服务，拓宽学雷锋活动渠道。制定 《吴

忠市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建立 “吴忠志愿

者网”，完善志愿者网上注册管理体系，做到

志愿服务信息网上发布，志愿服务工作网上宣

传，志愿者心得网上交流等。同时，在县

（市、区）建立志愿者服务中心，在乡镇 （街

道）、社区建立志愿服务站 （点），依托福利

院、敬老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建立志愿服

务和学雷锋活动基地，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常态化。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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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围绕自治区
党委的中心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

宣传部长会议精神，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为根本，切实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着

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为基层办实事好

事，不断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培育良好社会风

尚，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公民道德建设切实加强

在自治区第十个 “公民道德建设月”期

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新疆

军区政治部、武警新疆总队政治部、自治区民

（宗）委、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团委、自治

区妇联联合下发了 《关于印发 〈第二届自治区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方案〉的通知》，在全

疆启动第二届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评选活动启动后，得到了全区各地、各部门、

各族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到投票

截止时间，５０名候选人收到各类投票５５１万余
张。６月１５日，第二届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结

果揭晓，当日下午在新疆电视台举行了隆重的

颁奖典礼。阿里木·哈力克、阿尼帕·阿力马

洪、王成邦等３０人当选第二届自治区道德模
范，王帅平等２０人荣获第二届自治区道德模范
提名奖。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５月３１日进
入公示和投票阶段，我区庄仕华、阿尼帕·阿

力马洪、阿里木·哈力克等１０名候选人入围。
９月２０日，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颁奖典礼
《德耀中华》在中央电视台举行，自治区推荐

的庄仕华、阿尼帕·阿力马洪、阿里木·哈力

克，兵团推荐的马军武当选第三届全国道德模

范。在这次评选中，共有４名新疆籍道德模范
当选，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是最多的。按照

中央文明办的通知要求，继续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积极做好向中国文明

网推荐 “身边好人”工作，共推荐１９３人次，
艾山江·阿不都热合曼、崔宁等 ３４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上榜人数位居全国前列。会同

自治区公安厅印发 《自治区２０１１年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不断深化 “倡导六大文

明交通行为”、“摒弃六大交通陋习”、“抵制六

大危险驾驶行为”、“完善六类道路安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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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四项活动，突出抓好大城市，全面启动

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县乡、农村，着力解决影

响文明交通的突出问题。

二、志愿服务工作有大进展

抓住首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的契机，组织
开展 “迎亚欧博览会、创文明新风尚、展新疆

新形象”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展场文明志

愿服务、窗口行业志愿服务、平安建设志愿服

务、改善城乡环境志愿服务和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等，为首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创
造文明、友善、安全、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

一是自治区文明办主任、副主任和相关处室负

责人先后在亚博局宣传文化组、乌鲁木齐市工

作部、志愿服务工作部任职，并主动积极介入

工作。二是与自治区团委等部门面向全社会开

展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志愿者口号和服装创
意设计征集活动。三是与自治区团委等部门召

开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志愿者招募新闻发布

会，正式向全社会招募志愿者。四是与自治区

直属机关工委组织５０００名区直机关公务员在行
人较多的公交站点和路口，开展 “文明出行”

志愿服务行动，协助交管人员维护乘车秩序和

交通秩序，倡导文明乘车、文明行车、文明行

路。五是与自治区国资委、新疆机场集团公司

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举办 “迎亚欧博览盛会、

展空港文明风采”主题活动。六是组织召开乌

鲁木齐地区文明单位开展 “迎亚欧博览会、创

文明新风尚、展新疆新形象”活动推进会，充

分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带动

各行业各单位积极行动起来，为举办 “安全、

成功、精彩、圆满”的亚欧博览会出一份力、

尽一分责，展示新疆开放、自信、稳定、和谐

的良好形象。七是召开志愿服务工作暨首届中

国－亚欧博览会志愿服务座谈会，对亚欧博览
会期间的志愿服务工作进行了交流总结，进一

步明确了牵头问题和实现 “三个转变”的工作

路径。八是在克拉玛依市举行 “关爱农民工”

和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在新疆正式启动这两项志愿服务活动。九是根

据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文化部、教育部

《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

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高度重视，认真组

织，积极与团委、文化、教育等部门联系，将

２０名志愿者分配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
巴州轮台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十是按照中央

文明办的要求，在各地州市文明办、自治区文

明单位中建立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组织

志愿者以迎接建党９０周年、“我们的节日”为
主题，通过发送微博、跟帖、留言等方式，营

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新风尚。

三、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深化

坚持把 “保库争克”战略作为２０１１年自
治区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重中之重，常抓不懈。

在自治区文明办的积极推动下，乌鲁木齐市、

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石河子市等四个城市

先后于３月２９日、３月３０日、４月２日、４月
１９日召开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对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安排部署，

在全疆形成了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造福各族

人民，展示新疆新形象”的浓厚氛围。１２月
２０日，克拉玛依市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三批全
国文明城市称号，成为西北五省唯一一个地市

级全国文明城市。修订完善 《自治区文明单位

测评体系》、 《自治区文明乡镇 （村）测评体

系》和 《自治区文明社区测评体系》，使各项

创建活动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制订文

明单位测评验收 “六不准”和 “三不许”工作

纪律，确保自治区文明单位测评验收求真务

实、公平公正，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积

极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等的申报推荐、实地检查验收与考核工

作，严格依照申报条件和推荐名额将克拉玛依

市等３个城市、昌吉市榆树沟镇等１９个村镇
（含４个县城）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机关）

等３４个单位 （含１个社区）作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推荐的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村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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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报中央文明办，并建议保留库尔勒市的全

国文明城市、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等１４个村镇
（含３个县城）的全国文明村镇和红云红河烟
草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等２８个
单位 （含１个社区）的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会同自治区建设厅、自治区旅游局将新疆

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推荐的第三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分别上报中

央文明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

并建议保留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

风景旅游区称号。组织测评验收了乌鲁木齐地

区今年新申报和三年届满重新申报的４６５个自
治区文明单位 （乡镇、村、社区）；经各地文

明委推荐，审核并命名全区一批新申报和三年

届满的自治区文明行业 ８个、文明单位 １８３０
个、文明社区２８个、文明村１２０个、文明风景
旅游区１８个。不断加强对各类创建活动的动态
管理，在全疆大力推行公示制、名额分配制和

每三年届满一次届时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

对自治区文明单位的动态管理、定期抽检和明

察暗访工作力度，并继续推行文明单位末位退

出机制，对届满复验单位实行名额分配制，压

缩数量，提高质量；对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出现

滑坡的，依其程度，进行约谈、末位退出，直

至坚决撤销文明单位荣誉称号。２０１１年有近
２００个届满复验不合格文明单位被末位退出，
撤销文明单位５０个。向中央文明办报送了库尔
勒市 《“４·２”精神文明创建动员日》等１７个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案例。在克拉玛依市组织开

展 “激情广场”——— “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

歌咏活动，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了浓厚氛围。

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成效明显

４月２日，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
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举行开展 “五心”教育，

争做中华民族好少年活动启动仪式，围绕 “热

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开展 “忠

心献祖国，爱心献社会，热心献他人，孝心献

父母，信心留自己”活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

从身边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参与各种

形式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

道德行为习惯。５月下旬，与自治区文管办
（扫黄办）、教育厅开展为期一周的学校周边文

化市场集中整治行动，对乌鲁木齐市重点城区

的大中小学校周边文化市场进行集中检查。深

入开展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筛选１０所学
校上报中央文明办进行网上展播，组织青少年

代表参加在江苏无锡举办的全国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汇演。在新疆电视台举办首届少年儿

童 “读经典、讲故事”大赛颁奖晚会。编辑出

版 《新疆新童谣———民族团结篇》，首批发行５
万册免费下发到全疆各地。在乌鲁木齐市一

小、十三中幼儿园举行 “新疆新童谣”双语传

唱活动。在全国第二届童谣征集大赛中，获一

等奖一首、三等奖两首、优秀奖一首。与新疆

电视台继续合作开办 《唱响新疆新童谣双语跟

我学》栏目，在少儿频道开展 “学双语比双

语”大擂台活动。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中心学

校举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新疆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启动仪式，首批在１５个地州市建设
４１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做好中国文化扶贫委员
会、香港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和香港 “希望

之友”教育基金向我区南疆地区中小学赠送图

书工作，此次赠送 《学生规范字典》１０万册、
维文版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１００００套、 《中
国儿童百科全书》３０００套。

五、为基层办实事好事深得人心

精心组织实施资助贫困大学生、高中

“宏志班”、向基层赠送电脑等民心工程。１２５
名贫困大学生和 ２００名高中宏志班学生受到
资助。在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三中学召开自治

区高中 “宏志班”经验交流现场会，总结

２００２年以来我区高中 “宏志班”开办经验，

提升 “宏志班”办学层次和管理水平，促进

高中 “宏志班”在 “十二五”期间健康发展。

全疆承办高中 “宏志班”的１２所学校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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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宏志班”班主任参加会议。乌鲁木齐市

第二十三中学、乌鲁木齐八一中学、喀什六

中、沙湾一中分别介绍了经验。向首批４１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所在县市下拨建设经费 ８２０
万元，有力改善了基层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贫

乏的状况。对中央文明办赠送我区的５０００台
联想电脑进行了认真分配，电脑已陆续发放

到位，总价值约１５００万元。

六、信息调研和队伍建设扎实推进

年初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精神文明创

建信息调研工作的通知》，总结推广各地各部

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对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信息调研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明确信息调研重点，完善信息调研工作网

络，不断提高信息调研质量。编辑 《精神文明

简讯》１２期。中国文明网刊登新疆的信息 （文

章）７５４篇。办好新疆文明网，制作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度自治区文明城市 （城区、县）创建成果

展示》、《网上锦绣中华———新疆篇》、《第二届

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春节系列活动》等７
个网上专题。通过视频形式专访首届全国道德

模范刘玉莲、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庄仕华、阿

尼帕·阿力马洪。组织１４名自治区文明办同
志、地州市文明办主任分两批参加中央文明办

在北京举办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组织库尔

勒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阿克苏市开展

了相互之间的实地考察学习交流。１１月２３—２８
日，举办全区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各地州市、

县 （市、区）文明办主任１３３人参加了培训。

特色活动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将元宵节灯会社火

活动打造成各族群众共同的节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坚持把元宵节灯会

社火活动作为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有效载

体，不但使其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而且

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品牌，打造成各民族

群众共同的节日。

精心设计，搭建文化交流融合的舞台。从

１９８９年起，拜城县每两年举办一届元宵节灯会
社火活动，２００９年起发展为每年举办一届。活
动内容由最初的秧歌和高跷两个项目，发展到

目前的灯展、趣味游园、焰火晚会、腰鼓、健

身操、集体舞、威风锣鼓、舞龙、舞狮、旱

船、书画比赛、麦西来普等１３个项目。活动内
容充分体现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参加灯展的

１２００多盏灯笼不仅体现汉族文化元素，而且还

有民族乐器、建筑、人物等主题灯笼；在走高

跷这一传统项目中，每年都有一批维吾尔族群

众演员积极参与；汉族群众也积极参加到民族

歌舞麦西来普的表演中，使这一活动成为各民

族文化融合的舞台。为烘托节日氛围，拜城县

２０１１年投入７０余万元，用彩灯、彩球、花球、
花柱等对公共场所进行美化亮化。其中，用１
万盏大红灯笼装点成的 “吉祥如意步行街”，

不但成为拜城县各族群众游玩留影的胜地，还

吸引了相邻地市大批游客的到来。

精心组织，打造群众求知求乐的平台。在

组织和策划活动时，拜城县针对不同群体合理

进行安排，既有老年人的秧歌表演，也有青少

年的现代歌舞；既安排城镇干部职工参加，也

安排农村群众参与；既有趣味活动，也有有奖

知识竞答，每届活动直接参与群众达５０００多
人，观看社火表演和灯展的群众达８万人次，
使灯会社火活动成为群众参与度最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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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趣味性，从 ２０１０年起增加踢毽子、跳
绳、套圈、吹气球、猜灯谜等趣味游园活动，

城乡各族群众均可参加。为增强知识性，把加

强对干部群众的教育贯穿活动全过程，采取发

放宣传单、义务咨询等方式，向各族群众宣传

文明礼仪、法律法规、科普等知识。通过开展

“花灯一起做，社火一起演，灯谜一起猜，烟

花一起看，活动一起乐，知识一起答”活动，

使元宵节灯会社火活动成为全县各族群众求知

求乐的乐园，感受到身为拜城人的自豪。

精心实施，引领拜城文化发展。各单位积

极利用灯会社火活动这一平台展示才艺，争相

推出有行业特色的大型花灯和节目，其中最大

的花灯达３０多平方米。近年来，灯会上制作展
出的２００８北京奥运图案、世博会 “中国馆”、

世博会吉祥物海宝、神舟７号等花灯，表达了
拜城县各族群众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和建设文明

拜城的信心。为激发各单位、企业、厂矿和个

体户的参与积极性，拜城县专门拿出数万元资

金对评选出的优秀单位和节目进行表彰奖励。

由于组织保障机制到位，许多节目成为拜城县

和阿克苏地区的优秀节目，元宵节灯会社火活

动成为拜城先进文化的引领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属机关开展 “迎

亚欧博览会，文明出行在行动”志愿服务

活动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明办牵头指导、自治区直属机关文明委组织开

展的 “迎亚欧博览会，文明出行在行动”志愿

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来自自治区直属机关９０多
家单位的５０００余名公务员志愿者在乌鲁木齐市
内２００多处公交站点和重要路口，宣传首届中
国－亚欧博览会知识，协助交管人员维护乘车
秩序、交通秩序和社会安全。这项活动一直持

续到 ９月 １１日，在每周的双休日开展志愿

服务。

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

神，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时

期，在乌鲁木齐举办首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
社会期待更高、工作要求更严、职责任务更

重。自治区直属机关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重大

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实施

者，承担着推进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

职责，机关干部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文明

行动，为亚博会成功举办和乌鲁木齐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城市交通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交通文明的程度取决于市民的交通行为素

质。共建文明的交通环境，是每一个公民应尽

的职责。公务员们在公交站点、重要路口，主

动帮助老幼病残孕人员上下车，耐心劝导横穿

马路的群众遵守交通秩序，通过点滴，他们向

广大群众推广和倡导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

起，从细微处做起，做一个文明的出行人。虽

然看起来事情不大，但意义却很深远。公务员

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与群众是一种鱼

水关系。“文明出行”志愿服务活动让公务员

们走出机关，走上街头，是一次公务员了解群

众，认识群众，联系群众的良好机会，借此机

会可以让公务员与群众打成一片，使干群关系

密切起来。

“迎亚欧博览会，文明出行在行动”志愿服

务活动，以服务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为主要目
标，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倡导文明礼仪，

维护公共秩序，提升社会服务，是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志愿服务理念的生动实践，是一次大

规模的道德实践活动。以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的举办为契机，全区各地深入开展 “迎亚欧博览

会、创文明新风尚、展新疆新形象”系列活动，

着力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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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

克拉玛依市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全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

新疆克拉玛依市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创建

文明城市中的主体作用，扎实推进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各项工作。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测

评结果显示，全市各族群众对创建工作的支持

率达９９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得人
心，已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愿望。

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克拉玛

依市创城办发出 《告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积

极宣传创城理念；在各主要道路、广场、社区

设置创建公益广告；开展 “百人千场”创城宣

讲活动；举办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大型访谈

节目”等活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市电

台、电视台开通 “文明创建直通车”，《克拉玛

依日报》推出 “创城专版”，全方位报道创建

工作进展情况；制作 “油城文明６０秒”系列
宣传动画片，在电视台、公共场所、宾馆酒店

反复播出；广泛开展 “小手拉大手，共建文明

城”、“文明交通劝导行动”、 “关爱农民工”、

“关爱空巢老人”等志愿服务活动，在全市营

造人人关注创建、人人参与创建、人人支持创

建的浓厚氛围。

积极拓展，推广全新的创建理念。各级政

府、各责任部门围绕 “抓住重点、突破难点、

凸现亮点”的创建思路，重点整治市场和校园

周边环境，关闭一批违规经营的游戏厅、网吧

等娱乐场所，解决市容市貌美化和社会环境净

化问题。集中开展清理 “黑车”、治理交通违

章和车辆乱停乱放、整顿 “五小”行业等专项

治理行动，实现城市管理难点问题的新突破。

着力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为空巢老人提供生

活和心理服务，凸显创建工作的新亮点。通过

开展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创建活动，集中

解决了一批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

的问题，让广大市民尝到了创建的甜头，得到

了创建的实惠，使 “为民创建，惠民创建”的

理念深入人心。

结合实际，探索有效的工作机制。在整理

历年创建工作经验、吸收先进地区做法的基础

上，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联席创建制度、创

建工作督查问责机制、创建动态定期发布等工

作制度，形成了一套切合本地实际、行之有效

的创建工作制度和管理模式。全市各区之间

学、比、赶、超，各责任部门通力配合，中央

企业积极参与地方创建已蔚然成风。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是全市的共同责任，上下协力共同推

进克拉玛依的整体文明水平，已成为地方、企

业的共识。

发动群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大

规模的舆论宣传造势，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市民的文明素质

有了较大提高。中央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积极参

与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绝大多数单位登记注册

志愿者人数超过职工总数的２０％，部分单位达
到８０％以上，成为传播文明、建设文明的主要
力量。很多企事业单位自发组织志愿者队伍，

定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铁老汉磨刀队”、

“爱心妈妈”、“雷锋车队”等志愿服务团体活

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医疗志愿者、通讯行业

志愿者、金融行业志愿者在服务窗口为市民提

供服务，“宝石花青年志愿者”等极具地方特

色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品牌志愿服务队伍。自觉

抵制不文明现象已成为各族群众的自发行为，

为创建文明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克拉玛依市被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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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委授予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成为西北五省

唯一一个地市级全国文明城市。

用广播剧的形式加大道德模范宣传

力度

２０１１年９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
的大力支持下，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将创作、录

制道德模范广播剧列为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

风”活动的重要内容，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到阿

勒泰、伊犁、喀什、哈密等地面对面采访道德

模范。经过４个月的紧张工作，制作完成１１部
道德模范广播剧。

近年来，新疆道德模范密集涌现，从２００７
年开始的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已有刘玉

莲、艾尼·居买尔、庄仕华、阿尼帕·阿力马

洪等１０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王燕娜等２１人
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道德模范的大

批出现是新疆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是引

导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最有感召力的路标。在

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 “爱国爱疆、团结奉

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展示

了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新疆人的新

形象。

这１１部广播剧分别展示了在安徽蚌埠为救
落水少年而献身的新疆籍大学生刘开瑾，救助

聋哑儿童的霍城县二中教师周喜花，以质量和

信誉打造品牌的新疆永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元清，勇斗歹徒救助汉族女孩的艾尼·

居买尔，被和田干部群众誉为 “苞谷馕部长”

的米吉提·巴克，在基层邮政所为各族群众服

务的阿孜古丽·阿不都热合曼，收养４个民族
１０个孤儿的阿尼帕·阿力马洪，民间慈善家阿
里木·哈力克，为毛兰江无偿捐肾的王燕娜，

被维吾尔族农民亲切地称为 “救命丫头”的哈

密乡村医生刘玉莲，用精湛医术服务各族人民

的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庄仕华等全国和自治

区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

用广播剧的形式集中反映道德模范的感人

事迹，在全国尚属首例，中央有关部门对新疆

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１１部道德模范广播剧
２０１２年春节期间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新闻
广播、综合广播、城市广播、交通广播、故事

广播等多个频率集中播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

迎。同时，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力量，将１１
部道德模范广播剧翻译制作成维吾尔、哈萨

克、蒙古、柯尔克孜四种语言版，陆续与各族

听众见面。为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各地州市

文明办还将做好协调工作，在当地广播电台安

排播出道德模范广播剧。

阿勒泰地区培育建立 “好人库”

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由３６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
的５１４３％。为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充分
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设和谐文

化、培育文明风尚，阿勒泰地区从 ２００５年开
始，连续７年坚持不懈地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和宣传活动，全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来自基

层、来自群众的可亲、可敬、可学的先进典

型。为将道德模范评选宣传活动推向深入，地

区文明办将各类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进行收集

整理，建立 “好人库”。截至２０１１年， “好人
库”共收录１４０名 “好人”，为在全社会大力

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奠定了基础。

层层推荐，建立档案。阿勒泰地区成立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确定评选类

型、标准、程序等内容。按照要求，地区民宗

委、妇联、团委、教育局等地直相关部门和地

区六县一市文明办每月向地区文明办推荐一次

“好人”，地区文明办每月向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１—２名 “好人”。地区文明办和各县 （市）文

明办将经过群众推荐、审核把关的可信典型和

历年受到县级以上文明委表彰的道德模范材料

进行收集整理，建立 “好人库”，并安排专人

负责该项工作。

深入挖掘，组织评选。通过组织推荐、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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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核、公示投票等程序，推选了一大批先进

典型，使推荐评选活动成为群众发现典型、学

习典型的过程，成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的过程。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连续两年开展 “十佳公

民” “十佳道德标兵”评选表彰活动，评选

“十佳公民”２０人， “十佳道德标兵”２０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开展 “十佳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评选出 “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模范

１０名，提名奖获得者１０名；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开
展 “讲道德做好人”评选表彰活动，评选 １２
名道德模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开展 “道德模范耀

金山”评选表彰活动，评选道德模范 １２名，
提名奖获得者１２名。

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在评选表彰活动

中，阿勒泰地区坚持面向基层，发动群众，将

扩大宣传贯穿始终，邀请多家新闻媒体大力宣

传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和经验，深入挖掘报道

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形象生动地

展示道德模范的风采，在全社会营造追求先

进、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在广

播、电视、报纸、网站等新闻媒体开办 “身边

好人”专栏，对道德模范先进事迹进行集中宣

传；在全地区组织巡回演讲活动，使人们充分

了解各民族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

生动故事。

近年来，通过层层推荐、深入挖掘、扩大

宣传，一批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得以推广。

２００８年，地区道德模范马军被评为自治区道德
模范，地区道德模范王海燕获自治区道德模范

提名奖。２００９年，阿尼帕·阿力马洪获首届新
疆十大杰出母亲称号，同年１０月获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第四届全国十大公益之星等称

号；２０１０年获第二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称号；
２０１１年９月被评为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入选
《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２００８年以来，
阿勒泰地区共向中国文明网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推荐候选人４０余人，其中阿
尼帕、阿米娜、马丁别克、孙丽倩等１０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

通过建立 “好人库”，深入宣传 “好人”，

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褒奖身边看得见、

学得到的 “平民英雄”，鼓励、动员群众大力

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在

全地区树立起鲜明的价值导向，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力地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促进了全社会文明

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

３２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１年，兵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中央文
明办的统一部署下，紧紧围绕各级党委的中心

工作，自觉服从服务于兵团党委建设屯垦戍边

新型团场，推进兵团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

和城镇化建设，创建和谐兵团的工作大局，精

心组织、扎实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开拓中

前进，为兵团形成上下政通人和、心齐气顺、

风正劲足、团结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兵

团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一、公民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 “爱国守

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

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弘扬 “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１以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
契机，以评选、宣传兵团 “道德模范”和 “感

动人物”为抓手，推出一批先进典型，推进全

兵团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

德建设。认真做好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申

报表彰奖励工作。在兵团评选道德模范的基础

上，从３０名兵团道德模范中筛选出５位候选人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分别是马军武、夏留女、

朱汉卿、裴勇俊、张庆龙。兵团文明办专门发

出通知，要求各师文明办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投

票，把自己心目中的典型选出来，９月２０日组
团到北京参加全国公民道德建设论坛暨第三届

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

举行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农十师一

八五团水管连职工马军武代表兵团上台领奖。

兵团党委高度重视，车俊政委、华士飞司

令员专门作出批示。马军武到北京领奖，兵团

党委常委、秘书长成家竹送行。载誉归来，车

俊政委亲自接见、合影留念并宴请。为褒奖为

全国道德模范，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兵团

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奖励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的

马军武１万元、获得提名奖的夏留女、朱汉卿、
裴勇俊、张庆龙４位同志各５０００元。同时，通
过各种形式在全兵团开展了学习、宣传活动。

２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王世明到兵团石河子视察工作，对兵团军垦博

物馆和石河子二小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提

出要求，希望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宣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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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的要求，抓紧落实，经过组织策划、精

心制作和修改完善，到２０１１年７月，兵团军垦
博物馆和石河子二小制作的网页成功和中国文

明网链接，扩大了兵团在全国的影响力。

３继续开展 “我评议、我推荐身边好人”

活动，发动群众在熟悉的人群中举好人，在日

常生活中找好事，把闪光的事迹和先进人物挖

掘出来、传播开来，形成道德模范不断涌现、

善行义举广为传颂的社会环境。

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稳步

推进

以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为动力，进一步推动兵团文明城市、文

明单位、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创建活动。

１城市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导

向，着力改善城市环境面貌和公共秩序，着力

培育人文精神，不断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团场

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创建文明小城镇，充分发

挥精神文明建设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

２做好第三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推
荐申报工作，做好一年一度的兵团级文明单位

申报推荐、命名表彰工作。要求各团、师在自

查验收的基础上，积极申报推荐。文明办对申

报材料进行认真初审，在此基础上分成三个检

查验收组，分三个片区对申报单位进行检查验

收。抽查验收了９个师和兵直系统共６８个单
位，并提交兵团文明委各位委员征求意见，经

过媒体公示，文明委领导批准，各项材料于７
月底上报中央文明办。中央文明委于１２月２０
日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表彰大会。兵团有８个文明村镇、
１３个文明单位受到表彰；有１５个单位继续保
留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称号。兵团文明委于１２
月５日命名表彰１５８个兵团级文明单位。
３连队以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为根本出发

点，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连

容整洁、管理民主、邻里和谐的要求，深入开

展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建设，加强环境建设，实

施 “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净化”工程，

克服生活区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

污水乱泼、禽畜乱放等 “五乱”现象，教育和

引导职工自觉改正不良行为习惯，培养科学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８月１８日召开了兵团文明
生态小康连队工作会议。会上，兵团各师交流

创建工作经验，命名表彰了１５个兵团级文明生
态小康连队，每个连队奖励２万元。会后及时
把会议材料编辑成书，下发基层，指导创建工

作。现场会及时总结推广了先进经验，推动了

兵团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

三、兵团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

提升

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努力把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

１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
育，融入学校教学，深化道德实践，深入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着力培

养未成年人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

紧紧抓住网络、手机媒体、网吧、荧屏声频、

校园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和环节，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强力净化，着力形成有利于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强化学校、

家庭、社会有效衔接的运行机制，健全督查考

评制度，完善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政策

法律，着力实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２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加强校外活
动场所建设，努力满足未成年人的课外活动需

求。２０１１年，中央文明办给兵团 １０个指标，
每个２０万元。兵团于９月２８日在农八师石河
子总场第一小学举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

兵团启动仪式，培训班同时进行，近６０名文明
办干部和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培训，邀请中央文

明办未成年组副组长张志勇参加启动仪式并讲

课。截至目前，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全部

建成。

３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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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健康少年活动。按照中央文明办通知要

求，结合兵团的实际，制定了兵团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中心建设规划。２０１１年４月兵团文明办
组织各师文明办干部赴江苏南京参观 “陶老

师”工作站，学习经验，推动各师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中心建设。去年，投入资金３０万元，用
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中心设备购置。据了解，

大多数师都建成一个省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中心。

４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优秀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着力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５月３０日，兵团文明办与兵团妇联联合举办庆
祝 “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庆祝会上，兵团

领导慰问了留守儿童、春蕾儿童、贫困儿童和

单亲儿童，文明办、妇联等主办部门向十二师

高级中学赠送慰问金。参加活动的有老红军、

老八路、老解放，他们代表军垦第一代；有优

秀教师组成的合唱团，代表军垦第二代；各年

级同学们则是光荣的军垦第三代代表。三代兵

团人用炽热的情感和嘹亮的歌声，表达出对历

史的深切怀念、对兵团的无限热爱和对幸福生

活的真情讴歌。

５兵团文明办与 《生活晚报》联合举办

“兵团精神伴我成长”有奖征文活动，并把获

奖作品结集出书。

四、为基层和困难群体办好事和实事

１２０１１年是兵团机关作风年，按照兵团党
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文明办领导深入到农四

师７９团２连住连入户，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
职工、参加劳动等，对基层连队的情况和职工

群众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于七十三

团遭受严重灾害，制订扶持方案，在 “助学工

程、乡村少年宫、绿色电脑进西部”等方面给

予政策倾斜和支持。

２开展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为解决

西部地区中小学和基层文化站缺乏电脑的问

题，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向西部地区赠

送电脑，２０１１年，赠送兵团中小学校和基层文
化站１５００台电脑。七八月间，在南疆农二师
２５团、北疆农四师７９团分别举行 “绿色”电

脑进西部赠送仪式。

３继续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今年

中央文明办给兵团增加一个高中 “宏志班”，

每年资助兵团 “宏志班”达到３个班，共１５０
人，资助金额不变。经各中学、团场申报，各

师审核推荐，兵团审核审批，新闻媒体公示，

确定１０５名大学生和１５０名高中 “宏志班”资

助人选。兵团文明办协调兵团财务局下拨资助

款２７４万元，并督促各师、大学、承办 “宏生

班”中学把资助款发到在校就读的各届受助大

学生和高中 “宏志生”手中。建立了２０１１级
受助生档案数据库。为进一步加强高中 “宏志

班”的管理工作，各级文明办、承办学校坚持

对受助学生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学生思想道德

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

动，不断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为品学兼优、

家庭贫困的学生铺设了一条成才之路。

五、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广泛普及志愿理念，弘扬志愿精神，积极

培育志愿文化，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内在动力

和有力支撑。认真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在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尊重人民群众愿望的前提下，广泛

开展群众乐于参加、便于参加的志愿服务活

动，推动志愿服务大众化经常化规范化。把志

愿服务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一项重要

内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不

断拓展志愿服务领域，以 “送温暖、献爱心”

为主题，以社区为重点，开展扶贫济困、扶老

助残、便民利民等志愿服务。开展 “关爱空巢

老人志愿服务”、“关爱残疾人”、“关爱农民工

及其子女”等活动，组织志愿者对空巢老人、

残疾人提供生活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和

日常照料服务，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推动文

明和谐社区建设。石河子市、五家渠市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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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深入社区帮助孤寡老人打扫房屋、送医送

药、换气购物等。拾花季节，为农民工提供便

利服务，包括住宿、饮食、返乡等方面，为农

民工排忧解难。

２０１１年十一二月，中国志愿者服务基金会
联合中国文明网、新华网、人民网等组织开展

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网上推荐评选活动，兵团

共推荐８名志愿者和一个志愿者组织，农一师
十六团退休干警樊敬晶获此殊荣。

六、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

活动

根据中央文明办的通知精神，结合兵团实

际，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组织开展

了体育健身、歌舞表演、灯谜灯会、书法棋

艺、美术摄影等活动。精心组织送温暖献爱心

活动，以道德模范、生活困难群众为重点对

象，开展各种关爱活动。开展慰问孤寡老人、

残疾人和低保户活动，帮助解决生活中实际困

难。着力深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残疾人和农民工活动。努力营造

浓厚氛围，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访

谈、公益广告等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

介绍我们的节日相关知识，传播文明和谐、喜

庆节俭的假日理念。

特色活动

巧用 “工作日志”助推文明生态小康

连队创建工作

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七团党委在文明生态

小康连队建设过程中，推行 “工作日志”法，

有效地推动了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创建工作的顺

利开展。

“工作日志”就是将连队在文明生态小康

连队创建过程中的计划措施、工作内容和问题

建议，以及与创建文明生态小康连队相关的重

点内容与活动记录在册，全面反映连队党支部

的整体创建思路、工作进程与实效成果。工作

日志要求字数精练简洁，内容翔实，图文并

茂，翻阅方便，既有助于连队自身总结经验，

又便于其他连队借鉴推广。 “工作日志”由六

部分组成，一是成立连队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二是把创建工作责任到人；三是制定创建计划

与措施；四是创建工作活动开展情况；五是对

创建工作征求的意见和建议；六是改进措施和

办法。

“工作日志”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创建活动条理清晰。通过工作日志的记载

可以理清创建活动的思路，把日志内容与兵、

师、团创建文明生态小康连队的要求相对照，

哪个环节没跟上就及时弥补。二是文字记录及

时规范。“工作日志”文字记录把创建的全过

程及时记录下来，力求精练翔实，如实反映创

建工作的开展情况。三是图文并茂真实可信。

“工作日志”记录过程中，在每页的工作记录

后附上工作照片，真实反映创建过程，为文字

记录提供依据，丰富日志内容，满足翻阅者的

直观感受。四是架起干部与职工之间交流的平

台。在连队召开的各类大小会议上，连领导利

用 “工作日志”平时记载的内容与征求到的意

见建议，给职工宣讲 “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创

建的意义和作用，激发全连职工参与创建活动

的热情。在对林带、道路的改扩建当中，职工

该搬的搬，该撤的撤，投入了大量的劳力和资

金。五是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 “工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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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记录创建工作内容，还要如实反映创建

过程中职工的意见建议。需提交党委决定的，

立即反馈给党委，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该团

八连党支部在创建 “文明生态小康连队”中，

连队职工对一处多年存在的危旧房提出的处理

建议，连党支部按照日志的记录，专门召开支

部会议制定解决办法，并向团党委进行了汇

报，该危房的处理方案当即得到了党委的

批准。

通过 “工作日志”的记录，八十七团对开

展 “文明生态小康连队”创建的整体推进有了

很好的把握，期间所反映出的各类问题得到了

有效的解决，总结出的经验得到了及时推广，

“工作日志”对连队了解民情、掌握工作、转

变作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住铸同心　盛开团结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充分发挥

宿舍第三课堂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

用，以 “民汉同住”为平台，坚持 “教育形式

丰富多彩、教育主题由浅入深、教育过程人人

参与、教育效果讲求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

宿舍精神文明建设， “五观”、 “四个认同”、

“三个离不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力求在提

高少数民族学生综合素质上有所突破，努力践

行了各民族学生相互融合和共同成长成才的教

育目标。

以往石河子大学学生宿舍实行按班级民汉

学生分开住宿，为更有效的加强各族学生日常

学习生活中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沟通

和相互帮助，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

教、风俗习惯等有了进一步地了解， “民汉同

住”率先在动物科技学院开展试点。为达成

“民汉同住”思想认识上的共识，学校首先在

学生干部中广泛动员，将 “民汉同住”的意义

和作用讲清、讲透；其次，及时总结动物科技

学院 “民汉同住”试点工作的好经验和取得的

好成绩，并在全校全面铺开。再次，及时解决

困难。民汉学生同住后，校院两级领导和部门

领导专门抽出时间多次前往 “民汉同住”宿舍

看望民族学生，了解有关同住后学生的生活和

学习有什么困难，对有问题的学生宿舍，要求

学院和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少数民族学生入住汉族学生宿舍后，各学

院专门召集专题学生会议，要求各族学生充分

认识 “民汉同住”工作的重要性，主动参与

“民汉同住”工作，不断加强 “五观”、“四个

认同”理论的学习，积极树立 “三个离不开”

思想；互相尊重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尤其是

汉族学生要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习惯，坚

决杜绝在宿舍内存放、进食非清真食品；要求

全体学生将宿舍作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阵

地，把民族团结工作作为宿舍凝聚力的重要工

作来抓，要求各族学生互相团结、相互帮助、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针对个别宿

舍出现的小矛盾、小问题，经过学生反馈，学

校遵循 “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通过与学生

谈心，宿舍内引导教育，及时化解学生中的矛

盾，让学生心理上不受到伤害。

同时，广泛开展了诸如 “少数民族学生汉

语演讲大赛”、“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感恩伟大祖国、促进和谐团结”、民汉联谊趣

味系列比赛活动、 “一助一”接对子和民族团

结教育短信征集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广

大学生牢固树立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全

校上下共同营造了民族大团结的良好氛围，从

而进一步深化了石河子大学民族团结工作

内涵。

经过 “民汉同住”后，石大学子不仅了解

了新疆和兵团，而且更加热爱新疆，热爱兵

团，自愿留疆工作的内地学生比例逐年提高。

少数民族普遍感受到自身素质得到提高，汉语

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尤其是听、说能力。石河

子大学有５名少数民族毕业生，先后因学习成
绩优异、汉语水平高，被免试推荐上硕士研究

生，实现了石河子大学少数民族生推免研究生

“零”的突破。同时，“民汉同住”使石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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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

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对加强民族团结重要性的

认识也不断提高，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日益

深入人心。少数民族学生申请入党比例进一步

提高，参加党课培训的热情和成绩大幅提升。

在 “７·５”事件中，石河子大学没有一名学生
参与。正如石河子大学学生所说：“民汉同住，

就像一首最动人的歌，歌唱着各族年轻人的友

谊和欢乐。”

探索创新

“四星级”牧家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一四团在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中，将精神文明工作与团场的

经济建设相结合、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与改善

群众生活环境相结合、与提高职工群众收入相

结合，打造牧民定居、建设哈萨克风情园、创

建星级旅游接待、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方

面、促进团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２０１１年９月７日，哈萨克民族风情园被命
名为兵团首家 “四星级”牧家乐。

１注重长远规划，基础建设到位。一四
团以连队集中整合、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一四

团牧民定居工程为契机，将牧民定居点作为文

化载体来打造、作为人文景观来经营、作为生

产资料来加以利用，依托市郊优势，结合哈萨

克族民俗特色，将连队打造成为具有民族特色

的牧家乐园。以旅游公司＋连队 ＋农 （牧）家

乐的经营方式，帮助牧民做好旅游观光与餐饮

接待。

畜牧连自２００８年３月开始建设，主要是为
了安置一四团三个牧场下来定居的牧民，解

决山区草场退化、人口增加、人畜草矛盾日益

突出、牧民持续增长困难的问题，为了让山区

牧民 “搬得下、留得住、能致富、不反弹”真

正实现牧民安居乐业的长远目标，园区内规划

建有商业街、休闲运动场、停车场、居民区道

路及环形徒步道、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团党委紧紧围绕 “以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助

推农 （牧）业现代化发展”的发展思路，加强

领导，加大投入。投资５０００余万元，建牧民定
居房２３０套；投资４１００万元，为定居牧民建成
２０栋现代化奶牛养殖车间、４０座青贮窖、一座
挤奶厅、兽医站、供水设施、化粪池及铁艺围

墙等，并采取 “五统一”管理，帮助牧民大力

发展奶牛养殖业，保证牧民基本收入；投资

１２７２万元、建设占地２７０亩的５６座有机蔬菜
大棚，采取团场投资建设，个人租赁经营或进

入温室当工人等方式，解决牧民就业，拓宽牧

民致富渠道。

２挖掘民族特色，产业结构合理。在哈萨
克民俗风情园的建设规划中，团党委重点引导

牧民依据本族民俗文化，对哈萨克族的历史沿

革、风俗习惯、思想教育、礼仪文化、民族歌

舞和民俗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挖掘、整

理、营造，并进行整体包装。通过推进哈萨克

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业态创新，将阿肯阿

依特斯、擀毡、织绣、饮食、歌舞、驯鹰、民

族节日、宗教信仰等传统技艺和民俗习惯加以

规范，集中展现，使文化因素在生产经营中充

分发挥能动作用，打造哈萨克文化精品工程、

文化特色工程，将畜牧连打造成集旅游、观

光、休闲、餐饮、娱乐、体验民族风情的 “民

族风情园”和 “生态旅游观光区”。

３突出以人为本，扶持和服务工作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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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牧民由于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下山

后出现了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饲养技术跟不

上，经营理念比较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团党委采取以人为本，形式多样的办法转

变牧民思想观念，提高牧民们的综合素质。机

关干部认 “亲家”开展 “一对一”的帮扶；旅

游公司每月定期为 “牧家乐”业主、连队领导

干部以及连队职工进行旅游知识培训，强化了

服务意识。培训内容包括饭菜的制作、旅游基

本知识、职业道德、民俗风情、环境保护等知

识。并定期或不定期聘请专家来进行考察和指

导；实行统一管理，规范经营。由旅游公司进

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教育引导从业

者自觉遵纪守法、形成合法经营的思想观念，

养成讲卫生、爱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主动抓

好各项卫生防预措施，为游客营造一个安全、

洁净、卫生的旅游和生活环境。

４社会效益显著，职工群众受惠。通过
对畜牧连哈萨克风情园的建设和加大对精神

文明活动的创建活动的开展，哈萨克民族文

化旅游和农 （牧）家乐旅游产业发展。现已

由原来的６户牧家乐增加到３１户，平均每户
每月纯收入达到４８００元，牧民生活环境得到
了明显改善，自牧民搬到定居点生活后，改

变了几十年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用上自来

水、天然气、淋浴器、地暖和电；孩子上学、

老人看病都比原来方便得多，园区里有荷花

池、篮球场、各种健身器、图书室丰富了定

居牧民文化精神生活。

团场干部管理和经营理念发生了变化，他

们从中看到了发展旅游有利于实现一、二、三

产联动发展，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交

通运输、建筑、文化等相关产业发展，产业结

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农牧

民脱贫致富和促进社会就业，有利于民族文化

的融合、传承和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有利于团场和谐发展。所以在管理和经营实践

中，自觉提高了标准，加强了服务，为推进团

场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农牧民的思想发生了

巨大变化，家家户户都在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

家庭经济，都在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旅游产品来

做，既拓宽了就业渠道、赚了钱，又丰富了旅

游产品，既提高了牧民的综合素质，又满足了

游客的需要，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

境保护三赢目标，推动了团场政治文明、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的新跨越。

用爱心点燃希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开展志愿

者关爱农民工子女活动，通过支教服务、道德

实践与帮扶，充实了农民工子女学校师资力

量，为促进农民工子女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坚强人格的扎实奠基、农民工子女思想道德建

设的平台阵地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１以帮扶活动传递爱心。学校自２００７年
以来每年选派４０名优秀志愿者为石河子市十六
小 （农民工子女校）开展了留守儿童心理疏

导、义务家教、手工技能培训等长期支教服务

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石河子大学仅在第１２个
“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参与关爱农民工子

女志愿服务人数达２５００多人次，服务农民工子
女９０００多人次，新增结对学校３０多所。志愿
者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兴趣爱好，通过主题教育

活动及开办数学、英语、写作、美术、书法、

合唱、体育等兴趣学习班等形式，志愿为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进行教育辅导，形成了农民工子

女思想道德教育模式。

２以爱国精神振奋学生。每周一的升旗仪
式，石河子大学志愿者和小学生轮流进行 “国

旗下讲话”，内容以 “爱国、守法、诚信、知

礼”教育为主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使学生明是非、晓历

史、知荣辱、明责任。使得他们从祖国五千年

的灿烂历史文化中，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对祖

国屈辱的历史，学生满腔悲愤，悟出了 “落后

就要挨打”的道理，决心要刻苦学习，为国家

的富强而努力；目睹祖国改革开放后的辉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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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是群情激昂。在精彩的 “国旗下讲话”

中，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

更加坚定了发奋学习的信心。

３以节日教育激励学生。石河子大学志愿
者牢牢抓住 “重大、有纪念意义的节日”这个

进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时机，深入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在 “十一国庆节”、 “教师

节”、“中秋节”等节日来临的时候，志愿者通

过举行诗歌朗诵或歌咏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

诗歌、歌曲中感受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受劳动

者的辛劳和光荣。他们还积极指导学生为自己

的老师做一个小卡片，倡议学生给老师一个灿

烂的笑容，对老师说句尊敬的话语，做一件让

老师开心的事儿；要求学生努力完成自己的劳

动任务，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且多为父母分担

一些家务，学生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感悟到劳

动的艰辛，体会到父母、教师劳动的不易。常

规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

观，家长口中的孩子懂事了，老师眼里的学生

明礼了，校园里的同学友爱了， “和谐校园”

的局面日趋形成。

４以榜样力量感染学生。石河子大学志愿
者组织农民工小学生观看优秀影片，从心灵深

处去触动学生，《背起爸爸上学》这部完全选

材于生活的影片，深深震撼着每一个学生，许

多学生边看边流泪，为石娃的不幸遭遇而心

酸，为他勤奋学习的精神而感动，为他顽强的

意志力所震撼。观后感中，好多同学都深深体

会到了石娃的不幸和坚强！与之相比，优越的

学习条件，家长、老师的关爱，同学间的团结

友爱等，好多同学为此感到汗颜。一部好的影

片，一个好的典型，会影响人的一生。

通过丰富多样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开

展，使农民工孩子形成了良好的自立自强意

识，他们身体上出现的不和谐音符，随时都会

有人去纠错。学生的德、体、智、美、劳等多

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文明、

懂礼、有爱心、知上进的学生群体已经初步形

成。学生的智育不断进步，文体活动逐步规

范，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服务农民工子弟教育的

新路子。为使每一个花朵都能在爱的关注下自

由盛开、绽放而努力，石河子大学青年志愿者

已经成校外德育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农

民工孩子的 “知心朋友”。学校多样化的育人

效果，得到了社会、家庭、同行的一致认同，

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褒奖。

万名群众进书屋

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三团把农家书屋这一

惠民工程作为服务新型连队建设、提高全团广

大群众幸福指数的实事来办，在全团启动 “万

名群众进书屋”活动。

近年来，八十三团每个连队都拥有了农家

书屋，虽然每个连队藏书有近１０００册，但有的
书屋每周开放 １０个小时，１年借阅 ３００多人
次；有的书屋每周仅开放２小时，１年借阅不
足７０人次，职工主动借阅图书的频率不高，连
队书屋开放时间也不长。

为充分书屋作用，提高职工的读书热情，

建设学习型连队，连领导首先从按需配置图书

种类入手。团场在拟定农家书屋图书书目时，

依据农家书屋书目推荐表，开展 “连队职工图

书需求类型摸底调查”。先做到广泛听取基层

意见后再确定购书内容，使近两年购置和赠送

的图书逐步满足了不同群众的多样化阅读

要求。

启动行业读书月。团场根据不同行业特

点，启动读书月活动。推行 “三三竞赛三评

选”活动，即社区开展 “环境保护知识竞赛”，

评选 “环卫知识学习标兵”；学校开展 “师生

德育知识”竞赛，评选 “三德风尚模范”；连

队启动 “文明生态小康连队知识竞赛”，评选

“学习型职工”。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

与，部分连队开展了暑期返乡大学生 “读书月

连队义教”活动，营造了团场浓郁的书香

氛围。

打造学生假期乐园。因为是以农为主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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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以随父母家居在农业连队的学生人数占

学校学生总人数的６２％。寒暑假期间，为了丰
富家居连队的学生假期生活，连队利用职工书

屋等文化资源，开展 “连队孩子暑期素质教育

实践”活动，使青少年在协助家长参与农业实

践活动的同时，引导孩子进入连队图书屋，不

仅拓宽了孩子们的阅读面，更重要的是明确了

连队孩子暑期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连队邀请关

工委的老军垦到图书阅览室，为学生解读军垦

史，使职工书屋成了连队青少年暑假精神

乐园。

充实连队图书资源。团场除依托国家农家

书屋工程获赠公益项目图书之外，近两年发挥

本地 “乡土人才”的作用，自行编辑出刊 《沙

山文苑》 《８３团简史》 《沙山军垦诗书画集》
《家园》《年度先锋谱》，本团职工作品的出刊

有效的充实了职工书屋的图书资源。

文化资源科学整合。连队把职工文化活动

室、远程教育、职工书屋、荣誉陈列室等设施

作用进行整合，采取技能培训、读书竞赛、职

工体育、“乡土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穿插

宣教活动，活跃连队读书氛围，提高群众文化

品位。部分连队通过技能培训，激发了职工读

书热情，众多农工掌握了电脑打字上网知识；

通过体育竞技，催生了５个连队组建职工篮球
队；通过读书比赛，４个连队兴起 “书香家庭”

评选。

保障书屋开放时间。团连两级充分利用图

书文化活动阵地，引入图书管理激励机制。规

定全团各单位职工书屋每天开放不少于３小时、
每周不少于２０小时。对各书屋按季度和年度进
行考核，并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等考核

等次，分季度和年度发放激励奖金。从２０１１年
第二季度开始实施，对连续两个季度达不到指

标要求的书屋，建议连队撤换管理员。每年末

评选 “图书管理先进单位”和 “优秀图书管理

员”。团场文化管理部门不定期赴连队，督查

图书管理使用效果，并现场为职工解读各类图

书的作用。团场每年末从精神文明专项经费中

列支相关奖金。

评选年度示范书屋。团场近三年相继建立

人武部 “民兵书屋”、老年学校 “夕阳红书

屋”、社区 “爱心书屋”，进一步延伸了书屋的

覆盖范围。每年夏季，各单位干部带领职工代

表，进行 “团场示范书屋”观摩活动，开阔了

干部职工的视野，学习先进图书管理知识。

“示范书屋”设置了 “图书管理工作职工满意

度调查表”，单位定期梳理职工意见和建议，

进行及时整改。部分单位之间建立 “图书互动

交流阅读”机制，将职工书屋的书籍定期调换

一次，加大图书利用率。

完善四项管理制度。团场建立图书募捐捐

赠制度，机关干部带头不定期实施图书募捐活

动，为连队书屋提供书源；建立职工书屋国有

资产管理制度，明确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同

时建成图书电子目录档案，确保图书不流失；

建立职工书屋管理员培训制度。团场对连队图

书管理人员进行平时的业务指导，使之提高书

屋的管理效率；建立动态管理和激励机制。将

职工群众对书屋管理的满意度作为一项考核连

队的指标，对考核不合格的连队取消党支部年

末评优资格。

“万名群众进书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职

工综合素质，让 “文化育民”真正变成老百姓

看得到摸得着的现实，使连队文化增添了新的

元素，农家书屋民生工程成为连队职工的精神

粮仓。

弘扬传统文化　打造经典校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一六团，为传承

民族智慧，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坚持以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提升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素养为目标，以建设校园特色文化为

重点，广泛深入开展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

造经典校园”系列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实施国学教育

１构建国学诵读体系。团场坚持把国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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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诵读作为创建书香学校、培养道德情操、提

升人文素质的重要载体，制定了 《关于开展国

学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将学校开展国学经

典诵读活动纳入评估、考核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的重要目标内容。 《弟子规》是依据

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学生规范，它规

定了学生主修的六门课和辅修的一门课，是清

代人李玉秀编纂，全书分为７个章节、３６０句、
１０８０个字，被教育界称为 “生命第一步，天下

第一规”。它规定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规范、思想道德，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

妹，与人相处要平等博爱，向真、向善、向

美。学校成立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实施方案，加强队伍培训，推进国学

诵读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２０１１年
学校把 《弟子规》教育纳入德育教育中，开展

各种形式的评比、展示等活动，建立了奖励机

制，确保活动的实效性。目前，开展的 《弟子

规》进校园系列活动，尤其 《弟子规》诵读活

动已在全校６００多名师生中广泛推开，８０％的
学生熟读成诵、熟记于心。全校１—９年级中小
学生每星期学习诵读一篇 《弟子规》，全书共７
篇，学唱十余首感恩歌曲；另外小学每个班级

都开辟了 《弟子规》宣传专栏，学生们把 《弟

子规》中的训导内容自制成漫画，张贴在橱窗

专栏中。

２搭建国学诵读平台。为给师生学习践行
《弟子规》创造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全校师

生齐动员，广泛宣传 《弟子规》教育：（１）通
过悬挂标语和在校园广播、黑板报、橱窗、宣

传栏等宣传渠道，大力宣传 《弟子规》具体内

容和学习的现实意义，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２）利用 “小喇叭”校园广播播放 《跪羊图》

《感恩的心》《生命之河》《父亲母亲》等感恩

歌曲，用好音乐启迪师生心灵、陶冶师生道德

情操，并能广泛传唱感恩歌曲。（３）在教学过
程中渗透 《弟子规》学习内容，发挥学校教育

在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主阵地、主课堂、主

渠道作用，构建和谐育人的德育工作的整体格

局。利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校师生在国旗下

诵读 《弟子规》，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每

日晨读５—１０分钟诵读 《弟子规》内容；在班

会、队会、语文、思品等课程深入挖掘其传统

道德观念资源，结合 《弟子规》进行讲解；音

乐课上教学感恩歌曲；信息技术课上观看有关

《弟子规》视频或浏览相关网页，拓展对 《弟

子规》的学习和了解；美术课上通过画笔表达

自己对 《弟子规》的理解。

３深化国学诵读活动。学校广泛开展了
４００多名小学生 “《弟子规》诵读、学 《弟子

规》讲故事”比赛、在２００多名中学生积极开
展 “诵国学经典、感祖国恩情”诗文朗诵比

赛；开展 “感恩祖国、感恩团场、感恩学校”

征文活动；举办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 “诵国学

经典、感祖国恩情、唱感恩歌曲”、“弟子规引

我行”、“学会感恩主题班队会”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以诵、讲、唱、写等形式的 《弟子

规》进校园活动之后，三年级２班在以 “阳光

下成长”为主题的 “青少年文化艺术节”上表

演的 《我们来学 〈弟子规〉》，把国学经典用舞

蹈的形式搬上了舞台，让学生感受文学，热爱

经典，提升情趣品位。

二、实现特色教育

全校开展 “书法进课堂”活动。构建起以

书法兴趣小组活动为纽带，传统文化教育与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融于一体的办学特色。从加

强师资培训入手，派送骨干教师参加书法学习

培训，学校每两个月举办一次集中培训活动，在

学生中以 《小学写字教学指导纲要》为指导，

把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教育学

生继承汉字文化，不断提高师生的文化素养。

三、推行感恩教育

以孝为先，开展感恩教育。学校以重阳

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为重点，广泛开展了 “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认知传

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增进爱

祖国、爱民族、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充分利用

传统节日所承载的人文情感作为立足点，开展

３３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利用 “三八”妇女节等

节日，开展了 “我和妈妈换角色”、“我是小当

家”、“感恩父母，践行孝心”的实践活动；以

劳动节、教师节、重阳节为契机，开展了 “感

恩老师”、“感恩社会”、 “关爱他人”的主题

班队会活动。通过活动，学生们明白了做人首

先要孝敬父母、感恩老师，尊重关爱他人和乐

于行善，懂得了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道

理。在家要做一个好孩子，在学校要做一个好

学生，到了社会上要做一个好公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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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赵建国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第一副部长

成 　 员：曹志平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宣传处副处长

徐　伟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

宣传处副调研员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３３号院
邮编：１０００３５
电话：（０１０）６８８５０６３７　６６２５１６０５（传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郭允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

成 　 员：王铁宏 办公厅主任

曹金彪 法规司司长

倪　虹 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

冯　俊 住房保障司司长

孙安军 城乡规划司司长

王志宏 标准定额司司长

沈建忠 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

吴慧娟 建筑市场监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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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华 城市建设司司长

赵　晖 村镇建设司司长

常　青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

陈宜明 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

张其光 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司长

何兴华 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司长

王　宁 人事司司长

杨忠诚 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田思明 中央纪委驻部纪检组副组

长、监察部驻部监察局

局长

刘士杰 中国建设报社社长

办公室主任：杨忠诚 （兼）

副 主 任：宋志军　 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彭小平 直属机关党委巡视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９号
邮编：１００８３５
电话：（０１０）５８９３４０３８

交通运输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

副 主 任：翁孟勇　 交通运输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

高宏峰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

李铁桥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主席

办公室主任：何建中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政策法规司司长

副 主 任：柯林春　 交通运输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

朱伽林 交通运输部政策法规司副

司长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１１号
邮编：１００７３６
电话：（０１０）６５２９２６０７　６５２９２６０８（传真）

铁 道 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王志国　 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韩江平　 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副 主 任：王　雄　 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１０号
邮编：１００８４４
电话：（０１０）５１８４１０６９

水 利 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陈　雷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副 主 任：董　力 水利部党组成员、中纪委

驻水利部纪检组组长

周　英 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刘学钊 （兼）

副 主 任：袁建军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２条２号
邮编：１０００５３
电话：（０１０）６３２０３７４３　６３２０２０７０

６３２０２０７２（传真）

卫 生 部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张　茅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副 主 任：陈啸宏　 卫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李　熙 卫生部党组成员、中央纪

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姚晓曦　 卫生部直属机关党委常

务副书记

副 主 任：窦熙照　 卫生部直属机关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

曾晟堂 卫生部直属机关党委办公

室主任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１号
邮编：１０００４４
电话：（０１０）６８７９２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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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周小川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副 主 任：马德伦 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

办公室主任：刘慧兰 （兼）　党委宣传部部长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３２号
邮编：１００８００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９４２９８

国 资 委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黄丹华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

副 主 任：杜渊泉 国资委副秘书长

卢卫东 国资委宣传工作局 （党

委宣传部）局长 （部长）

办公室主任：韩　天　 国资委宣传工作局 （党委

宣传部）副局长 （副部长）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２６号
邮编：１０００５３
电话：（０１０）６３１９３８１７

国家税务总局

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肖　捷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

局长

副 组 长：钱冠林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

冯惠敏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

中央纪委驻国家税务总局

纪检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侯燕琪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司长

副 主 任：王满平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副司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５号

邮编：１０００３８
电话：（０１０）６３４１７２７８

中国银监会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尚福林　 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副 组 长：郭利根　 银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

王华庆　 银监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阎庆民　 银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

办公室主任：阎庆民 （兼）

副 主 任：吴　跃　 党委组织部部长、人事

部主任

肖　璞　 党委宣传部部长、宣传

工作部主任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１５号
邮编：１００１４０
电话：（０１０）６６２７９４１１

中国保监会

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项俊波　 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副 组 长：陈新权　 保监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成 　 员：陈方磊　 保监会党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厅主任

于　华　 保监会党委组织部部长、

人事教育部主任

李　英　 保监会监察局局长

孙抱平　 保监会党委宣传部部长、

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孙抱平 （兼）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５号１４１９室
邮编：１００１４０
电话：（０１０）６６２８６６８５

中国气象局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郑国光　 中国气象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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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沈晓农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直属

机关党委书记

孙先健 原中纪委驻中国气象局纪

检组组长

办公室主任：张世英　 中国气象局直属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

副 主 任：王怀刚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

李德善 原中国气象局直属机关

党委办公室主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４６号
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电话：（０１０）６２１７３２２９

全国妇联机关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陈秀榕　 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

副 主 任：牛丽华 全国妇联机关党委常务副

书记 （正局级）

办公室主任：牛丽华 （兼）

副 主 任：侯凤兰　 全国妇联机关党委副巡视员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５０号
邮编１００７３０
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０３１３７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刘　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郭金龙 中共中央委员、市委副书

记、市长

副 主 任：赵　凯 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焦焕成 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管局

局长

黄丹华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

委委员

汤　奋 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办主任

赵北臣 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吉　林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士祥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梁　伟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鲁　炜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

市长

吴世雄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沈宝昌 市政协副主席

孙康林 市政府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陈　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首都

文明委委员 （兼）

副　主　任：陈建文　 卜秀均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活动指导处　宣传教育
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调查研究处　公共文明指导处机关党
委　宣传教育信息中心 （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２６７号 （奥运大厦）
邮编：１０００８３
电话：（０１０）８２９６８９３１　８２９６８９３２

天 津 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张高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黄兴国 市委副书记、市长 （１２月
２９日后）

常务副主任：肖怀远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 （４月１８日前）
成其圣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 （４月１８日后）
副 主 任：王宝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１２

月２９日后）
张俊芳 副市长

张有会 市政协副主席 （１２月２９
日后）

王海儒 天津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１２月２９日前）
马杏田 天津警备区副政委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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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日后）
办公室主任：陈浙闽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副 主 任：刘春雷

唐海波 （１１月１５日后）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处　未成年人工作处　

调研处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１４号
邮编：３０００４２
电话：（０２２）８３６０５８０４　８３６０７５５２（传真）

河 北 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赵　勇　 省委副书记 （１２月后）
常务副主任：聂辰席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１—

１１月）
艾文礼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１２

月后）

副 主 任：孙士彬　 副省长

李光聚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白　石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办 公 室 设：秘书处　协调处　调研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教育处

地址：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４６号
邮编：０５００５２
电话：（０３１１）８７９０７２２９　８７９０７７２７　８７８００１７７

８７９０５３７６

山 西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袁纯清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第一副主任：王　君 省委副书记、省长

常务副主任：胡苏平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副 主 任：杨安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　平 副省长

李潭生 省政协副主席

曾广超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李福明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指导处　未成年人工
作处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３６９号
邮编：０３００７１
电话：（０３５１）４０４５４６９　４０１９４９６（传真）

内蒙古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胡春华 自治区党委书记

副 主 任：乌　兰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柳　秀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刘新乐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娜　仁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周宝莹 内蒙古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周纯杰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兼）（１—８月）
郭　宇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兼）（８—１２月）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处　未成年人处
地址：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大街１号
邮编：０１００６９
电话：（０４７１）４８１２６３９　４８１２６５１　４８１３９４２

４８１１６３３（传真）

辽 宁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张成寅 省委副书记

副 主 任：许卫国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张　江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　专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晓华 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马学义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韩亚力

副 主 任：戴小梅

办 公 室 设：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处

青少年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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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４５号
邮编：１１０８２２
电话：（０２４）２３１２８４６７　２３１２８４６６（传真）

吉 林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荀凤栖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办公室主任：谢文明

副 主 任：初秀峰　杨　忆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志愿服务工作处）　城市处

农村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处

地址：长春市文化街４８号
邮编：１３００５１
电话：（０４３１）８８９０４０３６　８８９２９８５８

８２７６０６８２（传真）

黑龙江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

副 主 任：张效廉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述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程幼东 副省长

陶夏新 省政协副主席

王炳跃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陈永芳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副主任

副 主 任：袁克敏　王政玺　张硕国
办 公 室 设：秘书处　创建协调处　调研处　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处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３２７号
邮编：１５０００１
电话：（０４５１）５３６４９８６２

上 海 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俞正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韩　正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务副主任：殷一璀 市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吴志明 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

丁薛祥 市委常委、秘市长

杨振武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钟燕群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屠光绍 副市长

钱景林 市政协副主席

张维平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马春雷 （１１月前）
焦　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１１月后）

巡 视 员：陈振民

副 主 任：晁玉奎　朱响应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活动指导处　调研处　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调处　志愿服务工
作处

地址：上海市余庆路８０号
邮编：２０００３０
电话：（０２１）６４３３８０７１　６４３１４２２５

江 苏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王燕文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副 主 任：曹卫星 副省长

办公室副主任：韩松林

办 公 室 设：综合联络处　活动管理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处　志愿者工作指导处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７０号
邮编：２１００１３
电话：（０２５）８８８０２６８８

浙 江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茅临生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副 主 任：郑继伟 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龚吟怡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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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陈海良 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城市文明建设指导处　社会
文明建设协调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指导处 （公民道德建设指导处）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省府路８号　浙江省行政中心
３号楼

邮编：３１００２５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０５４６８３（传真）

安 徽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张宝顺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第一副主任：王三运 省委副书记、省长

副 主 任：詹夏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常务副主任：臧世凯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１—１０月）
唐承沛 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

部长 （１０—１２月）
副 主 任：王宾宜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朱维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谢广祥 省政府副省长

王鹤龄 省政协副主席

周　俊 省军区副政委

贺懋燮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明办主任

办公室主任：贺懋燮

副 主 任：舒德发 （１—４月）
朱训义　姜雪梅 （５—１２月）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处

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３９号
邮编：２３０００１
电话：（０５５１）２６０７７０９　２６０７７３１

２６０７３３７（传真）

福 建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孙春兰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第一副主任：苏树林 省委副书记、省长

常务副主任：袁荣祥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主 任：陈　桦 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美香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叶家松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

办公室主任：马照南

常务副主任：张　萍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中心

地址：福州市华林路８０号
邮编：３５０００３
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３９４５　８７８３３６９２（传真）

江 西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苏　荣 省委书记

第一副主任：吴新雄 省委副书记、省长

常务副主任：刘上洋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主 任：蒋如铭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　刚 副省长

汤建人 省政协副主席

戴　勇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张天清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协调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处

地址：南昌市豫章路７２号
邮编：３３０００６
电话：（０７９１）８６２４２３７４　８６２４２４７７

８６２４０１３０　８６２４２５４７（传真）

山 东 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姜异康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 主 任：孙守刚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姜铁军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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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前）
刘宝莅 （女）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１２月后）
专职副主任：王红勇

兼职副主任：唐传喜 省委副秘书长

司安民 省政府副秘书长

副 主 任：宫松章

办 公 室 设：综合调研处　活动协调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地址：济南市纬一路４８２号
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电话：（０５３１）８６９１７００９　８２０３３９１９　８２０３４３３１

８２０３３９２１　８２０３３９５２　８２０３４５８３
８２０３３９２０（传真）

河 南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陈全国 省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孔玉芳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省政府副

省长

王菊梅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宋璇涛 省政府副省长

王训智 省政协副主席

赵金声 省军区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马正跃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兼）

副 主 任：陈传进 省委副秘书长

李建庄 省政府副秘书长

专职副主任：郭守占

办 公 室 设：协调处　创建处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１７号
邮编：４５０００３
电话：（０３７１）６５９０１４１３　６５９０４１２６（传真）

湖 北 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杨　松 省政协主席

副 主 任：李春明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尹汉宁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

办公室主任：蒋南平

办 公 室 设：创建协调处　创建指导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省委大院５号楼４楼东
邮编：４３００７１
电话：（０２７）８７８１１７４２　８７２３３７３１　８７２３１１４１

湖 南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周　强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副 主 任：梅克保 省委副书记

路建平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郭开朗 省委常委、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宋智富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

省文明办主任

副 主 任：李晓平　周孟霞
办 公 室 设：综合调研处　创建指导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处　志愿服务活动协调
小组办公室

地址：长沙市韶山路１号
邮编：４１００１１
电话：（０７３１）８２６８９０９６　８２２１７０５２　８２２１６２１１

８２２１７４４５　８２６８９０８６　８２２１７０６３
８２６８９００５（传真）

广 东 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 主 任：王宁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雷于蓝 省副省长

宋　海 省副省长

温兰子 省政协副主席、省妇联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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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穗生 省委政法委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顾作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常务副主任：张子兴

副 主 任：双南征　林海华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省委大院

邮编：５１００８２
电话：（０２０）８７１８５２３９　８７１８５２４１

８７１８５２１０（传真）

广西壮族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郭声琨 自治区党委书记

副 主 任：陈际瓦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沈北海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长

李　康 自治区副主席

办公室主任：韦守德

副 主 任：宋家浩

办 公 室 设：精神文明建设综合协调处　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处

地址：南宁市民族大道１１２号
邮编：５３００２２
电话：（０７７１）２１８９９８１（传真）

海 南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谭　力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

省长

副 主 任：林方略 副省长

陈　成 副省长

秘 书 长：张松林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办公室主任：陈修演

副 主 任：韩江帆 （９月前） 苏秋进 （９月前）
符秀容 （４月后） 符史霞 （９月后）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广场４－２０２室
邮编：５７０２０３

电话：（０８９８）６５３７１５３３　６５３６３７１１（传真）

重 庆 市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张　轩 市委副书记

副 主 任：何事忠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陈雅棠 市人大副主任

谭栖伟 市政府副市长

谢小军 市政协副主席

刘德伟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办公室主任：王合清 （７月后）
周　波 （７月前）

副 主 任：王　茵 （９月后）
副 巡 视 员：龚云飞

办 公 室 设：秘书处　调研处　协调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３６号
邮编：４０００１５
电话：（０２３）６３８９８３０４　６３８９８２３１　６３８９９８３５

６３８９６０３４　６３８９５０６７　６３８９８２３２
６３８９９８３４　６３８９７９５８（传真）

四 川 省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主 　 任：刘奇葆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副 主 任：黄新初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黄彦蓉 省政府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邹吉祥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亚平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协调处　未成年人处
地址：成都市商业街１６号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００４５３　８６６００４５０　８６６００４５７

８６６００４５６　８６６００４５２（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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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王富玉 省委副书记

副 主 任：谌贻琴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谢庆生 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杨兴举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田茂松 （１１月前）
兼职副主任：刘奇凡 省委副秘书长

王文阳 省政府副秘书长

办 公 室 设：秘书组　调研组　协调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广顺路１号
邮编：５５０００２
电话：（０８５１）５８９２５４７　５８９２８６９　５８９２５７１

５８９２５２３　５８９０１３５

云 南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李纪恒 省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张田欣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

杨保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高　峰 副省长

顾伯平 省政协副主席

办公室主任：吴贵荣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联斌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思想道德处　创建处
地址：昆明市广福路８号
邮编：６５０２２８
电话：（０８７１）３９９２０７６　３９９２０６５　３９９２０７０（传真）

西藏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第 一 主 任：张庆黎 区党委书记 （８月前）

陈全国 区党委书记 （８月后）
主 　 任：崔玉英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副 主 任：多　托 自治区副主席

白玛朗杰 区政协副主席、社科院

院长

办公室主任：王明星 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副 主 任：赫沛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秘书组、协调组、调研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志愿服务

工作组）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江苏路１号
邮编：８５００００
电话：（０８９１）６３４０６０２（传真）

６３６４６７９　６３２０８５５

陕 西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乐际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第一副主任：赵正永 省委副书记、省长

副 主 任：胡　悦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

郑小明 省政府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晏　朝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

明办主任

副 主 任：白宽犁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协调处　未成年人工作处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南段１０号
邮编：７１００５４
电话：（０２９）８５５８２６０２　８５５８２６１３　８５５８２５９７

８５５８２８６７（传真） ８５５８２６４４（传真）
８５５８９６５０（传真）

甘 肃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陆　浩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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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连　辑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崔玉琴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咸　辉 省政府副省长

侯生华 省政协副主席

办公室主任：武来银

副 主 任：郭锦诗　高巨珍　王　琦
办 公 室 设：秘书处　协调处　调研处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处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２号方盛大厦六楼
邮编：７３００３０
电话：（０９３１）８８２８１７２（传真）

青 海 省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王建军 省委副书记

副 主 任：吉狄马加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建民 省政府副省长

办公室主任：王向明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祝　贺
副 主 任：于鹏云　张成强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３４６号
邮编：８１００００
电话：（０９７１）８４８２５６５　８４８２１５６

８４８３０２０　８４８２５１２（传真）

宁夏回族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杨春光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办公室主任：李克强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 （兼）

专职副主任：贾捷频

办 公 室 设：城市文明创建处　农村文明创建处
未成年人工作处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康平路１号
邮编：７５００６６
电话：（０９５１）６６６９５３０　６６６９５３１

６６６９５３２ ６６６９５３３
６６６９５３４ ６６６９５３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努尔·白克力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

副 主 任：胡　伟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铁力瓦尔迪·阿不都热西提 自治

区副主席

办公室主任：杨胜江

办 公 室 设：综合处　创建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处

地址：乌鲁木齐市健康路２号
邮编：８３０００３
电话：（０９９１）２３９１８８１　２３９１６５３　２３９８００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卢晓峰 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

副 主 任：赵广勇 兵团党委委员、兵团副秘

书长

万卫平 兵团党委宣传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曾　康 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 主 任：李晓军 刘文良

地址：乌鲁木齐市光明路１９６号
邮编：８３０００２
电话：（０９９１）２８９６４９８　２８９０４９８（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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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４—５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长春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按照高

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

要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这条主线，着力营造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的浓厚氛围，着力营造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的浓厚氛围，加快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

引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

“十二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

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李长春指出，２０１０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正确导向，

成功组织一系列重大宣传战役，有效应对各种

挑战，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为党和国家战胜困

难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持。

李长春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

新的深刻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

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艰巨复杂。必须不

断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善于抓住和用好机遇，善于化解和战胜挑战，

更加扎实有效地推动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
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

建设和管理，确保其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着力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进一

步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中华文化的影

响力。

李长春强调，２０１１年是我国文化改革发展
加速推进的关键一年，要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

强大思想武器，进一步增强改革创新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紧紧围绕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

化产业、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的重点

任务，按照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总

体部署，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巩固提高、重

点突破、全面推进，着力破解文化发展难题，

着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上迈出新步伐，促进我国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精神，进一步提

高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

努力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达到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了会议并讲话。刘云山

在讲话中就贯彻会议精神、做好２０１１年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把握好形势，把

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保持

清醒头脑，找准工作方位，从变化的形势中捕

捉机遇，在有效的应对中化解挑战；要把握好

主题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宣传阐释

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阐释坚持科学发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切实

把主题主线的要求贯穿到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

中，更好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要把握好重点，统筹安排、合理

布局，突出抓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宣
传教育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常规性工作，使

全年工作有序推进、不断深化；要把握好基

调，唱响主旋律，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

舆论；要把握好导向，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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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落实管理责任、提升管理效能，以更多的

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

发展；要把握好规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力改

革创新、强化基层基础，不断提高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科学化水平。

刘云山指出，要把抓落实作为增强党性的

政治要求，作为改进作风的重要着力点，鼓实

劲、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原则要求变为可

操作的工作措施，把目标任务变成实实在在的

工作项目，明确责任主体、明确时间进度。要

不断强化大局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对牵

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紧迫任务，扭住不放、一抓

到底、抓出成效。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把工

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出席

了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副省级城市的党委宣传部长，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委、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总政宣传部、武警总部政治部和有关人民团体

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出席全国对外宣传工作

会议、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全国文化厅局长

会议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１月４—５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总结了 ２０１１年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会议明确２０１２年
精神文明创建要努力做好以下工作：开展 “迎

接十八大、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大力推进道

德模范学习宣传，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扎实推

进文明村镇创建，深化拓展文明单位创建，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继续搞旺 “我们的节

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继续组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

明传播工作。

１月１０日
中央文明办向２００８年评选的抗震救灾
英雄少年和优秀少年发送贺卡、贺信

贺信中说：“２０１１年春节即将来临，在这
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谨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贺信中表示，“作

为中央文明办等部门２００８年评选的抗震救灾英
雄少年、优秀少年，你们以面对灾难沉着镇

定、临危不惧、坚强勇敢的精神为动力，刻苦

学习、蓬勃向上，充分展示了年青一代的勇

气、责任与担当，展示了当代未成年人的优秀

品质。”在贺信中，中央文明办鼓励抗震救灾英

雄少年、优秀少年，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珍

惜荣誉，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加倍努力学

习，不断增长本领，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两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关心关注地震灾区

的孩子们，先后组织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优秀

少年到北京观看奥运会、参加国庆 ６０周年观
礼、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和参观上海世博会。这

一系列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认

为这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地震灾区少年儿童

的亲切关怀，而且体现了对广大未成年人的无

限深情，对于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向抗震救

灾英雄少年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

１月１３日
中央文明委召开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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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着力加强形势政

策教育，着力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的浓厚氛围，着力抓好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和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

选表彰活动，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着力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进一步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不断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

社会现代文明程度，为 “十二五”时期发展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精神动力、

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会议指出，２０１０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很不
平凡的一年。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充分运用思想教育的丰富资源，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取得新进展；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推

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充分焕发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活力，推动文化惠

民、乐民、育民、富民工作取得新进展。精神

文明建设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完成 “十

一五”规划目标任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２０１１年是实施 “十

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精神文明建设既面临

极好机遇，又肩负繁重任务。我们一定要从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不断增强做好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展形势政策教

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发有为，

积极投身 “十二五”时期改革发展，为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要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活动为契
机，深入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唱响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

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要精心组织第

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

进一步营造学习、崇尚、关爱、争当道德模范

的社会风尚。要加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教育，认

真做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的评选表彰工作，进一步兴起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热潮。要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积极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整治互联网和手机

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强力净化社会文化环

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要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进一步扩大红色旅游的经济、

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

李长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摆上更加突

出的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要把

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着

力在服务群众、务求实效上下工夫，把解决思

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群众

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与推动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多办顺民意、

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不断开创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新局面。

１月１４日
第二十四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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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扫黄打非”工作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保护知识产

权，坚决打击各种非法出版活动，积极营造良

好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为 “十二五”开好局

起好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

力保障。

会议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扫黄打非战

线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和要求，紧紧抓住社会各

界最关心、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的突出问

题，组织开展一系列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强

化日常监管，严厉打击各种盗版盗印等非法出

版活动，坚决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有力净化了社会文化环境，有力维护了

人民群众利益，有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

刘云山指出，近年来扫黄打非工作持续有

力推进，文化市场面貌明显改观，网络文化环

境明显改善，新闻出版行业秩序进一步好转。

与此同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盗版盗印、网

上网下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制售非法报刊活动

仍有反弹之势，文化市场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扫黄打非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要深刻

认识扫黄打非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

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

入持久地开展扫黄打非工作。

刘云山强调，２０１１年扫黄打非工作要明确
任务、突出重点、细化措施，严格执行各类法

律法规，坚决遏制各种非法出版活动，深入整

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严厉打击

各类侵权盗版活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严肃

查处制售非法违规报刊行为，进一步规范文化

市场和新闻出版行业秩序。各地各部门要把扫

黄打非作为政治性任务、作为经常性工作，纳

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摆上重要位置，

明确工作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提高执行

力。要加强基层建设，深入开展社会动员，完

善和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夯实扫黄打非工作基

础，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要

加强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保障措

施，积极探索创新，有效增强扫黄打非工作的

主动性和实效性。

１月１８日
“迎世博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文明短信

传递活动颁奖暨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目前，我国约有８亿手机用户。营造健康
手机文化环境、树立文明风尚，是全社会的共

同期待。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建设健康向上

的手机文化，并就净化手机语言环境，多次作

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监管和引导，开展健康

手机文化活动。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中央文明
办、工信部与中国移动先后组织开展 “倡导文

明、传递爱心”公益短信大赛和 “祝福祖国”

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

果。２０１０年４—１１月，由中央文明办、工信部
等部门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

移动通信公司在全国组织开展的文明短信传递

活动中，４５００多万手机用户共创作转发文明短
信２５６亿条，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工会、中国联通集团产品

创新部、江苏省文明办等２０个单位获组织奖，
同时，１６８０个用户获颁创作奖，１６８０个用户获
颁转发奖。

１月３０日
李长春给全国道德模范寄送亲笔签名的

新春贺卡贺信

在致全国道德模范的新春贺信中，李长春

说：“２０１０年春节即将来临，在这辞旧迎新的
美好时刻，谨向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李长春还说，“你们在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开展的两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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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经过１亿名多群众
的投票光荣当选，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杰出代

表，成为率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楷

模。你们以无私奉献谱写人间大爱，以无畏义

举彰显社会正气，以无限真情传播文明风尚。

在你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

质，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追求，集中反

映了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令人感动、催人奋

进，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全国道德模范

的崇高荣誉，你们当之无愧。”

李长春强调，当前，我国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需要道德模范们进一步发挥榜样作

用，用模范言行感染群众、影响群众，激励人

们同心同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不懈奋斗。希望道德模范们珍惜荣誉，戒骄

戒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如既往地践行道

德规范，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始终走在全社会

前列，以自己的善行义举引领社会风尚，传播

精神文明，带动道德先进人物大批涌现，使我

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道德情操更

加淳朴高尚，共同塑造文明中国、礼仪之邦的

良好形象。

李长春指出，尊重和关爱道德模范，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大力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

模范、崇尚模范、关爱模范、争做模范的氛

围。李长春同志寄送的这张贺卡由２００８年北京
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总设计者、著名艺术家韩

美林特别设计。

２月１日
《２０１１我们的节日———中华长歌行》
“（辛卯年）春节”电视特别节目播出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中

国文联、广东省委省政府主办的本期 《中华长

歌行》特别节目时长６５分钟，邀请了歌唱演
员殷秀梅、常思思、黄阅，朗诵家殷之光、演

员温玉娟、王静、陈逸恒等参加演出，用独特

的传统诗文吟诵、新创诗歌朗诵、特色民俗表

演以及展现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建设成就的实景与歌舞，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愿景。节目画面优美，年味

浓郁，富于文化气息，充分突显了２０１１年中国
共产党诞辰９０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
重要时代特征，既有对悠久历史的记忆，也展

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骄傲。

２月１２日
“奉献之星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奖

评选”揭晓

由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中国社区

志愿服务网主办的奉献之星暨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组织奖评选活动经网上投票及专家审核，共

有１９８万名网民参加，网络投票达５９６万多票。
活动共评出５支优秀社区志愿服务队、１０个社
区志愿服务工作组织奖和 ５０名 “奉献之星”

优秀社区志愿者。

２月１４日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２０１０年度
人物”评选活动揭晓

经过３个月的评选， 《感动中国》活动组
委会参考观众投票意见，综合评定出２０１０年度
《感动中国》的人物是：视国家利益重于一切

的科学泰斗钱伟长，信义兄弟孙水林和孙东

林，玉树不会忘记的康巴铁汉才哇，家中几乎

一贫如洗却资助１８０多名特困生的好人郭明义，
冲入泥石流救２３条生命的军人王伟，扎根草原
４２年的上海医生王万青，冲入火海救出５名孩
子的平民王茂华和谭良才，三栖尖兵何祥美，

资助了３７名贫困学生的 “洗脚妹”刘丽，患

绝症后仍拼命工作的警察孙炎明。特别奖授予

了８位维和英烈、Ｋ１６５次列车乘务组和中国志
愿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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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中旬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意见》

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新形势

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

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

称为 《意见》）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

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这个根本，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突出抓好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

尚、发展新文化，着力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文化

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意见》指出，要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加快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大

力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制订村镇发展规划，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自然历史文化风貌

保护，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农村清

洁工程，推动村庄美化、环境净化。深化文明

生态村、文明小康村等创建工作。加强农村文

明社区、文明集市建设，努力营造管理民主、

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区环境和依法经营、

诚实守信、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制订完善乡

规民约，引导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培育

文明乡风。大力加强农村科普工作，开展民主

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平安村镇建设，依法

查处封建迷信、黄赌毒、非法宗教等活动，切

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深入开展城乡共创活

动，有效整合城市、行业、单位和农村的创建

资源，加大城乡共建力度，建设更多的文明县

城、文明小城镇。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精神文

化需求问题，鼓励农民工较多的企业与务工地

共同开展创建活动。积极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和留守妇女、留守

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开展科技志愿服务，向农

民传授实用生产技术、职业技能，帮助提高增

收致富能力。

《意见》指出，要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

动，深入进行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宣传教育。

利用重要传统节日开展节日民俗、文化娱乐活

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紧密结合文

明村镇、文明户创建实际，积极发展农村特色

文化。实施乡土文化品牌战略，培养一批农村

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培育一批有品牌、有

市场的农村文化企业，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文

化名镇、名村。重视对婚丧嫁娶等民间习俗的

引导，倡导科学文明、移风易俗，传播现代文

明风尚。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兴

办更多符合农民需要的文化服务网点，努力为

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加

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视

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

工程，整合利用现有文化设施和资源，不断拓

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与渠道。２月下旬，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

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经中央

同意，中组部、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联合发出 《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

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决定

２０１１年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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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的学习教育。

２月２８日
中央外宣办举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闻

发布会

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

版总署有关负责人通报了 “十一五”时期文化

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并就下一步改革

工作的目标任务等作了具体说明。据四部门负

责人介绍，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 “十一五”

时期，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导下，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着力

破解文化改革发展难题，完善政策措施，转变

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实质性

进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

路，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在党的十七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

专门用一章节的篇幅对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

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并明确提出了要基本

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体现了文化建

设在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突显，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志军从三方面概括了

改革取得的成效：一是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关键

步伐，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形

成。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决定性

进展，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文

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二是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政府投入显著增

加，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前完成 “十一五”目

标，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快推进。三是文

化产业蓬勃发展，规模和实力快速提升。整体

规模不断扩大，文化市场空前繁荣，国际文化

贸易逆差局面明显改观。孙志军说，下一步，

要牢牢抓住科学发展主题，紧紧把握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以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

动力，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着力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

竞争力。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

年，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根据

中央提出的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巩固提高、

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 “二十字总要求”，努

力在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两大重点领域取

得突破性进展，积极稳妥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

制改革、以电视剧制作等为主要内容的广电制

播分离改革，推进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在

基本完成出版、发行、电影制作发行等改革任

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全面完成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

任务。

文化系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改革成效不

断显现。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介绍，国有文艺

院团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全国共有４６１个国
有文艺院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共组

建了４６家演艺集团，繁荣了演艺市场，还为后
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作出了有益的

尝试。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了人事、分

配、社保等方面改革，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深

化，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全国有１７００多
个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今年又

启动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

免费开放。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改革不断推

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果不断扩大。

广播影视改革取得了新突破，广播影视业

呈现快速发展良好态势。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张海涛介绍了近年来的改革情况：全国３５家国
有电影制片单位、７０家电视剧制作机构、２０４
家省市电影公司、２９３家电影院完成转企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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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已有１９个省区市完成全省性有线电视网络
融合，有９家广播影视企业重组上市，涌现出
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大型国有骨干企

业和企业集团。电台电视台改革深入推进，广

播电视舆论引导力、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广

播影视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产业发展

呈强劲态势；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明显

加强，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群

众听广播看电影看电视难的问题，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广播影视数字化全

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明显

加快。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新闻

出版业呈现出大发展、大变化、大跨越态势。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介绍，经过全面深

入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全国１０多万家国有印
刷复制单位、３０００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全部转企
改制，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出版单位外，中央

各部门各单位、地方、高校出版社都已转企改

制，１２５１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和注册
为企业法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１００多家报
刊集团和出版传媒企业集团。“十二五”时期，

要以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促进新闻出版业发

展方式转变，以新闻出版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

新闻出版业加快发展。着重抓好指导转企改制

后的出版社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启动非

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继续推动新闻

出版企业联合重组等工作。

３月１日
中央文明办等启动“网络游戏未成年人

家长监护工程”

该项工程的实施将有助于增强网游运营商

与家长间的沟通、联动机制，共同扼制未成年

人过度沉迷网游现象。

根据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

实施方案》，网络游戏经营单位须建立专门的

服务页面，公布专线咨询电话，开通专门受理

渠道，介绍受理方式。家长需要了解、引导、

控制孩子游戏活动的，由家长向网络游戏经营

单位提供合法的监护人资质证明、游戏名称账

号以及限制措施等信息。限制措施则包括限制

每天或每周玩游戏的时间长度，限制玩游戏的

时间段，或者完全禁止等。网络游戏经营单位

须按照家长要求对未成年人的账号采取限制措

施，并持续跟踪观察，及时反馈该账号的活

动，为家长提供必要协助，制止或限制未成年

人的不当游戏行为。

为配合此项政策，各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还

要做到 “四有”，即有专人负责、有专线电话、

有专区设置、有季度报告。企业要培训专门服

务人员对 “家长监护工程”提供专业咨询解答

和服务支持，帮助家长了解被监护人游戏行

为，并要持续跟踪每个申请，及时与家长沟通

情况，反馈该账号的活动等。

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最早自

２０１０年２月份开始首批试点，包括盛大游戏、
腾讯、网易等６家网游企业首批参与了试点。
随后在２０１０年４月份，又有３６家网游企业参
与了第二批试点工作。开通 “监护工程”的两

批４２家企业网络游戏市场份额超过９０％，基
本实现了全行业的覆盖。而随着２０１１年３月１
日８部委全面启动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从
此国内所有网游经营企业都将执行这一政策。

中国网游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据研究机构艾

瑞咨询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
３２７４亿元。１８岁以下青少年是目前网游用户最
大主体。而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则

时有发生，成为困扰网游业健康发展的难题。

家长监护工程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政

府引导、家长参与、行业自律活动。

３月２日
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工作推进会

在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召开

社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成立以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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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搭建工作平台，实现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台账

式管理；切实加强信息交流，展示了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的最新进展；大力开展主题活动，弘

扬了志愿精神，传播了志愿服务理念。下一步

要开展好社区志愿服务工作，要在弘扬志愿文

化上下工夫，要在推广先进经验上下工夫，要

在提高总站办站水平上下工夫。总站要推动重

点联络点，立足城乡基层，广泛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会前，全体与会代表共同在 《社区志愿

服务百步亭宣言》上签名，他们号召全国社区

志愿者：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奉献他人，提

升自己，建设和谐社区，创造幸福生活！

３月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京召开“讲

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视讯会议

会议强调，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志

愿服务活动，是巩固和发展志愿服务良好态势

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全社

会道德水平的有效载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搞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等重大活
动的重要保证。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地

做好各项工作，在全社会兴起 “讲文明树新

风”志愿服务活动热潮，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会议提出，要按照中央文明委的统一部

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以

“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坚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扎实推进倡导文明礼仪、维护公共秩序、

提升社会服务、改善城乡环境志愿服务，大力

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

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要以创

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为目标，以

“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为主题，从解决群众

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心设计开展群众乐

于参与、便于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展示

中华民族文明中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展

示中国人民讲文明、重礼仪、守秩序的精神风

貌。要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以关

爱空巢老人、农民工和残疾人为重点，广泛开

展各种公益援助行动，多办顺民意、解民忧、

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

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会议强调，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志

愿服务活动，是深化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要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

级宣传部、文明办要切实负起牵头责任，加强

组织协调和联络服务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各负

其责、各展所长，形成整体合力，推动志愿服

务队伍由以青年为主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

转变，志愿服务活动由以阶段性为主向经常性

活动转变，志愿服务管理由松散型向规范化转

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 “讲

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的全过程，紧紧围

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来部署、来展
开，在服务群众、务求实效上下工夫，在改进

创新、扩大影响上下工夫，进一步增进广大干

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要大力普及 “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理

念，积极培育和传播志愿文化，在全社会形成

助人为乐、奉献光荣的浓厚氛围，形成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生动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

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全国老龄办负责同志

分别讲了意见，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各

市 （地、州、盟）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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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１日
中央文明办召开《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

评体系》培训工作视讯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第四次

全体会议和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充分发

挥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全国未成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的重要导向作用，

指导各地以评选表彰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加大工作力度，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创建

文明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深入

发展。

会上，中央文明办协调组、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组负责人分别就新版 《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 《全国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测评体系》进行专题培训。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是第一个评价

与考核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效的指标体

系，为文明城市的创建、评价和监督提供了科

学依据，为促进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逐步走上科

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奠定了基础。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是我国第一个评价与考核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成效的指标体系，它的颁布试行，有利

于推进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３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颁布

纲要全文约６万字，共分为１６篇。十一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３月１４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

议，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坚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

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

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

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纲要要求，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

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反映人民主

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深刻、

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扶持体

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

设立国家艺术基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推进

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大力推

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加

快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探索建立事

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

机制。深入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

在更大范围内合理流动。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

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文化企业特点的国有文

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完善版权法

律政策体系，提高版权执法监管能力，严厉打

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

纲要提出，要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给。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

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鼓励

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注重满足残

疾人等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建立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

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改善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

文化服务网络。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促进

基层文化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广泛开展群众

性文化活动。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重视互

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运用、管理，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提高传播能力。加强文物、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保护，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依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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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工作。建立国家文化艺术荣誉制度。

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实施重

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

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推进文化产业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

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

漫等重点文化产业，培育骨干企业，扶持中小

企业，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

制经营和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

进文化科技创新，研发制定文化产业技术标

准，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中小

城市影院建设。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以多

种形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构

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

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

新文化 “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３月１７日
中央文明办、公安部联合召开“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电视电话会议

本次电视电话会议总结２０１０年实施情况和
工作经验，部署推进实施２０１１年工作。会议强
调，２０１１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要突出抓好

大城市，全面启动中小城市，同时辐射县乡、

农村，着力解决影响文明交通的突出问题。会

议指出，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顺应了社

会文明和谐的要求，推进了交警队伍执法规范

化建设。据统计，至２０１１年２月底，我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到２１１亿辆，２０１０年全国新增机
动车２０４８万辆、驾驶人１３１７万人，有２０个城
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１００万辆。在机动车、
驾驶人增长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２０１１年全国
道路交通事故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一些大城

市在机动车保有量增多的情况下，城市交通拥

堵现象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市民文明

交通、自觉守法意识逐步增强。

会议明确，２０１１年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工作要扎扎实实地抓好六项措施的落实：

抓防范，最大限度地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要

把客运、货运交通安全作为２０１１年重特大交通
事故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会同有关部

门，在事前防范、有效防范、综合防范上下工

夫。抓整治，坚决遏制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

要坚持严格执法，依法严肃查处醉驾、飙车等

突出交通违法行为。要将酒驾整治向中小城市

和农村地区延伸，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阶段

性、区域性整治行动。抓整改，大力改善道路

安全通行环境。要定期排查，防止因道路硬件

设施不完善诱发不文明交通行为、引发交通拥

堵和交通事故。要抓源头，着力提高人的文明

交通素质。要推动文明交通进学校、进课堂。

要全面启动 “护卫天使行动”，在大中城市和

有条件的市县组建女警队或交警护学岗。抓宣

传，积极营造文明交通共建共享氛围。要充分

利用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广泛传播道路交通

安全理念和常识。抓样板，充分发挥典型示范

引领作用。要充分发挥大城市、中心城市特别

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先进城市的辐射示范

作用。

３月下旬
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向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

洲同志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杨善洲同志是党员干

部的学习楷模，是离退休老同志的优秀代表。

他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

众谋利益。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感人至

深。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他

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

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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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

副主席习近平也分别作出指示。李长春指出，

杨善洲同志的事迹十分感人，代表了党员领导

干部的主流，模范地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是领导干部的楷模，要深入报道、大

力宣传。习近平强调，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

迹要以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导，进一步

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

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创先争优

活动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胡

锦涛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中

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活动。

通知指出，杨善洲同志６０年坚守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始终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心

竭力为老百姓干实事、办好事；始终淡泊名

利、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始终艰

苦创业，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杨善洲同

志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诠释了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先进和优秀，为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为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的

旗帜。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都要向杨善洲同志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

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

党员、好干部。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学习他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

仆情怀，学习他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崇高境

界，学习他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

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和精神追求。通

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迅速掀起学习杨善洲同志

的热潮。要紧密联系实际，通过组织生活会、

中心组学习、座谈交流、专题讨论等多种方

式，增强学习效果，进一步推动形成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通知强

调，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活动，要与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

神结合起来，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紧紧扣

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切实做好 “十

二五”开局各项工作；与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
年活动结合起来，树立新时期共产党员、领导

干部的良好形象；与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与加强对党员、干

部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教育结合起来，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努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与做

好老干部工作结合起来，引导离退休干部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发挥余热、多作贡献；与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结合起

来，引导基层党组织履职尽责创先进、党员立

足岗位争优秀、干部示范引领作表率，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９０周年。

３月２１日
中央文明办下发关于开展“网上祭英烈”

活动的通知

为引导广大未成年人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继承弘扬革命先烈优秀品质，３月２５
日至４月２５日，在中国文明网等网站组织广大
未成年人开展 “网上祭英烈”活动。通过组织

广大未成年人上网祭奠英烈，网上献花，寄语

留言，表达心声，增强爱党爱国意识，激发爱

党爱国情感。

４月１５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印发《关于

做好２０１１年度“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组
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１年度 “西部开发助学工

程”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为 《通

知》）就做好资助在校受助大学生和高中 “宏

志班”学生有关工作作出部署。《通知》指出，

鉴于西部开发助学工程２００７年 （含）以前入

学，常规４年学制学生已经毕业，少部分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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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４年的２００７级以前入学的受助大学生仍需
要资助。２０１１年将一次性拨付这部分学生以后
年度的资助款，继续资助他们完成本科学业。

资助政策和资助金额不变。 《通知》对做好高

中宏志班学生的有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

出，要充分利用宏志班的优势，发挥宏志班受

助学生的作用，促进办班学校形成刻苦学习、

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良好学风和不慕虚荣、

勤俭节约、团结互助、勇于奉献的良好校风。

４月１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

央、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优秀

童谣征集推荐活动

该活动是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培养未成年
人的爱党情感，进一步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

神文化生活而举办的。活动主要经各地和有关

部门推荐，主办单位认真审核，确定１００首优
秀童谣候选篇目在中国文明网和央视网上公

布，广大中小学生和群众从４月１８日开始可以
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评选。优秀童谣网上评选时

间截止到４月２９日２４时，主办单位将根据网
络投票情况和专家评审情况，从中确定优秀童

谣８０首，通过媒体展示展播，并将在中小学生
中广泛开展优秀童谣传唱活动。

４月１８日
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在江苏苏州、

吉林长春、山东潍坊、广东广州等城市举

行启动仪式

该启动仪式标志着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此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八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关爱农民工志

愿服务活动的通知》，明确指出，组织开展关爱

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为根本，以技能培训、权益维护、情感关

怀、文化服务、素质提升等为重点，精心设计开

展形式多样的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努力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农民工的浓厚社会

氛围，推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促

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为继续抓好用好我

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实现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此次活动相继在８６个城市
举办启动仪式，组织１０５家中央企业开展活动，
累计３４００多万农民工得到关爱。

４月２２日
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宣传报道工作专题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

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报道工作的重大意义，把握主
题、突出重点，讴歌丰功伟绩、凝聚思想力

量，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

律，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

不懈奋斗。

刘云山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建党９０周年宣
传报道是整个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做好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报道工
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要牢牢把

握正确导向，突出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不朽功

绩，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宣传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成果，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宣传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深

刻揭示党的建设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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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宝；宣传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刻揭示增强党的创

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

刘云山强调，做好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报道是
各级各类媒体的共同责任，中央和地方党报党

刊、电台电视台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集中推

出一批重点专栏专题、言论评论和纪念文章，

晚报都市报要以生动的故事、感人的情节展示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光荣史，网络媒体要运用

专题集成、背景链接、在线访谈等方式，帮助

广大网民更好地了解党的伟大历程。要贴近群

众、深入群众、反映群众，多宣传群众身边的

共产党员，多普及群众希望了解的党史知识，

多报道基层开展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把知

识性同新闻性结合起来，把历史进程的回顾同

现实关切的回应结合起来，努力增强宣传报道

实效。要面向国际社会，广泛介绍我们党带领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非凡历程，阐明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让世界更

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

中央宣传文化部门、中央新闻单位、解放

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出

席会议。

４月２２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网上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这项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中

央文明办、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团中央指

导，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中国网络电

视台等１００家网站共同主办。活动将以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伟大历程为主题，包括开设专题
网页，开展网上作品大赛、网上知识竞赛、“双

百”人物和时代先锋网上论坛、网上系列谈、

网上红色旅游、“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展播等内

容，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纪念活动的
重要内容，是群众性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

４月２３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审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

五”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组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紧密结合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新任务，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推进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工程的精神，组织实施好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 “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

科学繁荣发展，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

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

会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刘云山指出， “十一五”时期哲学社会科

学战线认真贯彻中央要求，高举旗帜、围绕大

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深入研究回答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巩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积极健康、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云山强调，

“十二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理论

创新，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为实现 “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要继续深化马克思

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深化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研究，着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深化中

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研究，充分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

文化建设研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深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与创新研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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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深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党的建设研究，积极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

刘云山指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管理工作

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对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导向作

用。要按照坚持正确导向、突出国家水准、提

升管理水平、服务专家学者的要求，注重抓导

向、抓精品、抓管理，把好学术质量关、资金

使用关，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透明，

自觉接受学界监督、社会监督，确保国家社科

基金发挥最大社会效益。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奎元，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出席

会议。

４月２５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

院、四川省委在四川举办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研

讨会

该研讨会深入总结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

得的巨大成就及蕴涵其中的宝贵精神财富。研

讨会上，参会代表围绕地震灾区从悲壮走向豪

迈展示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的宝贵经验和成功启示、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的巨大成就与爱国主义教育、抗震救灾

和恢复重建的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学习教育等题目进行了研讨。

参会代表认为，重建后的灾区是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基地和

展示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勃勃生机的窗口，

进一步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

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４月２６日
中华志愿者协会在京成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民政部

部长李立国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

明办主任雒树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港澳等地志愿者组织代表

等近６００人出席。周铁农当选协会首任会长。
中华志愿者协会是由志愿者、志愿服务组

织及关心支持志愿服务事业的单位或组织自愿

组成，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联合性、全国性、

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接受中央文明办和民

政部的业务指导，经民政部批准的业务范围为

维护志愿者权益、规范志愿者行为、提高志愿

者素质、宣传和培育志愿文化。

周铁农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表示，“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快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建设和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引领精神风尚、促进社

会和谐的重要载体。中华志愿者协会成立后，

将在加快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

构的基础上，围绕 “大力发展志愿服务，推动

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

服务体系”核心使命，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

桥梁纽带、引导促进、规范服务这四个方面的

作用。

４月３０日—５月１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合肥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会议作出重

要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 “十二

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部署，牢牢把握科学发

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着力破

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转变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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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为 “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开好局、

起好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会议。

李长春在批示中指出， “十一五”时期是

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５年，也是文化建设
创新发展的５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性进

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

立，文化产业整体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城乡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为 “十二五”时

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积累了宝贵经

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长春强调，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

年，也是文化改革发展加速推进的关键一年。

要紧紧围绕 “三加快一加强”重点任务，按照

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巩固提高、重点突破、

全面推进的要求，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按照思想

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

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更好地发挥

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

要求，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保

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按照规模化、集约

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不断提升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各级

党委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文化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

系，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牢牢把握文化

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努力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刘云山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用中央精神

统一思想认识，把握好 “三加快一加强”文化

改革发展总体布局，以新的理念认识文化的地

位作用，以新的思路谋划文化改革发展，更加

自觉地承担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

任。要落实已有部署，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巩

固、扩大和提升改革成果，全面推进文化领域

各个方面改革，着力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力争今明两年基本完成国有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

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

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

革任务。要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建设管理与使

用、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统筹布

局结构与规模速度、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进一步拓展我国文化的发展空间，努力推

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要把握正

确方向、树立精品意识、坚守社会责任，坚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创作生产，

形成有利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评价

激励机制，努力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的精品力作，更好地引领时代进步、推动

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刘延东在讲话中指出，完成中央确定的文

化改革发展任务，关键在组织领导。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十二五”文化改

革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精

心实施好未来５年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努
力提高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强

化责任、狠抓落实，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确

保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健全领

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

性，努力形成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工作合力。

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完善配套政策，努力

形成支持文化改革发展的良好政策导向。要进

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强化督促检

查，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会上，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表彰了８４个全国文化体制改
革工作先进地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成员，各省区市党委宣传

部长、副省长 （副主席、副市长），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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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负责同志，中央宣传文化

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５月上旬
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１８部委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组织

好 ２０１１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各项庆祝
活动

《通知》指出，组织实施六一国际儿童节

各项庆祝活动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主题，抓住节日契
机，从儿童特点出发，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

题教育活动，在广大儿童中深入开展党的历

史、党的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引导和帮助儿童增长历

史知识，培养学习党史的兴趣，增强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心向党、跟党走

的政治信念。

５月２日
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在合肥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部署，全力服务大局、热情服务群众，不断

巩固壮大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为推进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顺利实现 “十二五”奋

斗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刘云山指出，２０１１年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围绕大局、改革创新，

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要进一步

深化 “十二五”规划的宣传教育，突出宣传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深入阐释坚持科学发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我国发展的

战略抉择。要精心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的宣传教育，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

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

旋律，坚定人们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信心；要认真做好宣传报道，推出一批重点

理论文章、文艺作品和出版物，全景式地宣传

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展示共产党员人的

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把人们对党的深厚情感

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

刘云山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担着宣

传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任务。要进一步树立

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把服务群众作为基

点和归宿，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

准。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基层，把更多的项目

放在基层，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让人民群众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要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

拉近同群众的距离，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水平。

５月７日
中央文明办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抗震

救灾英雄少年”座谈会

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优秀少年代表相互交

流了３年来的成长进步历程和所见所闻所感，
生动反映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巨大成就和

崭新面貌，表达他们学习弘扬抗震救灾和恢复

重建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心向党跟党走的人

生志向。

与会 “美德少年”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全

国未成年人自觉以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为学习榜

样，以灾区恢复重建的巨大成就为生动教材，

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加深对中

国共产党的情感，加深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理解，生动形象地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树立理想信念、争做有道德的人，成长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２００８年荣获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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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国妇联联合表彰的 “抗震救灾英雄少

年、优秀少年”，甘肃舟曲、青海玉树优秀少

年和部分省 （区、市）美德少年代表参加

会议。

５月１６日
全国创建“文明网站”活动视讯会议在北

京召开

部署以创建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文明办

网、文明上网，大兴网络文明之风。会议指

出，中央文明办、中央外宣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近日发出通知，在全国组织开展创建 “文明

网站”活动，促进互联网精神文明建设，营造

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此次会议对活动进一步

作出安排部署，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会

议指出，开展创建 “文明网站”活动，是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着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全局，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抓好这项工

作，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

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拓展精神文明建设覆盖

面和影响力、促进网站自身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会议提出，现阶段创建活动的目标是，推

动网站牢固树立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意

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落实到网站建设和

日常管理之中；开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活

动，用优秀网络文化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引导网站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遏制网络色情、

暴力、欺诈、侵权、低俗等行为；健全工作机

制，引导广大群众共建共享网络文明；率先建

成一批全国文明网站，带动形成网络文明

风尚。

会议要求，坚持正确办网方向，加强网站

从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办网实践，增强对网络信息

的是非鉴别能力和把关能力，确保网站传播先

进思想文化、弘扬社会正气。深入推进网络文

化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在网上传播，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形成昂

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网上主流舆论。以贯彻落

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为主要内容，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和网络

文明实践活动，把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灌输到

人们头脑中，引导网站及网民培养健康情趣和

自律理念，自觉传播网络文明。加强和改进网

站管理，持续开展网上扫黄打非、整治互联网

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网吧专项整

治等活动，强力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确保网上

信息传播健康有序。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和网站要建立

统一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

力；注重发挥网民主体作用和行业组织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的职能，抵制一切有悖网络文明

的行为；鼓励群众举报网上违法信息和行为，

运用社会监督力量促进网络文明建设。

出席会议的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开

心网等网站代表发言，并现场宣读了 《争创

“文明网站”倡议书》。中央文明办、中央外宣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负责同志，文化

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同

志，中央外宣办组织来京的１００余家网站负责
人，以及各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本地区

有关网站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６月２日
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山东省烟台市召

开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

场经验交流会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部

长蔡武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地市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是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建设现

代化城市的重要手段；是以城带乡、加强统

筹、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

径；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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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全局发展的关键环节。要从统筹城乡

文化发展的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地

市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蔡武强调，地市级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涵

盖市、县、乡、村四级，体系健全、体量适

中，是统筹城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

关键环节。地市级率先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能够对县、乡、特别是城乡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给予十分有力的支持，对省、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能够确立一个十分重要的

支撑点。 “十二五”时期，文化部将按照体现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依

循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路径，

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为重点，着力统筹规

划、以城带乡，着力整合资源、均衡发展，全

面提升均等化水平，努力形成具有地域特点、

涵盖市、县、乡、村，结构合理、功能齐备、

运行高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带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局推进。重

点做好几项工作：一是继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实现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覆盖；

二是着力提升地市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和供给能力；三是大力推动数字文化服务；

四是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五是加强对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关怀，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六是加强公共

文化队伍建设，建立高素质的公共文化人才队

伍体系。

蔡武要求，各地宣传文化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部

署，加强领导、完善机制，为地市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

升地市级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会上，山东烟台重点介绍了经验。他们牢

固树立抓文化就是抓发展、抓民生、抓和谐的

理念，按照 “部门协调、社会参与、市场运

作、群众受益”的思路，加大投入、创新机

制，以公共财政支撑文化事业，以社会参与延

伸政府功能，初步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网络和科学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

机制，全市共有６个 “全国文化先进县”和８
个 “省级社会文化先进县”，探索出一条地市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路子。安徽省马

鞍山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南省长沙市、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也在会上作了经验

交流。

６月１０日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杭

州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以更

加扎实有力的措施，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向

广度和深度发展，努力为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

证和智力支持。

刘云山指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我们

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新形势新任

务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党的建设理论

和实践的一个重大创新，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按

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总体要求，与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改进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结合起来，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结合起来，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着

力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着力倡导优

良学风作风，着力创新学习的方式方法，不断

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

刘云山指出，要深刻理解建设学习型党组

织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深入把握其目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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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现实要求，切实增强工作自觉性主动性和

使命感责任感。要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素

养和政治水平，努力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

把握正确前进方向；通过学习进一步掌握新思

想新知识，不断焕发创新精神和创造激情；通

过学习进一步提高解决复杂矛盾和问题的能

力，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通

过学习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和主观世界改造，

不断锤炼道德操守、提升精神境界。

刘云山指出，要突出重点，扎实推进，保

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更加有效地开展。要抓重

点内容，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

重大决策部署的学习教育；抓重点对象，充分

发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关

键环节，切实加强和改进学风建设；抓活动载

体，广泛搭建便捷多样的学习平台；抓舆论宣

传，积极营造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良好氛

围。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这项工作纳入党

的建设总体规划，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

入目标管理考评体系，作出周密部署，提出明

确要求，确保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

中央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成

员，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

长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

任，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解放

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等１６０多人参加会议。中
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会议。

６月２０日
刘云山出席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表彰会并讲话

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在推动伟大事业的历

史进程中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造，在服务人民

群众的艺术实践中倾情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努力做崇德尚艺、德艺双馨的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

出席会议。在这次表彰会上，中央宣传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共同授予５４名
艺术家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

誉称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来自文艺界

的１４０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我

国文艺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精品佳作大量涌

现，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呈现出生机勃

勃、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广大文艺工作者认

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勤勉敬业、辛勤耕耘，为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作出重要贡献。

刘云山强调，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

要始终坚守正确价值追求，把祖国和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弘扬崇高

文化理想，用高质量高品位的优秀作品生动形

象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担负

起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要注意摆

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好 “为了谁”、“依

靠谁”、“我是谁”的问题，真正把服务群众作

为基点和归宿，情系群众、感恩群众、敬畏群

众，自觉把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转化为繁荣

文艺、推动创作的巨大动力。要积极推进文化

创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敢于

突破、勇于超越，不断以新的文化内容、文化

样式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境界，更好地引领文化

发展潮流。要努力攀登艺术高峰，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勤于学习、善于积累、潜心创

作，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上下工

夫，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精品力作。要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

位，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秉持艺术理

想、艺术良知，倍加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与关爱，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

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切实履行

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刘云山指出，文艺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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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人才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

富。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把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摆上重要位置。各级

文联、作协是党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

纽带，要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的基本职

能，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展示才华提供舞台、创

造条件。

６月２１—２２日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会议作出重

要批示，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大力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文

明户、文明村镇、文明集市等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大力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推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

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长春在批示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面

向基层、服务农民，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有效，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广泛深入，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稳步推进，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各项工作

在巩固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农村面貌进一步

改善，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李长春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抓手，是党和政

府农村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进一

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深化农村改革

发展、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维护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新形

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各地区

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作用，充分尊重亿万农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形成全党全社会

共同关心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深入推进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

根本，深入开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宣传普

及，切实加强经常性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扎实

推进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要以推进改善民生、

优化农村环境为突破口，深入开展文明户、文

明村、文明集市、文明县城、文明小城镇等群

众性创建活动，着力推动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实际问题，着力形成以城带乡、城乡共创

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社

会文明程度。要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为目标，大力繁荣发展农村文化，

不断巩固拓展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提高优秀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培育和发展农村特

色文化，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各地

各部门要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摆上突出位置，

加大组织动员力度、政策支持力度、财政投入

力度，进一步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条

件，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

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

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努力开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

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领导和相关司局

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文明办主任，部分市、

县、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村党支部书记等

参加会议。

６月２６日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全国汇演在江苏省

无锡江南大学体育馆举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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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在全国开展了 “童心向党”歌咏活

动。活动精心组织了未成年人广泛传唱歌颂

党、歌颂伟大祖国、歌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优秀歌曲，抒发全国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的真挚

情感，培育心向党、跟党走的高尚情感和远大

志向。全国２０余万所中小学校，１５亿人次参
加了此次活动。

６月２８日
２０１１年“‘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电脑
捐赠仪式在贵州省铜仁市川硐中心小学

举行

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等５个部门联合
举办，２０１１年向中西部地区 １８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赠送７万台安装绿色上网
过滤软件的台式电脑，专项用于建设青少年绿

色上网场所和群众浏览互联网的公益性网络平

台。２００９年以来，“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已
连续开展３年，累计向中西部地区赠送１９万台
安装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台式电脑，有效缓

解了受赠地区电脑设备匮乏的状况，建成了一

大批绿色公益性上网场所，让受赠地区的广大

中小学生、老师、家长和基层干部群众能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丰富资源，学习知识、提高技

能、开阔眼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７月１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

我们党９０年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
的奋斗历程，高度评价了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人民创造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系统

总结了９０年来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
经验，明确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

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任务，深刻阐述了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

推向前进的大政方针，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光辉，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献。

胡锦涛指出，９０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

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

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

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党紧紧

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

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

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途命运。９０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
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

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

罕见的。

胡锦涛指出，９０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
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

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

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

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

放的伟大历程，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时代号角，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

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

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

开放、与时俱进，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

确方向破浪前进，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推向２１世纪。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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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胡锦涛强调，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

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胡锦涛指出，回顾９０年中国的发展进步，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

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

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

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

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必须从新

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

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

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

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

学化水平。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

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

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

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

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

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

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只要全党同志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

党之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

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

势、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

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续

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胡锦涛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

过去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
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

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

义。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

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

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

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继续牢牢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夯实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我们

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

发展，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我们要继

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进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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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确保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

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

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

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

对青年寄予厚望。全国广大青年一定要永远热

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

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让青春在

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７月６日
以“服务三农发展，建设美好家园”为主

题的２０１０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北京启动，

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

同时举行

活动中广大青年学生将奔赴农村，运用所

学知识技能为基层开展力所能及的服务。由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

国学联共同组织的大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已连续举办了１４年。在２０１１年
的 “三下乡”活动中，全国将组织大中专学生

科学发展观实践服务团、关爱农民工子女服务

团、赴灾区实践服务团、科技兴农服务团、文

化宣传服务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团等８００支
重点服务团队；各地各高校将广泛开展关爱农

民工子女、灾后重建服务、教育帮扶、医疗服

务、科技支农等丰富多样的实践服务活动；全

国近千万大中专学生将陆续奔赴祖国各地的山

乡村寨，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受教育、长才

干、作贡献。２０１１年大中专学生暑期 “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重点之一是关爱农民工

子女。

７月６—１２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在国家行政学院

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开班式并作重要讲

话。刘云山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

任务，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在广泛

宣传上下工夫，在深刻阐释上下工夫，在深入

人心上下工夫，切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凝聚起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强大力量。

刘云山强调，要充分运用各种载体、各种

渠道，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宣传胡锦涛总书

记 “七一”重要讲话，推动兴起学习贯彻讲话

精神的热潮。要深入宣传讲话的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宣传讲话关于中国共产党９０
年发展历程、奋斗业绩和宝贵经验的深刻总

结，宣传讲话对党面临新形势的深刻阐释和提

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本要求，宣传讲话

关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大

政方针，宣传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

实际行动。通过宣传，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根本宗旨、增强党的意

识，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使我们党始终

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

坚强核心；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不动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

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

向前进。

刘云山指出，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

讲话全面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

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

观，对全党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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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把以人

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要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宣传引导群众、真诚服务

群众，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的好事实事，着力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共享文化改革发

展成果。要紧紧依靠群众，把群众实践创造作

为推进工作的源头活水，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

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使精神文明建设获

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

泉。要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增进群众感情、树立大众情怀，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全体学员、中央文

明委成员单位，中直工委、国家机关工委有关

司局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主任、副省级城市文明办

主任、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办主任、中央文明办

全体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学院有关领导及副局

级干部、正高专业技术职称以上人员４００人出
席开班式。

７月１４—１７日
李长春在甘肃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

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
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李长春先后到天水、酒泉、嘉峪关、兰州

等地，深入企业、农村、科研院所和宣传文化

单位，就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文化

改革发展等进行调研，听取甘肃省委省政府工

作汇报，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

充分肯定。他希望甘肃紧紧抓住国家深入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机遇，牢牢把握主题主线，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增创发展

新优势，加快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培

育一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企业，加快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走出一条符合甘肃实际、具有甘肃特色的

科学发展之路。

李长春强调，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必须联系实际、注重实效。要

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

好的时代主旋律；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坚

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与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为实现 “十二五”时

期发展良好开局提供强大支撑；与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

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

划，纳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把学习活动不断

引向深入。

李长春对甘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

展特色优势产业的情况十分关心。在中节能玉

门风电场、华锐风电科技甘肃有限公司、东方

电气酒泉新能源有限公司，李长春实地了解风

能产业发展情况，对甘肃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新

能源产业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上下游一

体化产业链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

抢抓历史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利用广阔

的国内市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占领国际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在酒泉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他走进机声隆隆的车间，了解企业产

品结构调整情况，在新出炉的产品前驻足端

详，看到 “一五”时期兴建的老企业重新焕发

青春，十分欣慰。在天水长城电工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公司、航天五一○研究所，
李长春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情况，勉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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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进高端人才、研发前沿技术，尽快做大

做强做优做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主动。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是李长春调研的重点。酒泉银达镇是开展

农村文化活动的老典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
东同志曾亲自撰写按语给予肯定。李长春来到

这里，走进村民自办的文化大院，与群众围坐

一起拉家常，饶有兴致地观看文化能人自编自

演的节目。他要求有关部门深入总结经验，研

究出台政策措施，把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好、管

理好、巩固好、使用好。在天水伏羲庙、麦积

山石窟、嘉峪关关城，李长春实地了解文物保

护情况，他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对中西部

地区国家级重点文物的维修保护和大遗址的抢

救保护，努力做到修旧如故、加以传承。在读

者出版集团公司，李长春听取企业改革发展情

况汇报，希望他们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加快建

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构建有

利于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的企业文化，不

断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在甘肃杂技团有限

公司，李长春与演职人员亲切交谈，得知他们

在转企改制基础上积极与旅游业相结合、演出

场次和演员收入大幅度增长，他非常高兴。李

长春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也

是国有文化单位加快发展壮大的根本途径。他

希望甘肃杂技团有限公司不断完善与市场和观

众结合的体制机制，在开拓市场和服务群众过

程中焕发生机活力。

７月下旬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等联合举办的第十

一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启动

本届活动将评选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１０名
（含英雄集体），全国见义勇为模范５０名 （含

模范群体）。候选人评选标准为：勇于同违法

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特别突出的；不顾个人

安危、积极协助追捕犯罪嫌疑人或提供重要线

索，为侦破重特大刑事案件作出突出贡献的；

在自然灾害面前，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他

人生命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排险、

积极抢救，事迹特别突出的；有其他见义勇为

行为，事迹特别突出的。

活动的各主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联合组成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委员会”，组

织领导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

各省区市相应成立省级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工作

委员会，负责本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候选人的

审核推荐、宣传发动等工作。

候选人由各省级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工作委

员会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期
间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人员中审核、筛选；

２０１１年年底，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
委员会确定候选人名单，并将候选人事迹向全

国公示，发动公众投票；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前，
全国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委召开评审会议，对候

选人进行投票，按照评委投票率占３０％与公众
投票率占７０％的权重相加，计算出总得票率，
并按总得票率高低确定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群

体）、模范 （群体）名单。

本项表彰活动自１９８８年由中央宣传部和公
安部联合发起。前十届表彰活动共表彰奖励了

１００７名先进个人。

８月初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

读物《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

面对面·２０１１》出版发行
出版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

对面·２０１１》是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回答当前干部

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一个重大举

措。从２０１０年年底开始，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就
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认真了解广大干

部群众的关切，梳理出怎么保持物价稳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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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解决分配不公、怎么解决住房问题、怎么解

决就业难、怎么解决看病难、怎么实现教育公

平、怎么解决发展不平衡、怎么遏制腐败现象

蔓延等八个热点问题。围绕这八个问题，他们

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进行

了深入研讨，广泛征求了理论界和社会各方面

意见，在集思广益、反复修改基础上，形成了

最后的书稿。该书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既分析 “怎么

看”又回答 “怎么办”，深入解读党和政府的

政策措施，深入分析对群众的相关利益安排，

对八个方面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和

说服力的回答，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中央精神的

理解，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 “十二

五”规划目标而奋斗上来。该书说理透彻、文

风清新、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是面向基层开

展宣讲活动、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及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重要辅助材料。

该书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
织编写的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的第九本，已在全

国各地书店陆续推出。记者在北京西单图书大

厦看到，该书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

关注。许多读者反映，这本书在继续保持前几

本通俗理论读物特点和风格的基础上，在内容

安排、文字表述等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更加贴近百姓、反映民声、打动人心，对于人

们化解思想疑惑、增强发展信心将发挥重要

作用。

８月３０日，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 《从怎么

看到怎么办》编写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

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推进理论

大众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紧紧围绕事关党和

国家发展、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辩

证全面地分析 “怎么看”，科学求实地阐明

“怎么办”，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识

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作用。

８月９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召

开“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视频会议，

对新闻战线开展活动进行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新闻战线要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着眼于把握新闻舆论正确

导向，着眼于提升新闻队伍能力素养，扎实开

展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有针对

性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

台阶，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刘云山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

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新闻

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

重要职责，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践行

群众路线。新闻战线开展 “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活动，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

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

实 “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

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

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

刘云山强调，“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重在联系实际、贵

在取得实效。要在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下

工夫见成效，自觉贯彻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政

策，落实好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根本任务。要

在把握基本国情、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上下

工夫见成效，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的坐标，着

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更好地促进改革发展、

维护和谐稳定。要在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提

高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工夫见成效，回答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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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要在培

育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下工夫见成效，

继承弘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始终把社会责

任放在首位，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要

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上下

工夫见成效，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

意赅的文风，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

宣传效果。

刘云山指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推动新闻事业健

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强化领

导责任、细化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要改

进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媒体格局的变化、队伍

结构的实际、业务工作的需要，打造富有特色

的活动载体，广泛吸引编辑记者参与。要建立

完善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

制度机制，推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成为

新闻战线的自觉行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

追求。

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会议，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同志和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主持

人代表在会上发言。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负责同志，新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中央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

在主会场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以及

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编辑记者代表在

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８月９—１２日
“中华诵·２０１１中小学生夏令营”在张
家港市青少年实践基地隆重举行

该活动是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

办共同实施的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的重

要内容之一。以 “诵中华经典、做文明少年”

为主题的 “中华诵·２０１１中小学生夏令营活
动”，旨在展示青少年诵读、书写等传统才艺

风采，全面提升青少年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

大力推进中华文明的传承。本届夏令营在吸收

前两届夏令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主办方精心

设计了 “五大活动”：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学习，包括织沙洲花边、包粽子、织渔网、剪

纸，学习地方评弹和锡剧等。二是互动交流，

在凤凰古镇营员与当地学生诵读交流，在暨阳

湖畔营员与暨阳诗社成员及当地学生诵读交

流。三是辅导，包括传统文化与经典诗词鉴

赏、吟诵艺术讲座、书法篆刻艺术指导。四是

实地体验，参观游览河阳山歌馆，学唱河阳山

歌；参观游览江南农耕文化园和永联小镇，感

受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参观游览暨阳湖生

态园，领略现代化港城的生态美。五是在主营

地 “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参观防震减灾、消

防教育、模拟法庭等１２个主题教育场馆构成的
张家港市青少年主题教育中心。

８月１２—１３日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编辑工作会议

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会议总结回顾了 《年鉴》编辑出版工作，

对２０１１卷 《年鉴》稿件审改提出了明确要求，

对２０１２卷组稿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
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 《年鉴》编

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打造 “精品

《年鉴》”为目标，进一步提高 《年鉴》的编

辑水平和质量，会议还对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发

挥 《年鉴》作用提出了要求。

８月２２日
“伟大历程”网上作品大赛活动圆满结束

这项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

公室、中央文明办、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共同指导，人民网、新

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新浪网、腾讯网等

１００家网站共同承办，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系列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各承办网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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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投稿１５万件，其中文字作品１１万多篇，
摄影类作品３万多件，ＤＶ和 Ｆｌａｓｈ类作品１２
万多件。大赛共评出２１４件获奖作品。

９月５日
由中央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共同举办

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全国启动仪式在山东省淄

博市举行

会议指出，为切实解决农村未成年人课外

活动场所薄弱状况，不断满足农村未成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在 “十二五”期间将投入２４５亿元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全国各地建设８０００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将依托

乡镇中心学校成立，对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

进行修缮，并配备必要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

志愿者组成的辅导员队伍进行管理，用于在课

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乡村学生开展普及性课外

活动，面向乡镇学生免费开放，学生可以自愿

选择参加各项活动。２０１０年首批建设１６００所
进展顺利。会议对近年来山东淄博等地开展乡

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村未成

年人活动场所匮乏、课外精神文化生活单薄、

“留守儿童”失管失教等问题的做法给予了充

分肯定。

会议强调，为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２０１１
年６月２３日，中央文明办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召开了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推进会，

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明确全国文明城市要率

先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并在文明城市内全面

推广。８月，中央文明委印发 《关于充分发挥

乡村学校少年宫作用 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意见》，中央文明办协同有关部门联

合印发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管理办法》 《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

理办法》。９月，中央文明办分别在山东淄博、
四川绵阳、江苏张家港分别举行三期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建设骨干培训班，向各地赠送两万

册 《乡村学校少年宫指导手册》。

会议指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全国

各地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农村未

成年人的关心、关爱，体现了彩票公益金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造福社会的重要作用，一定

要把这项工作扎实做好。

９月５日、６日和８日
李长春在北京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进行调研

李长春强调，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在推动文化改革发展方

面肩负着重要使命。他希望北京以深入学习贯

彻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强大

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

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对文化

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多出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长春十分关心北京推进自主创新情况。

他来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观看园区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联想集团公

司、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汉王科技公司等

企业展台，李长春勉励他们加大研发投入，尽

快突破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抢占行

业发展制高点。在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

台，李长春对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积极发展沙产

业的实践表示赞许。京东方科技集团公司自主

建设了８５代 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改写了我国
大尺寸液晶屏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李长春高

度赞扬企业取得的创新成果，希望他们始终瞄

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努力做到生产一代、研

制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不断增强核心

竞争力，早日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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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北京文化改革发展是李长春调研的一

个重点。他来到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市民学校，

与参加国学、器乐、歌舞培训的群众亲切交

谈。他要求北京多渠道、全方位盘活公共文化

资源，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北京出

版创意产业园区，李长春详细了解出版策划营

销和数字出版推广情况，希望出版企业进一步

提升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不断丰富图书市

场，奉献更多优秀精神食粮。在北京水晶石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长春观看了数字版

《清明上河图》演示，勉励公司大力推动文化

与科技结合，通过数字化形式创新业态、开发

市场，把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世界

各地。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是全国第一家民营资

本控股的重点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后推出了多

部优秀剧目，演出场次增长５倍，观众人数增
长１０倍，总收入增长近６倍，实现了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李长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

木偶剧演出，鼓励剧院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大

力推动文化创新，进一步提升实力和竞争力，

努力成为儿童剧领域的世界著名文化企业。国

家体育馆是北京奥运会三大主场馆之一，北京

市委市政府去年决定将场馆移交北京演艺集

团，作为北京市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李长春

走进国家体育馆，观看杂技和京剧排练，与演

职人员亲切交谈。他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

摆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尊

重艺术规律和遵循市场规律结合起来，把面向

观众和面向市场结合起来，推出更多优秀作

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北

京电影学院，李长春考察动画、摄影、数字电

影教学科研情况，希望学校充分发挥 “中国电

影人才摇篮”的优势，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导

演、编剧和科技应用等人才，为促进我国电影

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北京网络媒体

协会，李长春与民间网络监督团体 “妈妈评审

团”代表亲切交谈。他强调，要大兴网络文明

之风，广泛开展文明网站创建活动，加强行业

自律和社会监督，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

化环境。

调研结束时，李长春听取了北京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汇报，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就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北京坚持把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和促进文化改革发展作为推动科学发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努力走在全国的前

列，创造更多新鲜经验，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９月１３日
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新闻

战线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的重要举措，要在不断深化上下工夫，在

拓展延伸上下工夫，在务求实效上下工夫，不

断提高新闻宣传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能力和

水平。９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
志对全国新闻战线开展 “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活动取得

的积极进展和实际成效，要求新闻战线把这项

活动作为长期任务，不断深化、持之以恒、务

求实效。

刘云山指出，新闻战线 “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部署启动以来，各地各有关

部门迅速行动，各新闻单位积极响应，给新闻

媒体带来一股清新务实之风。广大新闻工作者

以饱满的热情走乡村、进社区、到厂矿，深入

基层一线、深入普通劳动者中间，体察国情民

情、反映火热生活，集中推出了一大批来自一

线、感人至深的报道，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刘云山在讲话中强调，“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活动实践性很强，要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是要不断深化、持之以恒、务求实效。要

在深化活动中进一步认清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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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责任使命，加深对基本国情的理解，加深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自觉以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指导实践，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要在

深化活动中进一步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坚定性，不断强化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深入群

众生产生活，走进群众内心世界，真诚倾听群

众呼声，真实反映社情民意，满腔热情地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在深化活动中进一步锤

炼思想品质、提升综合素养，学习人民群众的

优良品格和创造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坐标，

秉持崇高的职业追求，树立新闻工作者的良好

形象。要在深化活动中进一步展现新闻宣传新

风扑面的新景象，倡导新闻工作者到基层一

线，捕捉最生动的场景、记录最感人的故事，

学好用好群众语言，使新闻报道植根于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之中，更加生动鲜活、贴近群众。

刘云山强调，“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是一项长期任务，要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坚持边实践边总结，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把这项活

动摆上重要日程，进一步健全基层联系点、蹲

点调研等制度，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

障，充分调动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要

加强动态指导，及时听取群众意见，总结推广

典型经验，不断完善措施办法，把 “走基层、

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北京、河北、上海等

省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光明日报、中央电

视台、吉林日报编辑记者代表在会上发言。中

央宣传文化部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同志，新

闻战线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部分新闻单位

编辑记者代表参加会议。

９月２０日
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八届中国公民

道德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长春出席并讲话

李长春强调，公民道德建设要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共同

思想基础，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思想道德保障和强大精神

力量。

李长春在讲话中向受表彰的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长期以来

积极参与、支持公民道德建设的各界人士表示

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七大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紧紧围绕全党

全国工作大局，牢牢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这个根本，扎实推进、开拓创新，焕发

出新的活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巩固共同思

想基础、形成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强大精神力

量、培育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

果，成功探索了引导人民群众大规模参与道德

实践的新鲜经验，形成了崇尚先进、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的社会风气。

李长春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１０月，我们党将召开十
七届六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对加

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深刻把

握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

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

加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公民道德建设新局面。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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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

过程，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

领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知荣辱、讲道德、

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大力推动改进创新，不断增强公民

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李长春强调，公民道德建设关系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关系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能力，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一项社会

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充

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坚

持求真务实，有效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把公民

道德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主持会议。他说，要着

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对今后一个时期

公民道德建设作出具体规划，充实工作内容，

拓展工作领域，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要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总结推

广道德建设的典型经验，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

带动作用，不断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

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思想道德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

王兆国、刘延东、徐才厚、陈至立同志出

席。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

育部、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同

志作了发言；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固机经理许振超、云南省德钦县云岭

乡邮政所邮递员尼玛拉木、鞍钢集团矿业公司

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分别代表第

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发言。中

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明委委

员出席会议。各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宣传部长、文明办主任，第三届全国

道德模范以及提名奖获得者参加会议。中央宣

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明委委员，

座谈会主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一届、第二

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获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

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宣传部部长、文明办主任

参加会议。座谈会前，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

亲切接见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并合影留念。晚８时，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
出席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并为全国

道德模范颁奖。

９月２０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举办的全国未成年人 “向

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

活动启动。这项活动以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２周年
为契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以网上签名

寄语为主要形式，形象生动地表达广大未成年

人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和衷心祝愿，热情抒

发爱国情感，推动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

活动深入开展。

９月２７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京举行评选

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新闻发布会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介绍了全国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情况，并围绕公民道德建设

相关问题回答了提问。王世明介绍说，２０１１年
９月２０日，是党中央颁布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１０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
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六部门举办了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

八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举行了第三届全国道

德模范颁奖典礼。全国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传遍神州大地，感动整个中国。三届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受到干部群众普遍认可，

社会反响非常好，有力推进了公民道德建设，

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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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明介绍，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分三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等六部门评选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和提

名奖获得者。三届共评出１６２名全国道德模范
和７７６名提名奖获得者。第二个层次，是各地
评选表彰的道德模范。２００８年以来，各地共评
出省级道德模范４９３４名，地 （市）级道德模

范２３５４３名，合计２８４７７名。第三个层次，是
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中国文明网发布 “中国好人榜”３１
期，３２５６人上榜；各地还评出 “身边好人”

８０６７５名。许多地方把这项工作做成了道德建
设的品牌。从全国看，讲道德、做好人蔚然成

风，中国人呈现了良好的道德风貌。

王世明指出，自２００７年开展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参与。

一是参与推荐候选人的热情很高。干部群众通

过各种方式，踊跃向当地文明办、工会、共青

团、妇联和乡镇、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推

荐候选人。第一届推荐了３８９７６名，第二届推
荐了３６９８７名，第三届推荐了３６８３９名，三届
共计１１２８万名。二是参与投票的热情很高。
第一届评选，参与投票人数６８００多万人，第二
届１０６亿人，第三届１１３亿人，三届下来累
计２８７亿人。三是推荐 “身边好人”的热情

很高。３年来，仅在中国文明网参与投票的就
达３２亿人次，专题页面访问量超过１５３亿人
次，评议留言５４万余条。

王世明说，三届评选表彰，都浓墨重彩地

宣扬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在中央

和地方各级各类媒体显著位置、黄金时段，大

篇幅、大力度报道道德模范事迹；推出一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道德模范 “故事汇”、广播剧、

报告文学、影视剧等文艺作品；组织道德模范

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村镇、进机关、

进军营，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道德模范事迹的

广为传扬，感动和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推动

着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王世明强调，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道德

模范的关心关爱，在全社会树立好人好报的价

值导向，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都采取了切实措

施，对道德模范给予帮扶。主要有对生活困难

的道德模范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让道德模范享

有崇高礼遇等。

１０月１１日
叶志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报告会开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

春会见了叶志平同志家属和报告团成员，代表

胡锦涛总书记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他强调，

要大力宣传叶志平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在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尊师重教的良好

氛围，引导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叶志平同志

为榜样，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教书育人神

圣职责，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叶志平同志生前是四川省绵阳市安县桑枣

中学校长，他在农村教育第一线辛勤耕耘、默

默奉献了３６年，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用高尚
的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用最好的教学成果回报

家乡父老，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

绩。他始终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长期注重维

护校舍安全，定期进行防灾逃生演练，在汶川

特大地震中，全校２０００多名师生在１分３６秒
内安全转移，创造了 “零伤亡”的奇迹，被誉

为 “史上最牛校长”。２０１１年６月叶志平因积
劳成疾去世，终年５７岁。

李长春指出，叶志平同志在抗震救灾中的

突出表现，是他长期以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克己奉公优秀品德

的集中反映。他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

诠释了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师德风

范，充分展示了当代人民教师良好的精神风

貌，集中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先

进性。他不愧为教育战线的杰出代表，不愧为

全社会学习的优秀楷模。

３８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李长春强调，要深入开展向叶志平同志学

习活动，引导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学习他忠

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潜心育

人、甘为人梯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严谨务实、

勇于创新的人生追求，学习他扎根基层、无私

奉献的思想境界，以渊博的学识魅力和高尚的

人格魅力教书育人，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把学习叶志

平同志活动与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结合起来，与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与加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

起来，与教育战线开展的师德建设结合起来，

与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

和形成爱岗敬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推动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科学发展，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长春希望四川省委和有关部门多关心叶

志平同志的家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

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委员刘延东参加会见。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四川省委

联合举办。报告会上，叶志平的妻子王关莉和

报告团其他４位成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
情讲述了叶志平视教育如同生命的感人事迹，

他们的报告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深深感染了

现场听众，会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中央和国

家机关干部代表，首都高校师生代表，北京市

部分中小学校长、优秀教师代表等７００多人参
加报告会。

１０月１５—１８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

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部署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工作。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

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

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１０月１８日
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作出安排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文化

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全力以赴做好工

作，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１０月１９日
李长春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

会议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

义，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全会决定的具体要求，

全面部署当前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讲话政治

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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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指明了方向。全会通过的

《决定》，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总

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

刻分析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集

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

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

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

觉，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要

求，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

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组织中央宣讲

团赴各地开展宣讲，推动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落实。要组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全会决定提出

的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

任务、政策措施，大力宣传改革开放特别是党

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

就，大力宣传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

宣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

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大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要开辟专题专栏，组织一

批重点文章，深入阐释全会的重大意义，解读

全会精神，介绍全会决定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

新举措。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结合新闻战线正在开展的 “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活动，进一步加大对各地区各部

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成功经验、

先进典型和创新做法的宣传力度，推动全党全

社会形成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李长春强调，学习宣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要突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主

线，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

任务，突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这一基本要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

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增强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进一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信

心和决心，切实把全会决定提出的各项要求转

化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

李长春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推进文

化改革发展的主力军。要广泛组织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全面

准确深入领会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

变观念，抓住机遇、趁势而上，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的引导，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

位转企改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

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出席会

议。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了会议。

１０月２５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

宣讲团动员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广泛深入地开展宣讲活动，是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是使干部群众深入领

会全会精神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中央宣讲

团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

认真扎实做好全会精神宣讲工作，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推动文化

改革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深入推进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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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决

定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

讲团。中央宣讲团成员将在认真学习领会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基础上，深入研讨、集体

备课，并赴各地开展宣讲活动。１０月 ２８日，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首场报告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作了报告。

１０月２５—２８日
中央宣传部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

简称为 《决定》），学习李长春同志在中央宣讲

团动员会上的讲话精神，听取了中央宣讲团首

场宣讲报告，并就做好全会精神的研究阐释，

组织好各地宣讲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

认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关键时期和文化改革发展重要阶段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次总结过去、规划

未来，从战略上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研究部

署、推动文化建设奋力开拓新局面的重要会

议。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

阐述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

义，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做好党和国家各方

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全会通过的 《决

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提

出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

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推进我国文化改

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大家认为，深入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头

等重要政治任务。要全面把握全会基本精神，

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和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实

际，深入阐释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

阐释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阐

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

内涵和基本要求，阐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战略目标和到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阐释新形
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

措。要围绕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组织进行深入研究，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

理论成果，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理

论支撑。大家表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

署，认真组织好面向基层的宣讲，创新宣讲形

式，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决策部署

上来。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

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理论处长、讲师团

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负责同志和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理论宣传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了研讨班。

１１月初
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

意见》

这是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

准，选准用好干部，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的

重要举措，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高素质

干部队伍，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重要

意义。

《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以下简

称为 《意见》）明确，要以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廉洁自律为重点，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

道德品行的考核。考核政治品质，主要考核干

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

律、党性原则等方面的表现。考核道德品行，

主要考核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

德、家庭美德。

《意见》指出，要把考核干部在关键时刻、

重要事件中的表现作为考核干部德的主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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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对干部德的考核要注重群众公论。要在全

面考核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层级和岗位分级分

类考核干部的德。对中高级干部要突出考核理

想信念、政治立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级干部还

要按照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对基层领导干部

特别是县乡领导干部，要突出考核宗旨意识、

群众观念、办事公道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

况。对党政正职，要按照关键岗位重点管理的

要求，突出考核党性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原则、履行廉政职

责等方面的情况。

《意见》要求，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

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

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

面。对德表现好的干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使

用，注重选拔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干

部，注重选拔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善于

推动科学发展的干部，注重选拔坚持原则、敢

于负责的干部，注重选拔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的干部，注重选拔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干

部。坚决不用政治上不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不力的人，坚决不用品质不好、为政不廉的

人，坚决不用群众观念淡漠、对人民群众没有

感情的人，坚决不用作风不正、热衷做表面文

章和搞形式主义的人，坚决不用不坚持原则、

奉行好人主义和严重闹不团结的人，已在领导

岗位上的要撤换下来。

１１月３日
刘云山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文化体制改

革和文化建设专题研讨班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深刻阐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体现了我们党的远见

卓识和责任担当。要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凝

聚各方智慧力量，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贯彻落实全会的战略部署，在新的起点上开

创文化改革发展新局面。

刘云山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是全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这一发展道

路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我国发展的根本

方向，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持

继承和创新发展，体现了文化发展规律和人民

群众根本意愿。这一发展道路深刻回答了我国

文化建设 “以什么为指导、沿着什么方向、按

照什么要求、围绕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标”

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为我们推进文化改革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正确方向

和路径。

刘云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科学发展之路、强

基固本之路、以人为本之路、改革创新之路，

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在

推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必须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科学

发展的理念观念和基本要求贯穿到文化工作的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任务，融入国民教育、精

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

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

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使我

们的文化在改革创新中增创发展新优势、引领

发展新潮流。

刘云山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描绘的宏

伟蓝图，既需要有思想的统一，更需要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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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要以时不我待、奋发有为的精神，以

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的作风，担当起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要紧密结合实际，

抓住那些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抓住那些重大部

署和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和资源全力以赴地加

以推进，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

突破。要注意强化基层，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基

层，把更多的项目放在基层，把更多的服务延

伸到基层。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快人才培养，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

模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要健全领导体

制，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扶持力度，充分

调动各方面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形成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

研讨班由中央宣传部、中组部、国家行政

学院联合举办，各省区市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委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中央文化体制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魏礼群主持会议。

１１月４日
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全国优秀新闻

工作者颁奖报告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切接见获奖

代表，向获奖者表示祝贺，向广大新闻工作者

表示节日问候，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表示崇高

敬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报告会并讲

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参加接见。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新闻战线

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

新，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力宣传

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热情反映现代化建

设的火热实践，生动展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

步，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

贡献。

刘云山指出，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标

志，我国文化建设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文化传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增强文化自觉、

树立文化自信，进一步唱响时代主旋律，更好

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要

牢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职责，准确把

握我国基本国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

性特征，在新闻宣传导向、基调和内容上充分

体现大局要求，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贡献力量。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

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坚持不懈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

风，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服务人民群众，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体现新闻工作的价值。

要紧跟时代步伐、着力改进创新，积极探索信

息化条件下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增

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要坚守正确人生

坐标、秉持崇高职业理想，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锤炼思想品质、提升综合素

养、增强工作本领，以一流业绩赢得社会尊

重、赢得人民赞誉。

１１月７日
新华社建社８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

李长春希望新华社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强大动力，按照高举旗

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

求，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增

强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上有新提升，

在新闻舆论阵地建设上有新成效，在构建现代

传播体系上有新进展，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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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事业科学发展上有新突破，努力建设有广

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媒体，为夺取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李长春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新华社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李长春指出，

新华社是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红色苏区创办的

重要宣传舆论机构，与党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风

风雨雨，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

终忠于党、忠于人民。８０年来，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新华社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及时准确反映海内外各领域新情况，

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中国声音，为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取得社会主义

建设伟大业绩、创造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８０年来，一代又一代新华人牢记肩负的历
史重任，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谱写了党的新

闻事业的壮丽篇章。实践证明，新华社广大新

闻工作者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

风正的高素质队伍，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坚强队伍，是党和人民

完全可以信赖的优秀队伍。

李长春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头

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希望新华社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切实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安排，在新闻战线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热潮中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努

力成为全会精神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要坚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牢牢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

和公信力、影响力。要坚持 “三贴近”原则，

践行 “走转改”，把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可读性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新闻报道的

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要加快发展现代传

播体系，不断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国际传播能

力，不断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

地率，为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

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作出应有贡献。要深

化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新华社事

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结构合理、锐意进取、作

风严谨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在全国新闻战线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在国际上树立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良好形象。

１１月８日
中央文明办发出《关于在春节、元宵节期

间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通

知》

《关于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深入开展 “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为

《通知》）指出，各级文明办要把在春节、元宵

节期间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要突出思想

内涵，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

求贯穿活动始终。要把群众作为主角，多设计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项目，多搭建群众便于参

与的活动平台。要加强统筹协调、沟通联络，

充分调动教育、民政、商务、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等部门的积极性，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要注重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引

导，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

《通知》要求，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坚持立足当地、因地制宜、就近就便，深入

挖掘和弘扬春节、元宵节的文化内涵。要精心

组织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抓住春节、元宵节的

有利时机，以道德模范、生活困难群众为重点

对象，开展各种关爱活动，多做雪中送炭的工

作。要着力深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发动

群众特别是社区居民参与，传递亲情友情，传

播文明社会风尚。要努力营造浓厚氛围，结合

宣传文化单位广泛开展的 “走基层、转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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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文风”活动，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多形式、多

侧面、多角度地宣传报道。

１１月１０—１４日
李长春在广东调研时强调，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新号角，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改革发

展，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进

程中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

１１月１５日
由全国总工会、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和国资委联

合表彰的第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

设标兵单位、标兵个人颁奖仪式在京

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会见标兵

单位代表和标兵个人，高度评价职工职业道德

建设标兵身上体现出的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模

范精神，充分肯定广大职工和先进模范作出的

突出贡献。

王兆国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

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是新时期高素质职工的代表，是职工中的道德

模范。加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弘扬 “劳动

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

代新风，提高全社会职业道德水准，推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王兆国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刻把握新形势

下团结动员职工建功立业的新任务和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领职工的新要求，加强

职工理想信念、形势政策教育和职业道德建

设，深化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先进企业文

化职工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广大职工要以先

进模范人物为榜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积极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 “十二

五”规划目标任务贡献智慧和力量。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２０个单位获第
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称号，

郭明义等２０名同志获第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道
德建设标兵称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时授予第

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奖章。

１１月１７日
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作

出批示

李长春在批示中希望全国高校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认真实施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在教书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思

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李长春强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

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深刻阐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走出

的创新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

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要大力推进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学科理论体系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创新实践的学术话语体系，着力推出更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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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

检验的优秀成果，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延东指出，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和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繁荣发

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

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

办、国办转发的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和制度，坚持 “二为”方向和 “双

百”方针，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重

大理论实践问题，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

话语权，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

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

重要功能。刘延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教育

部门和各高校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推动哲学社

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责任，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

革，加强人才队伍和学风建设，强化学术引导

和管理，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蓬勃

发展。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主持会议。中央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 （区、市）党委教

育工作部门、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教育局、中央部委直属高校、部分地方高

校主要负责同志，共计２４０余人出席会议。

１１月２２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

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

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

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高擎民族

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创作生产更多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

作品，奋力开创文艺发展新局面，为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胡锦涛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

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艺工

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我国文艺事业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

运，为人民奉献了大量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

质上乘的精神食粮，进一步巩固了大团结大繁

荣大发展的生动局面。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以昂

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吸引和感染着亿万人

民，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

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对

祖国和人民有真情挚爱，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

奉献，对艺术和事业有坚守追求，是一支党和

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

胡锦涛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

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

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唤，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

愿。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胡锦涛指出，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一切

１９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传世的精品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当今世界

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阶段，我

国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希

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

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

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

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

史责任；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

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

新形势下文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加强和改

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事关文艺工作的重大问

题，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大

力培养造就高层次文艺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

人才队伍，在文艺工作者中广交朋友、深交朋

友，切实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

持、生活上真诚关怀，形成各类文艺人才不断

涌现、文艺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希

望各级文联、作协组织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发挥优势，履行职责，把文联、作协建设

成文艺工作者的温馨和谐之家，继续团结和激

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

１１月下旬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赴全国各地基

层开展走访帮扶道德模范活动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出之后，中央文明

办对全国道德模范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由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对３２名全国道德模范进行
帮扶，方式包括给予生活补助、资助学费、办

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修建住房等。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直接帮扶４２
名全国道德模范。

１２月５日
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中国文明网、央视网等单位承办的全国

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网上推

荐活动圆满结束

５９７２万名网民踊跃投票，推荐出１００名全
国优秀志愿者和１０个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中央文明办在国际志愿者日当天，在北京召开

座谈会，邀请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

组织代表畅谈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和心得

体会，交流近年来志愿服务活动的成功经验，

推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高度，对广泛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大

力弘扬志愿服务文化，广泛普及 “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志

愿服务的浓厚文化氛围。要坚持以人为本，突

出人文关怀，深入推进关爱空巢老人、关爱留

守儿童、关爱农民工、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

动，把志愿服务做到人们的情感部位。要着力

基层文化，大力推进城乡社区文化志愿服务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积极参与环境

秩序维护，广泛开展绿化美化、保护生态环境

志愿服务，营造整洁优美的城乡社会环境。各

地各部门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为强大动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强组

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把志愿服务工作做大

做强，作出更大成效，进一步提高全民族文明

素质和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全国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是经

广大网民投票推荐产生的，是广大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组织的优秀代表。参加座谈会的，有关

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的社

区志愿者，有维护环境秩序、服务重大活动的

文明传播志愿者，有从事基层文化建设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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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等。座谈会后，部分优秀志愿者和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代表做客中国文明网进行网上访

谈，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１２月１２—１３日
中央宣传部在广州召开加强移动互联网

文化建设现场会

会议代表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调研移动互联网发展新技术、新趋势，探讨宣

传文化系统与通信行业合作的思路与措施。

会议代表考察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南

方基地，了解移动互联网发展、无限城市建

设、ＴＤ—ＳＣＤＭＡ和 ＴＤ—ＬＴＥ技术创新应用、
网络文化管理等新技术新业务。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移动介绍了移动互联网文化建设

的进展成效，与会代表充分交流了移动互联网

文化建设的做法经验，深入分析了移动互联网

技术创新的趋势，就移动互联网文化建设、发

展和管理提出了建议。

会议认为，近年来宣传文化系统和通信行

业合作开发了许多移动互联网文化产品和服务

项目，丰富多彩的移动网络文化产品受到群众

的喜爱。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催

生出许多新的文化业态、消费形态，发展潜力

巨大。必须紧紧抓住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

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伴随性强、

传播面广、方便快捷、参与互动等特点，大力

推进移动互联网文化建设。

会议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出重要部署，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文

化系统要发挥政治导向、内容信息、品牌形

象、人才队伍等优势，通信行业要发挥传播渠

道、先进技术、传输网络、受众规模等优势，

增进共识、合作联动、实现双赢，创新体制机

制，在业务、技术、资本和战略层面深化合

作，拓宽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将移动互联网

打造成信息服务新平台、健康文化新阵地，增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辐射力影响力。移

动互联网文化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规范信息传播秩序，净化网络

文化环境，努力维护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安全、

文化安全。

中央外宣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和中央主要新

闻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和工信管

理部门负责同志，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电信集团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中央宣传部在

广州召开加强移动互联网文化建设现场会，学

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调研移动互联网

发展新技术、新趋势，探讨宣传文化系统与通

信行业合作的思路与措施。

１２月２０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

主任李长春出席并讲话

李长春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把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方针

政策、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实际

工作之中，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

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李长春在讲话中向受表彰的城市 （区）、

村镇、单位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精神

文明建设战线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问候，向积

极参与、支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各界和广大

干部群众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七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

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根本，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为目标，以群众性创建活动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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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各项工作在改进中提

高、在创新中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李长春指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一定

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战略和

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头等大事，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这个根本，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紧紧抓住迎

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有利契机，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

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努

力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浓

厚氛围；紧紧抓住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这

个重要载体，进一步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紧紧抓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这个紧迫任务，不断提升基层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紧紧抓住加强和改进青

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这个战略任务，进一步创造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化环境。

李长春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始终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

作的重要位置，切实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

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大力改革创

新，坚持求真务实，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

科学化水平，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

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云山主持会

议。他说，要进一步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要

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

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中来部署、来推进。要大

力宣传推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充分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使越来越多的城市、村镇和单

位跨入先进行列，整体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延东宣读了表彰决定，授

予授予长沙市等２７个城市 （区）全国文明城

市 （区）称号、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

村等８９９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首都博物
馆等１７９４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同时，决
定继续保留厦门市等２３个城市 （区）的全国

文明城市 （区）荣誉称号。中共湖南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江西省新余市罗坊

镇党委书记龚小兵，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何显富和安徽省淮北市

委书记毕美家分别代表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和参评城市作了发言。

中央文明委委员出席会议。各地各部门文

明委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城市 （区）、村镇、

单位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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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目　录
一、说明

二、《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省会／副省级城市
三、《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地级城市

四、《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县级城市

五、《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

六、主要指标解释

说　明

一、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定义

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是指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

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

展，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市民文明素质和

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 （城区）。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称号是反映城市 （城区）社会文明水

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

二、申报条件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全国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城区）荣誉称号。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成效作为前置

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城市 （城区）不得申报：

１申报前 １２个月内市委书记 （区委书

记）、市长 （区长）严重违纪、违法犯罪；

２申报前１２个月内曾发生有全国影响的
重大安全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危害

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事件、重大刑

事案件、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三、测评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１结构：测评体系包括 “基本指标”和

“特色指标”。基本指标反映文明城市 （城区）

创建的基本情况，共设置了９个测评项目、３６
项测评指标。特色指标反映城市 （城区）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特色、城市 （城区）整体形象，

共４条 （城区５条）。在基本指标中设置了 ５
个调节性测评内容，用 “”标示，考核西
部、中部和东北部城市时，这５项测评内容的
标准适当下调。

２基本指标的测评项目：廉洁高效的政务
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

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

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

３数据采集方法：主要采用听取汇报、材
料审核、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实地考察、整

体观察六种方法。文明城市的考核数据为市区

数据 （在注中有说明的测评内容除外），实地

考察的范围主要是建成区 （测评内容： “以城

带乡，联动发展”除外）。文明城市 （城区）

的各类数据取测评年度前两年的平均值 （测评

内容：“安全生产”除外）；材料审核以测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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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前两年的材料为主。

４实地考察方法，具体有三种：一是实景
（情）模拟验证，如：拨打法律服务热线，拨

打维权举报电话等；二是实地调查，即进入现

场查证被考察对象是否符合测评标准，如：到

社区查看相关工作记录等；三是实地观察，即

根据实地观察要求，在实地考察点、在一定时

间内，对被考察对象进行实地观察。

５材料审核的数据来源： （１）国家或省
（区、市）统计年鉴；（２）各省 （区、市）相

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６分值构成：总分为１００＋１２分。其中基
本指标１００分，特色指标１２分。
７评分方法：采用 “状态描述法”，以Ａ、

Ｂ、Ｃ描述测评内容的状态。Ａ为该项测评内容
的满分；Ｂ为该项测评内容满分的６６％；Ｃ为
该项测评内容满分的３３％ （部分测评内容的最

低得分为０，用 Ｃ＃标示）。每一指标的状态确
定后，经过计算机处理，得出测评总分。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省会／副省级城市

基 本 指 标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
干部

学习

教育

Ⅲ－１
理论宣

传与干

部教育

１）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作为思想理论建
设第一位的任务，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有计划、有措施；

２）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科学发
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３）干部理想信念、从政道德教育形成制度；
４）定期对干部进行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
面知识与综合素质培训。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Ⅲ－２
学习型

党组织

建设

１）切实加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按照分层分类推进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意见；

２）党委中心组坚持理论学习，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
要求，推进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落实集体学
习、个人学习、岗位培训、主题教育、学习考核等要求；

４）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

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５０

注：①申报前１２个月内，市委、市政府领导３人以上 （含３人）集体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
务环境”这一测评项目为０分；市委、市政府领导１－２人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这一测评项目扣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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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
干部

学习

教育

Ⅱ－２
政务

行为

规范

Ⅱ－３
勤政

廉政

的满

意度

Ⅲ－３
创先争

优活动

１）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精心设计务实管用的活动载体，

分类提出具体要求；

２）通过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等多种形
式，吸引广大党员参与，扎实推进活动；

３）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构建党委
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

指导的工作机制；

４）发挥新闻媒体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方面作用，宣传先
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Ⅲ－４
建立科

学民主

决策制度

１）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实行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

２）实行决策责任制、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制；
３）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２８

Ⅲ－５
政务公开

１）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编制政务公开的目录；
２）利用政府网站有效开展公共服务，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３）有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有为市民服务的热线电话、
邮箱、ＱＱ等联系方式，并有有效的回复处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核
２）网络调查
３）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２８８

Ⅲ－６
依法行

政，加

强监督

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
性文件；

２）规范行政行为、行政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执法单位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正、文明执行公务；

３）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处理有关违规行政的投诉；
４）各级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５）各级政府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８

Ⅲ－７
群众对党

政机关行

政效能的

满意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８
群众对反

腐倡廉工

作的满意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７５

注：①Ⅲ－６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的标准１）主要考察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是
否完善，以及在行政复议中要求审查的、或者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要求修改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数量；标准２）中的规范行政行为，主要考察政府部门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情况。

②Ⅲ－７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８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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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４
法制

宣传

教育

与法

律援

助

Ⅱ－５
公民

权益

维护

Ⅲ－９
法制宣

传教育

１）积极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弘扬法治精神；
２）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的法
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单位；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８０％；
３）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做到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０２

Ⅲ－１０
法律援

助与服

务

１）设有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或其他法律服务热线；
２）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有机构承担法律援助工作，并有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 材 料

审核

３４２

Ⅲ－１１
市民对政

府保障人

民基本文

化权益的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６８

Ⅲ－１２
维护劳

动者合

法权益

１）相关部门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机制，并制定预警机
制和应急预案；

２）设立畅通的维权举报电话和有效的处理机制；
３）无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材

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３
未成年人、

老年人、

妇女权益

保护

１）有负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部门；
２）劳动监察机构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查处企业使用童工现象；
３）做好孤残儿童、弃婴救助工作及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有
机构承担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并有经费保证，做好

孤儿福利保障工作，制定落实孤儿供养标准；

４）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２（起／万户）；
５）有机构承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保障妇女基本权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
为Ｂ；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５） 材 料

审核

３）材料审
核、 实 地

考察

４５０

Ⅲ－１４
进城务工

人员基本

权益保障

１）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
２）对进城务工人员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３）进城务工人员有安全卫生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实
地考察

３４２

Ⅲ－１５
侵犯残疾

人合法权

益事件

（遗弃、

虐待、侮

辱等）投

诉率

＜１５（起／万户） ＜２（起／万户） ≥２（起／万户） 材料审核 ２４５

注：①Ⅲ－１１市民对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满意度，重点了解市民对政府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
品、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其满意度＜５０％为Ｃ＃。

００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６
基层

民主

政治

Ⅲ－１６
基层党、

群组织

建设

１）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２）整合社区资源，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３）加强社区流动党员管理。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３０２

Ⅲ－１７
社区民

主建设

与管理

１）制定规划，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
２）依法执行社区居委会选举制度，选民参选率≥８０％；
３）社区居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

４）新建居民小区依法实施物业管理，旧居民小区创造条件积
极推行物业管理。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４）
材 料 审 核

３）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２８８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７
社会

诚信

Ⅲ－１８
诚信政

府建设

１）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形成社会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
网络，促进政府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２）政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兑现承诺，严守
契约；

３）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内容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０３

Ⅲ－１９
信用体

系建设

１）经常开展集中性的诚信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培养市民诚
信观念和规则意识；

２）建立企业信用供求机制 （包括质量、信贷、税务等）；

３）建立企业与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通过互
联网可免费查询；

４）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网络调
查、 实 地

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０
开展 “百

城万店无

假货”活

动

１）积极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措施具体，社会影

响大；

２）建成全国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仅符合标准２）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

１）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２０８

注：①Ⅲ－１９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２）中的信用供求机制主要指：成立了专门的信用服务机构，可以向社会提
供征信、信用评级、信用培训等信用产品，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信用产品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政府带头使

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员录用中自觉使用信用产品；标准３）中的重点人群主要指：律
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监理工程师、金融产品营销人员等对信用队伍建设有重要影响的人群。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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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８
市场

监管

Ⅱ－９
“窗口”

行业

服务

Ⅲ－２１
打击走私

贩私、假

冒伪劣产

商品

１）形成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
２）无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产商品事件；
３）无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
市场；

４）无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无窝藏和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
和市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其
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０

Ⅲ－２２
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

１）维护公平竞争，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２）审批、执法部门热心为企业服务，无乱摊派等增加企业负
担现象；

３）对公务人员违纪行为坚决惩处。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问卷调
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６８

Ⅲ－２３
“窗口”

行业规范

化服务

１）遵守职业道德，服务标准和程序公开，服务规范，诚信守法；
２）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随机抽查５个行业 （医疗、商业为必查行业）。５个行业均符合
标准为Ａ；４个行业符合标准为Ｂ；３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Ｃ；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４
行业风气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５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Ⅲ－２５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体系的学

习宣传

１）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员干部教育以及日常工作
学习生活中，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２）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
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３）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
节庆日开展集中性学习宣传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问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２６
道德实践

１）倡导并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基本道德
规范，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２）提炼出城市精神，并为广大市民熟知；
３）设立市、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正常开展活动；
４）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拓展革命传统教育新阵地，制定加强红色旅
游工作的意见或办法，加大革命景区、景点建设管理力度，加强

红色旅游宣传和推介工作，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问卷

调查３）实
地考察４）
材料审核

４８０

Ⅲ－２７
形势政策

与国情教

育

１）建立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
２）开展多种形式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 （包括中国革命史）

教育、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

３）形势政策与国情教育师资队伍落实，阵地有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８８

注：①Ⅲ－２１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产商品的标准１）要求：按照地方政府打假第一责任人的原则，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建立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不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

②Ⅲ－２４行业风气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２６道德实践标准３）中的能正常开展活动指：市、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征集和保护文物、改
进陈列方式、精心组织活动、加强内部管理、树立服务意识等方面作出成绩，能根据未成年人特点，丰

富展示内容，配备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讲解词，未成年人集体参观时进行义务讲解；政府投资兴建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建筑、遗址类的除外）免费向社会开放。

２０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Ⅱ－１１
国民

教育

Ⅲ－２８
市民教育

１）制定、宣传市民文明守则等文明规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２）≥８０％的街道建立市民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３）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２９
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

１）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并形成
制度；

２）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３）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等全民读书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０８

Ⅲ－３０
民族团

结进步

１）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
３）无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８８

Ⅲ－３１
人均教育

经费支出

＞４５０（元） ＞２２０（元） ≤２２０（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３２
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１）按照国家办学标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
２）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有具体的扶持弱校的措施；
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管理；
４）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３
学校管理

１）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
费专项检查，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制度；

２）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校园意外伤害事件应急管理
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３）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为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８

注：①Ⅲ－３０民族团结进步标准１）中的创建活动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和评选表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模范集体及模范个人；标准２）中的服务体系建设指：对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
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引导和帮助；标准３）无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由省 （区、市）民 （宗）委 （厅、局）审定。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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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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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２
文化

事业

与文

化产

业发

展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Ⅲ－３４
文化事业

１）对文化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２）公共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实现向社
会免费开放；

３）定期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
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３）或标准
１）、２）、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 ３）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５
文化产业

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
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６
经常参加

文体活动

人数的比

例

＞６０％ ＞５０％ ≤５０％ 问卷调查 １９９

Ⅲ－３７
体育设

施与体

育活动

１）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２）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５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良好；

３）建立市、区、街道各级体育组织并经常开展活动，每千人
拥有２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８
公共图

书馆

１）市辖区域内有面向社会的二级以上图书馆，馆内能够提供
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服务；

２）市、区图书馆建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和免
费开放的公共电子阅览室；

３）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覆盖率
达１０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１８８

注：①Ⅲ－３４文化事业的标准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②Ⅲ－３５文化产业的标准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是指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要求需转企改制的国有经营性文化
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是指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同在职职工签订企业劳

动合同并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标准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是指９５％以上有线电视用户转换为有线
数字电视用户；标准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统计口径为城市城区人口。

③Ⅲ－３６经常参加文体活动人数的比例指：每周参加文体活动 （包括体育锻炼）３次以上、每次３０分钟
以上的人数 （含在校学生）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由于该项测评内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所

以该项测评内容以问卷调查中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占问卷样本总数的比例来计算。

④Ⅲ－３７体育设施与体育活动的标准１）指：市、区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５项），
每年１次以上；市、区各级政府组织的单项型体育活动市级每年５次以上，区级每年３次以上。标准３）中 “每千
人”以户籍人口计算。

⑤Ⅲ－３８公共图书馆的标准３）中的乡镇指：建成区范围内的乡镇。

４０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Ⅱ－１４
科学

普及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Ⅲ－３９
群众艺术

馆 （文化

馆）、社

区文化活

动场所

１）市 （或市辖区域内）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为一级馆；所

属各区文化馆１００％达到三级馆以上标准，其中６０％以上
为二级馆；

２）市 （或市辖区域内）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为二级馆，所

属各区文化馆９０％达到三级馆以上标准，其中４０％以上为
二级馆；

３）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建立并实施群众文化辅导员进社区、

包片辅导制度；

４）每个街道都有综合性多功能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坚持长
期向社区居民开放，正常开展活动。

符合标准１）、３）、４）为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材料审
核、 实 地

考察

１９４

Ⅲ－４０
国家档

案馆

１）市档案馆为国家一级档案馆；
２）所属各区档案馆３０％为国家二级以上档案馆。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符合１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１６８

Ⅲ－４１
文化遗

产保护

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有效
落实文物工作 “五纳入”规定；

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代表性传承人；
３）物质文化遗产定期维护，保存完好率≥９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０６

Ⅲ－４２
科普设施、

科普队伍

１）市辖区域内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或科普场馆；
２）≥８０％的街道、乡镇有科普活动场所，经常开展活动；
３）定期开展全市性科普志愿者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４３
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

１）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科普宣传栏目、节目；
２）市政府网站设有科普网页；
３）围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举办全市性科普教育

活动≥３次／年，确保科普活动经费。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网络调

查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２１７

Ⅲ－４４
公共场

所道德

１）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
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２）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
标识；

３）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文
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戏吵闹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４２８

注：①Ⅲ－４１文化遗产保护标准１）中的 “五纳入”指：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

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②Ⅲ－４３科普宣传、科普活动的标准３）中的确保科普活动经费指：科普专项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
算，并明显高于同等地区的平均水平，老少边穷地区最低不能低于人均０５元 （年科普工作经费不得少

于８万元）；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重大主题科普活动另有专项财政经费保障。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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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４５
文明交通

１）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制订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明确部门职责，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２）交通守法率达标；
３）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机动车让行斑马线，无闯红灯、乱
穿马路现象；

４）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４项标准为 Ｂ；符合３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实地
考察

４１８

Ⅲ－４６
公共设

施维护

１）已设的公用电话、邮箱、报栏、座椅、窨井等公共设施无
人为弄脏、损坏现象；

２）已设的公共设施功能完好，能正常使用。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２６５

Ⅲ－４７
人际关系

１）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
儿者主动让座；

２）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询问；
３）单位劳动关系和谐，社区人际关系融洽。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３０１

Ⅲ－４８
见义勇为

１）鼓励市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２）宣传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与集体；
３）市民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赞同与支持率≥９０％；
４）无造成恶劣影响的见死不救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３）、４）或标准
２）、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
内容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３７５

Ⅲ－４９
慈善捐助

１）有各类慈善组织，有慈善超市和接收捐助的站点等专门的
慈善捐助机构，专款专用；

２）有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特殊困难人群普遍得到救助；
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活动，形成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５８

Ⅲ－５０
志愿服务

领导体制

１）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

见》，建立了志愿服务领导体系和协调机制；

２）制定鼓励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
３）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建立社会化、多渠道的志愿服务
筹资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８０

注：①Ⅲ－４５文明交通的标准２）指：（１）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９８％，（２）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８５％，
（３）主干道行人守法率＞８０％，（４）主干道违章停车率≤２辆／５公里；（５）城市快速路机动车无占用
应急车道行驶现象。以上五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

②Ⅲ－４７人际关系的标准 ３）中的材料审核，主要审核 “单位劳动关系和谐”，要求劳动合同签约率

为１００％。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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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５１
志愿者队

伍建设

１）建立市民广泛参与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２）建立全市性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
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８％；

３）宣传表彰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５２
志愿服

务活动

１）组织开展中央文明办安排部署的重点志愿服务活动；
２）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３）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或１）、３）为
Ｂ；仅符合标准１）或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２０

Ⅲ－５３
公益活动

１）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帮扶活动；
２）市民种绿、护绿等公益活动参与率≥７０％；
３）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或千人口献血人次
＞１００；

４）市民对捐献骨髓、器官等行为的认同率≥５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４）
问卷调查

３００

Ⅲ－５４
培育并

推出道

德模范

１）培育并推出道德模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２）社会各界对评选表彰结果的认同率≥８０％；
３）制定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的办法，结合本地实际给予道
德模范崇高社会礼遇，形成长效机制；

４）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群众通过网络等
渠道广泛推举好人好事，不断有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５５
学习宣

传道德

模范

１）运用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崇尚、争当、关爱道

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２）在社区、企业、机关、学校、村镇等城乡基层单位组织开
展巡讲、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３）市民对本市道德模范的知晓率≥８０％；
４）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以互动交流、
文艺再现等方式宣传道德模范和 “中国好人榜”好人的感

人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４２０

注：①Ⅲ－５２志愿服务活动标准１）中的活动主要指：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
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标准２）中的活动主要指：党员、学生、职工、青年、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文化、科普、环保、卫
生、治安、红十字、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②Ⅲ－５３公益活动标准３）中的献血人次指：每献血２００毫升折算为１人次。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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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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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７
网吧

整治

Ⅱ－１８
网络

环境

Ⅲ－５６
监督管理

１）建立网吧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认真执行网吧管理制度，严
厉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落实网吧社会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网吧监督员，并提供必
要经费支持；

３）建立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切实发挥监管作用；
４）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达到１００％，防范淫秽色情等违
法有害信息在网吧传播；

５）加强网吧行业自律。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３

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２６

Ⅲ－５７
经营秩序

１）严格控制网吧总量，调整存量，优化结构，推动网吧经营
连锁化；

２）建立网吧实名上网登记核查制度，网吧在显著位置设置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不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３）建立查处 “黑网吧”联动机制，坚决取缔 “黑网吧”；

４）市民对本地网吧行业形象的满意度≥７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实 地 考 察

４）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５８
净化网络

１）有效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电信企业和网络服务企业的管理，
深入开展打击互联网及移动多媒体淫秽色情和低俗之风专

项整治行动，防止传播低俗内容；

２）加强对本地网络视听节目的管理；
３）加强对本地医疗卫生和药品信息服务网站的监管，清理打
击各类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网络 （媒

体）调查

３８８

Ⅲ－５９
发挥社

会力量

作用

１）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
２）互联网企业要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开
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３）组织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网络监督；
４）在网吧、学校、家庭、社区大力推广绿色上网软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注：①Ⅲ－５６监督管理的标准３）中的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要求覆盖到各个网吧，监控设备完好，能实时
监控网吧是否接纳未成年人，监管记录完善。

②Ⅲ－５８净化网络的标准３）中的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主要指各类性爱网，以及未经审批或违法违规
发布性药品、性用品、性病治疗广告的网站。

８０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９
荧屏

声频

净化

Ⅱ－２０
出版

物市

场和

校园

周边

环境

Ⅲ－６０
节目监控

１）建立健全严格的节目审查制度和节目播出程序，有高素质
的节目审查人员队伍；

２）加强对市属广播电视综艺类、情感类、法制类、选拔类、
谈话类节目的管理，有效遏制低俗媚俗之风；

３）市属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没有不宜于未成年人收听观看的广
播剧、影视剧、影视动画片和纪实电视专题节目。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网 络 （媒

体）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１
广告整治

１）建立健全广告刊播审查制度，有明确具体的广告审查细则；
２）及时清理含有不良内容及提供不良服务的各类短信、声讯
服务广告和电视点播节目；

３）市属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在本地注册的网站上没有
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２５６

Ⅲ－６２
出版物

管理

１）加强对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物以及印刷、复制
企业的管理；

２）坚决打击无证照经营出版物的行为；
３）形成 “扫黄打非”长效机制；

４）未发生非法出版、制黄贩黄、侵权盗版等恶性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仅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４）
材料审核

４０８

Ⅲ－６３
校园周

边环境

治理

１）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
２）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
３）加强对中小学校周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
和商业网点的管理；

４）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
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
实地考察

４２８

注：①Ⅲ－６０节目监控的标准３）指在每晚２３：００以前不能播放含有展示暴力、凶杀、恐怖等内容的影视剧、
纪实电视专题节目；无播出不良广播电视节目而受国家、省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通报的情况。

②Ⅲ－６２出版物管理的标准１）指正规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单位无违法、违规出版行为；正规
印刷、复制企业无印刷、复制侵权盗版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正规图书、音像、报刊等出版物经营

场所无销售侵权盗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标准２）指无非法印刷、复制企业；无非法经营出版物门店；
无出售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物的游商、地摊；标准３）指具有 “扫黄打非”专门机构、人员、经费；建

立 “扫黄打非”案件举报、奖励制度；建立 “扫黄打非”重大案件协调督办机制。

③Ⅲ－６３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的标准３）指中小学校园周边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
物销售；中小学校园周边２００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６００
米内无彩票专营场所。

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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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２１
文化

产品

和文

化服

务

Ⅲ－６４
文化产品

生产推介

１）鼓励扶持优秀少儿歌曲、音乐、舞蹈、动漫、网络游戏、
影视片、出版物等文艺产品的创作生产；

２）积极宣传推介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
３）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
网络化传播。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５
活动阵

地建设

１）所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青少年免
费开放；

２）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
的经营性活动；

３）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转、维护和开展公益性活动的经
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４）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建设公益性电子阅
览室，坚持规范管理，对未成年人开放。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３）材料审
核

３５９

Ⅲ－６６
少儿频

率频道

建设

１）做好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省级电视台少儿频道落地工作；
２）市属电台、电视台开设少儿栏目；
３）市属电台、电视台在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积极支持少
儿节目的生产制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

１）２）材料
审核、网络

（媒体）调

查３）材料
审核

２１７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２
经济

发展

方式

Ⅲ－６７
人均ＧＤＰ
水平

高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等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低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６８
单位ＧＤＰ
能耗

低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等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高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６９
第三产业
贡献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大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等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小

于ＧＤＰ增长率
材料审核 １８８

Ⅲ－７０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高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等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低于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注：①Ⅲ－６５活动阵地建设的标准１）中公益性文化设施包括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博物馆 （院）、展览馆、美术
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文化馆 （站）、文化宫 （工人俱

乐部、工人文化宫）、体育场 （馆）等；标准２）、３）中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指：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
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益性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指：不少于８０％的时间
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指：对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

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体活动以及特专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②Ⅲ－６７、Ⅲ－７０中的同等级城市分别指副省级城市与地级省会城市两类不同等级的城市。同等级城市的
平均水平，根据同等级城市类型中 （如全国１５个副省级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中间水平
的５个城市的平均值而获得。地级省会城市平均水平的计算方法类似副省级城市。

③Ⅲ－６７人均ＧＤＰ水平，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６９第三产业贡献率，该项测评内容主要通过第三产业增长率与 ＧＤＰ增长率之间的比较来反映。所
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⑤Ⅲ－７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０１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２
经济

发展

方式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Ⅲ－７１
研发（Ｒ＆Ｄ）
经费支

出占ＧＤＰ
比重

Ⅲ－７２
国际互

联网用

户普及

率

Ⅲ－７３
无障碍

设施

Ⅲ－７４
道路名

称与主

干道设

施

Ⅲ－７５
街巷基

础设施

＞１５％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８％ ≤０８％

＞４２％ ＞４０％ ≤４０％

＞３８％ ＞３５％ ≤３５％

１）城市主要道路设有无障碍设施；
２）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３）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主干道路名称、公共图形标志规范，设置合理，用字规范，
符合国家标准；

２）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毁坏现象，路面无明显坑洼积水；
３）自行车道连续、平整、畅通，无损坏、被占用现象；
４）人行道平整畅通，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无损坏、被占
用现象，主干道装灯率１００％，亮灯率９９％；

５）主干道上行人过街、机非分离、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完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开展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建设工作；
２）街巷道路路面硬化，无明显坑洼积水；排水设施完善；
３）路灯无破损，功能完好；
４）各项基础设施功能完好，确保人身安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１５６

材料审核 １５６

实地考察 １９８

１）２）３）
５）实地考
察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１８

１）材料审
核、实地考

察 ２） ３）
４） 实 地

考察

２６５

注：①测评内容后面有标志的为调节指标。调节指标的评价标准从上至下，依次为东部城市、中部和东北部
的城市、西部城市的标准。如果没有标明中部和东北部的标准，中部和东北部则按东部标准测评。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东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

②Ⅲ－７１研发经费统计范围主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
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③Ⅲ－７２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的计算方法：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总户数 （万户） ×１００％ （以

户籍人口计算），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７３无障碍设施的标准１）指：主干道、市区商业街、人行道口、公交站点等地的步行道设有无障碍
设施；标准２）指：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医疗与交通建筑、学校与园林建筑、为残疾
人和老年人服务的福利院所、室外公共厕所等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⑤Ⅲ－７５街巷基础设施的标准１）中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均视为达标。“数字化城市管理
模式正在建设”指：按照行业标准，已经建立相应组织机构，完成项目招标，并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办法等。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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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Ⅱ－２４
公共

场所

秩序

Ⅱ－２５
医疗

与公

共卫

生

Ⅲ－７６
万人拥有

公共汽

（电）车

数量及城

市公共交

通分担率

Ⅲ－７７
公交站

点布局

Ⅲ－７８
主要大街

和重点地

区面貌

Ⅲ－７９
交通秩序

与管理

Ⅲ－８０
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

＞１２（标台） ＞９（标台） ≤９（标台）

＞２０％ ＞１５％ ≤１５％

１）公交站点分布合理，方便乘客换乘；
２）斑马线、隔离栅栏设置科学，方便乘客上下车、过马路；
３）市民对公交站点布局与交通便捷的满意度≥６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无违章搭建现象，门前责任制落实到位；
２）无违规违章占道经营现象，卫生状况良好；
３）无盯人拉客、散发小广告现象；
４）无乱张贴、乱涂写、乱设广告牌和单位铭牌现象。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Ａ；２处符合标准为Ｂ；１
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交通事故死亡率≤年度控制目标；
２）交叉路口阻塞率≤２％；
３）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
４）交通秩序管理良好。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每３－１０万居民或每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至少拥有１个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

２）≥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
３）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１）２）实
地考察３）
问卷调查

３０８

实地考察 ３２８

１）材料审
核 ２） 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实 地

考察

４５０

１）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２８

注：①Ⅲ－７６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及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中的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的数据，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②Ⅲ－７７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１）中的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要求：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２５％，
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半径覆盖率≥４０％；路口监控设备设置率 ＞４０％，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利用率 ＞３５％。公
交与公交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便捷。

③Ⅲ－７９交通秩序与管理的标准１）中的年度控制目标指：各省安委会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要求，对各市
下达的万车事故死亡率的控制目标；标准２）的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
查验证；标准４）要求规范化停车率＞８５％，社会停车场利用率 ＞９５％，标线施划率 ＞９０％，标志设置
率＞９块／公里，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率 ＜３００米，路口灯控率 ＞７５％，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设置率≥９９％。
以上七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查验证。

２１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５
医疗

与公

共卫

生

Ⅱ－２６
人口

与生

活质

量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８１
经营性

公共场

所卫生

１）经营性公共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２）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３）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
随机抽查５处。５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４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３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０８

Ⅲ－８２
饮用水

卫生

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按规定划分保护区，水质达标；
２）供水单位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管理规范；
３）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４）供水单位和卫生部门对水质的检测结果合格。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 实 地

考察

３８８

Ⅲ－８３
出生政策

符合率

＞９３％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８４
平均预

期寿命

＞７４（岁） ＞７３（岁） ≤７３（岁）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８５
恩格尔

系数

＜３５％ ＜３７％ ≥３７％

＜３７％ ＜３９％ ≥３９％
材料审核 １６５

Ⅲ－８６
社会救助

体系建设

１）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２）建立健全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３）建立完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实审核 ３６８

Ⅲ－８７
社会保险

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８８
城镇登记

失业率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１７

Ⅲ－８９
零就业家

庭占家庭

总数的比例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２６

注：①Ⅲ－８１经营性公共场所卫生的标准２）和Ⅲ －８２饮用水卫生的标准３）中的 “五病”指：痢疾、伤寒、

甲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

②Ⅲ－８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标准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实现应保尽保，正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费；（２）最低生活保障线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③Ⅲ－８７社会保险参保计划完成率，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给各省区市有关年度社会保险参
保计划来统计；社会保险参保主要统计：养老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工伤保

险参保率、生育保险参保率五项内容。

④Ⅲ－８８城镇登记失业率、Ⅲ－８９零就业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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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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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适

便利

的生

活环

境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９０
住房保

障制度

１）住房保障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符合规范化管理要求；
３）完成省级政府分解、下达的住房保障目标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３８８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Ⅲ－９１
安全保障

１）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要害部位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系统，并
有明显标志；

２）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完好率达到１００％；
３）社会面、重点单位及社区物防、技防、人防、消防水平符
合安全要求；

４）社区警务室建设和治安辅助力量配备到位，并充分发挥
作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３）
实地考察

３５９

Ⅲ－９２
食品安全

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效生产经营证照，对小作坊、小
摊点等监管规范有序；

２）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单位量化
分级管理覆盖率≥９５％；

３）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４）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食品
安全事故及时查处，无漏报、瞒报情况；

５）预防并及时查处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４）、５）或标
准２）、３）、４）、５）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４）
５）材料审
核３）实地
考察、问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３
药品安全

１）严格实施药品经营许可制度，规范药店经营行为，没有无
证经营药品的现象；

２）开展社区用药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用药知识水平，自觉抵
制假劣药品；

３）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社区管理，有效遏止在社区利用各种
方式兜售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 “健康产品”的

情况；

４）街道建立安全协查制度，配有药品安全协管信息员；
５）公布举报电话，问题药品得到及时查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５）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５）实地
考察 ２）３）
问卷调查４）
材料审核

３５９

Ⅲ－９４
突发公

共事件

应急处理

１）建立减灾、防灾、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开展社区减灾、防灾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预案；

２）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严格执行事件报告、通
报和信息发布制度；

３）建立并实行突发公共事件领导问责制；
４）市民对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仅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料审核４）
问卷调查

３８８

４１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Ⅱ－２９
社会

治安

Ⅲ－９５
安全生产

１）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诚信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
２）加强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制度环境；

３）全面开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任务；

４）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
５）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
控制指标以内。

符合上述标准１）、２）、３）且３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３）且２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Ｂ；符
合标准１）、２）、３）且１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Ｃ；其余情
形为Ｃ＃。

１）３）４）
５）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８０

Ⅲ－９６
治安管理

１）加强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服务管理；

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 “两抢一盗”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成效明显；

３）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效显著；
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５）黑恶势力犯罪得到及时、有效打击；
６）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和违法网站能够得到及时处置。

符合上述６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５）、６）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５）６）材料
审核 ４）问
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７
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

１）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保
障有力；

２）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的实绩纳入干部任期目标；

３）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优势，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９８
基层综

治工作

１）镇街综治办、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综治基层组织健全，
能充分发挥作用；

２）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治保会、调委会等群防群治队伍，并
充分发挥作用；

３）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集中排查整治治安重点
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４）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实 地

考察

４０３

注：①Ⅲ－９５安全生产的标准２）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指：（１）加强法制体制机制建设；（２）加强安
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标准３）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指：（１）
执法行动；（２）治理行动；（３）宣传教育行动；标准５）中达标的标准是指省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

②Ⅲ－９６治安管理的标准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得到
有效遏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传销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积极开展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选择正

确投资渠道，远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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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全

稳定

的社

会环

境

Ⅱ－３０
社会

稳定

Ⅲ－９９
邪教活

动得到

有效控制

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发生；

２）每年开展全市性的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３）把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８８

Ⅲ－１００
群众安

全感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４３８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１
城市

绿化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Ⅲ－１０１
建成区

绿化覆

盖率

Ⅲ－１０２
建成区

绿地率

Ⅲ－１０３
人均公

园绿地

Ⅲ－１０４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和危险

废弃物的

处置

Ⅲ－１０５
城市污水

处理率

Ⅲ－１０６
环境保

护投资

指数

＞３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８（平方米） ＞６（平方米） ≤６（平方米）

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８５％；
２）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３）医疗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８０％ ＞７５％ ≤７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１９２

材料审核 １７５

材料审核 ３２６

材料审核 ２６５

材料审核 ３６９

注：①Ⅲ－９９邪教活动得到有效控制的标准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指：无邪教人员进京或在当

地规模性聚集滋事案件、无邪教人员插播广播电视案件、无邪教人员张贴喷涂书写悬挂反动标语和散发

反宣品重大案件、无邪教人员自杀自残等影响恶劣的极端事件。

②Ⅲ－１００群众安全感＜５０％为Ｃ＃。

③Ⅲ－１０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１０３人均公园绿地，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⑤Ⅲ－１０４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获取。

⑥Ⅲ－１０５中的数据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获取。

⑦Ⅲ－１０６、Ⅲ－１０７、Ⅲ－１０８、Ⅲ－１０９、Ⅲ－１１０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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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Ⅲ－１０７
城市空

气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３１０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材料审核 ３７５

Ⅲ－１０８
工业企

业污染

防治

１）重点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率≥９０％；
２）国控重点工业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确保其
正常运行，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３）全市完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
４）“双超”、“双有”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省级环
保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０９
区域环境

噪声平均

值和交通

干线噪声

平均值

１）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６０ｄＢ（Ａ）；
２）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７０ｄＢ（Ａ）。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１０
城市水

环境功

能区水

质达标率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１１
公众对

城市环

保的满

意率

＞７５％ ＞７０％ ≤７０％ 材料审核 ４２８

注：①Ⅲ－１０７城市空气质量中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指全年ＡＰＩ＜１００（空气污染指数低于或等于１００）的天数；
主要污染物指ＰＭ１０、ＳＯ２和ＮＯ２。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２５６天或主要污染物年日均值不满足国家二级标
准的为Ｃ＃。

②Ⅲ－１０８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标准１）、２）中 “重点企业”指环境统计中 “重点调查工业企业”；３）完
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指：完成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淘汰类） （２００５）》中的具体要求；４）
中的 “双超”、“双有”企业是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

质的企业。环保部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 ［２０１０］５４号）附件一 《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列行业的企业全部为 “双有”企业；“其余情形为Ｃ＃”中的 “其余情

形”包括被国家环保部门通报双挂牌督办或区域限批的为Ｃ＃。

③Ⅲ－１１０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８０％或市辖区有劣Ｖ类或黑臭水体的为Ｃ＃。

④Ⅲ－１１１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５０％为Ｃ＃。该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每年一次的公众调查统计数据。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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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管

理与环

境质量

Ⅱ－３３
土地

资源

管理

Ⅱ－３４
组织

领导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１２
节能减

排

１）建立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
２）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节能任务；
３）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减排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２０

Ⅲ－１１３
耕地、林

地保护

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２）基本农田数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３）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
４）单位建设用地ＧＤＰ增幅高于城市ＧＤＰ增幅；
５）征占用林地定额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１４
土地利

用秩序

１）国土资源管理规范，土地利用秩序良好；
２）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５％；

３）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１０％。
符合标准１）、２）为 Ａ；符合标准１）、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６

Ⅲ－１１５
领导重

视，文

明委指

导协调

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创建文明城市的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指标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考核；

２）各级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

体的保障措施，能有效指导、协调创建工作；

３）落实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明确，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４）文明办能结合实际，完成中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１２

Ⅲ－１１６
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

１）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以及重大事件，
组织开展各种主题的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形成长效机制；

２）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运用
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大

兴文明礼仪之风；

３）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大兴读书

学习之风；

４）开展 “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节
约能源资源理念，纠正奢侈浪费现象，大兴勤俭节约之风。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４０８

Ⅲ－１１７
创建文

明社区

１）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制定创建文明社
区活动管理办法，对文明社区实行动态管理；

２）科教、文体、法律、卫生进社区活动覆盖率达８０％以上；
３）扎实开展多种形式的邻里互助、社区联谊活动，促进社区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问卷
调查 ３）材料
审核、实地考

察、问卷调查

３１２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注：①Ⅲ－１１３耕地保护中的标准１）、标准２）中的规划指标指：根据依法批准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相关指标；
标准３）中的计划指标指：上级下达的城市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数据来源为城市的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中获取的
数据。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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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１８
创建文

明单位

１）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

２）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投入保障、检查考核、激励约束等创
建工作机制；

３）通过群众评议、媒体舆论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文明单位
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动态管理；

４）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１９
创建文

明家庭

１）开展全市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对文明家庭实行动态管理；
２）家庭美德的知晓率≥８０％；
３）区级以上 （含区级）文明家庭的比例≥２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为
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２８０

Ⅲ－１２０
运用网

络开展

创建活动

１）开办精神文明建设专门网站，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成为
全国文明网联盟成员；

２）积极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３）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２１
创建工

作氛围

１）注重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坚持开展学习先进活动；
２）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或专栏；
３）主要公共场所设有大型宣传创建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公益性
广告，数量≥广告总数的２０％；公共场所广告、招牌等用
字规范，内容健康；

４）街道、社区的宣传栏定期刊登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网络
调查 ３）４）
实地考察

３５０

Ⅲ－１２２
市民对创

建工作的

支持率

＞８０％ ＞７０％ ≤７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１２３
以城带

乡，联

动发展

１）落实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和措施，形成以城带乡的长效
机制；

２）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投入逐年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３）各相关职能部门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列入

经常化的工作；

４）组织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开展创建活动；
５）支持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文明集市和文化
广场建设活动，成效明显。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３）
４）材料审
核５）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０３

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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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６
创建

管理

Ⅲ－１２４
管理制度

１）明确各类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实施办法和长效管理措施；
２）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
３）创建文明城市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９８

Ⅲ－１２５
监督制度

１）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创建工作，并按规定办理
相关的议案、提案；

２）采取多种形式让群众了解创建工作情况，有市民巡访、听
证会等形式的群众监督机制；市民反映创建问题的渠道畅

通，并能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３）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曝光。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６５

Ⅲ－１２６
投入机制

１）地方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
２）认真执行文化经济政策，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元投入
机制；

３）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２

注：①Ⅲ－１２２市民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５０％为Ｃ＃。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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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指 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测 评 内 容 测评标准
测评

方法

１
创建工作

集中宣传

创建文明城市先进经验作为重大典

型在全国集中宣传过

创建工作经验在全国集中宣传过得２分，
没有宣传过不得分。

材料审核

２ 工作创新 创建工作有创新，有成效

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进行集中宣传的先进经验，每项

加０５分；２中央文明办在当地召开过
专门会议进行推广的先进经验，每项加

０５分。
该项目累计最高不超过２分。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分，６项
以上 （包括６项）得６分。

材料审核

４
城市整体

形象

建筑布局，市容环境，社会氛围，

市民精神面貌

１）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
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

等造型美观实用，标牌广告用字规

范，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

美的享受；

２）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
祥和；

３）街道、车站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和农贸市场等卫生整洁有序；

４）市民为人和善，精神面貌良好。
以上每项标准０５分，共２分。

整体观察

问卷调查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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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地级城市

基 本 指 标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
干部

学习

教育

Ⅲ－１
理论宣

传与干

部教育

１）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作为思想理论建
设第一位的任务，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有计划、有措施；

２）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科学发
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３）干部理想信念、从政道德教育形成制度；
４）定期对干部进行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
面知识与综合素质培训。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Ⅲ－２
学习型

党组织

建设

１）切实加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按照分层分类推进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意见；

２）党委中心组坚持理论学习，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要求，推进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

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落实集体学
习、个人学习、岗位培训、主题教育、学习考核等要求；

４）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

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５０

Ⅲ－３
创先争

优活动

１）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精心设计务实管用的活动载体，

分类提出具体要求；

２）通过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等多种形
式，吸引广大党员参与，扎实推进活动；

３）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构建党委
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

指导的工作机制；

４）发挥新闻媒体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方面作用，宣传先
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注：①申报前１２个月内，市委、市政府领导３人以上 （含３人）集体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
务环境”这一测评项目为０分；市委、市政府领导１－２人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这一测评项目扣３分。

２２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２
政务

行为

规范

Ⅲ－４
建立科

学民主

决策制度

１）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实行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

２）实行决策责任制、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制；
３）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２８

Ⅲ－５
政务公开

１）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编制政务公开的目录；
２）利用政府网站有效开展公共服务，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３）有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有为市民服务的热线电话、
邮箱、ＱＱ等联系方式，并有有效的回复处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８８

Ⅲ－６
依法行

政，加

强监督

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２）规范行政行为、行政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执法单位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正、文明执行公务；

３）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处理有关违规行政的投诉；
４）各级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５）各级政府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８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３
勤政

廉政

的满

意度

Ⅱ－４
法制

宣传

教育

与法

律援

助

Ⅲ－７
群众对党

政机关行

政效能的

满意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８
群众对反

腐倡廉工

作的满意

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７５

Ⅲ－９
法制宣

传教育

１）积极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弘扬法治精神；
２）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
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

普及率≥８０％；
３）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做到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０２

注：①Ⅲ－６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的标准１）主要考察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是否完善，以及
在行政复议中要求审查的、或者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要求修改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数

量；标准２）中的规范行政行为，主要考察政府部门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
中介组织分开的情况。

②Ⅲ－７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８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３２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４
法制

宣传

教育

与法

律援

助

Ⅱ－５
公民

权益

维护

Ⅲ－１０
法律援

助与服

务

１）设有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或其他法律服务热线；
２）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有机构承担法律援助工作，并有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４２

Ⅲ－１１
市民对政

府保障人

民基本文

化权益的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６８

Ⅲ－１２
维护劳

动者合

法权益

１）相关部门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机制，并制定预警机
制和应急预案；

２）设立畅通的维权举报电话和有效的处理机制；
３）无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材

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３
未成年

人、老

年人、

妇女权

益保护

１）有负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部门；
２）劳动监察机构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查处企业使用童工现象；
３）做好孤残儿童、弃婴救助工作及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有
机构承担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并有经费保证，做好

孤儿福利保障工作，制定落实孤儿供养标准；

４）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２（起／万户）；
５）有机构承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保障妇女基本权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
情形为Ｃ＃。

１）２）４）
５）材料审
核３）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５０

Ⅲ－１４
进城务

工人员

基本权

益保障

１）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
２）对进城务工人员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３）进城务工人员有安全卫生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实
地考察

３４２

Ⅲ－１５
侵犯残疾

人合法权

益事件

（遗弃、

虐待、侮

辱等）投

诉率

＜１５（起／万户） ＜２（起／万户） ≥２（起／万户） 材料审核 ２４５

注：①Ⅲ－１１市民对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满意度，重点了解市民对政府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
品、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其满意度＜５０％为Ｃ＃。

４２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６
基层

民主

政治

Ⅲ－１６
基层党、

群组织

建设

１）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２）整合社区资源，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３）加强社区流动党员管理。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３０２

Ⅲ－１７
社区民

主建设

与管理

１）制定规划，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
２）依法执行社区居委会选举制度，选民参选率≥８０％；
３）社区居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

４）新建居民小区依法实施物业管理，旧居民小区创造条件积
极推行物业管理。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 料 审 核

３）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２８８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７
社会

诚信

Ⅲ－１８
诚信政

府建设

１）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形成社会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
网络，促进政府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２）政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兑现承诺，严守
契约；

３）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内容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０３

Ⅲ－１９
信用体

系建设

１）经常开展集中性的诚信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培养市民诚
信观念和规则意识；

２）建立企业信用供求机制 （包括质量、信贷、税务等）；

３）建立企业与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通过互
联网可免费查询；

４）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网络调
查、 实 地

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０
开展 “百

城万店无

假货”活

动

１）积极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措施具体，社会影

响大；

２）建成全国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仅符合标准２）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

１）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２０８

注：①Ⅲ－１９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２）中的信用供求机制主要指：成立了专门的信用服务机构，可以向社会提
供征信、信用评级、信用培训等信用产品，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信用产品的有效需求，尤其是政府带头使

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员录用中自觉使用信用产品；标准３）中的重点人群主要指：律
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监理工程师、金融产品营销人员等对信用队伍建设有重要影响的人群。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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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８
市场

监管

Ⅱ－９
“窗口”

行业

服务

Ⅲ－２１
打击走私

贩私、假

冒伪劣产

商品

１）形成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
２）无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产商品事件；
３）无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
市场；

４）无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无窝藏和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
和市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其
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０

Ⅲ－２２
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

１）维护公平竞争，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２）审批、执法部门热心为企业服务，无乱摊派等增加企业负
担现象；

３）对公务人员违纪行为坚决惩处。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问卷调
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６８

Ⅲ－２３
“窗口”

行业规范

化服务

１）遵守职业道德，服务标准和程序公开，服务规范，诚信
守法；

２）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随机抽查５个行业 （医疗、商业为必查行业）。５个行业均

符合标准为Ａ；４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Ｂ；３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４
行业风气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５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Ⅲ－２５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体系的学

习宣传

１）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员干部教育以及日
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

过程；

２）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
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３）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
节庆日开展集中性学习宣传活动。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问卷调查

４８０

注：①Ⅲ－２１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产商品的标准１）要求：按照地方政府打假第一责任人的原则，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建立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不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

②Ⅲ－２４行业风气满意度＜５０％为Ｃ＃。

６２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Ⅱ－１１
国民

教育

Ⅲ－２６
道德实

践

１）倡导并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基本道德
规范，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２）提炼出城市精神，并为广大市民熟知；
３）设立市、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正常开展活动；
４）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拓展革命传统教育新阵地，制定加强红色
旅游工作的意见或办法，加大革命景区、景点建设管理力度，

加强红色旅游宣传和推介工作，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问卷

调查 ３）实
地考察 ４）
材料审核

４８０

Ⅲ－２７
形势政

策与国

情教育

１）建立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
２）开展多种形式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 （包括中国革命史）

教育、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

３）形势政策与国情教育师资队伍落实，阵地有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８８

Ⅲ－２８
市民教育

１）制定、宣传市民文明守则等文明规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２）≥８０％的街道建立市民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３）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２９
优秀传

统文化

教育

１）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并形成
制度；

２）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３）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等全民读书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０８

Ⅲ－３０
民族团

结进步

１）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
３）无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８８

Ⅲ－３１
人均教育

经费支出

＞４２０（元） ＞１６５（元） ≤１６５（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注：①Ⅲ－２６道德实践标准３）中的能正常开展活动指：市、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征集和保护文物、改
进陈列方式、精心组织活动、加强内部管理、树立服务意识等方面作出成绩，能根据未成年人特点，丰

富展示内容，配备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讲解词，未成年人集体参观时进行义务讲解；政府投资兴建的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建筑、遗址类的除外）免费向社会开放。

②Ⅲ－３０民族团结进步标准１）中的创建活动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和评选表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模范集体及模范个人；标准２）中的服务体系建设指：对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
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引导和帮助；标准３）无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由省 （区、市）民 （宗）委 （厅、局）审定。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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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１
国民

教育

Ⅱ－１２
文化

事业

与文

化产

业发

展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Ⅲ－３２
义务教

育均衡

发展

１）按照国家办学标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标
准化；

２）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有具体的扶持弱校的措施；
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管理；
４）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３
学校管理

１）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
费专项检查，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制度；

２）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校园意外伤害事件应急管理
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３）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８

Ⅲ－３４
文化事业

１）对文化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２）公共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实现向社
会免费开放；

３）定期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
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３）或标准
１）、２）、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 ３）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５
文化产业

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
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６
经常参

加文体

活动人

数的比

例

＞６０％ ＞５０％ ≤５０％ 问卷调查 １９９

注：①Ⅲ－３４文化事业标准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②Ⅲ－３５文化产业的标准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是指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要求需转企改制的国有经营性文化
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是指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同在职职工签订企业劳

动合同并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标准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是指９５％以上有线电视用户转换为有线
数字电视用户；标准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统计口径为城市城区人口。

③Ⅲ－３６经常参加文体活动人数的比例指：每周参加文体活动 （包括体育锻炼）３次以上、每次３０分钟
以上的人数 （含在校学生）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由于该项测评内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所

以该项测评内容以问卷调查中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占问卷样本总数的比例来计算。

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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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Ⅲ－３７
体育设

施与体

育活动

１）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２）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５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良好；

３）建立市、区、街道各级体育组织并经常开展活动，每千人
拥有２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８
公共图

书馆

１）市辖区域内有面向社会的二级以上图书馆，馆内能够提供
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服务；

２）建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
３）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覆盖
率１０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１８８

Ⅲ－３９
群众艺术

馆 （文化

馆）、社

区文化活

动场所

１）市 （或市辖区域内）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为一级馆；所

属各区文化馆１００％达到三级馆以上标准，其中６０％以上
为二级馆；

２）市 （或市辖区域内）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为二级馆，所

属各区文化馆９０％达到三级馆以上标准，其中４０％以上为
二级馆；

３）群众艺术馆 （文化馆）建立并实施群众文化辅导员进社区、

包片辅导制度；

４）每个街道都有综合性多功能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坚持长
期向社区居民开放，正常开展活动。

符合标准１）、３）、４）为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材料审
核、 实 地

考察

１９４

Ⅲ－４０
国家档

案馆

１）市档案馆为国家一级档案馆；
２）所属各区档案馆３０％为国家二级以上档案馆。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１６８

Ⅲ－４１
文化遗

产保护

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有效
落实文物工作 “五纳入”规定；

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代表性传承人；
３）物质文化遗产定期维护，保存完好率≥９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０６

注：①Ⅲ－３７体育设施与体育活动的标准１）指：市、区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

５项），每年１次以上；市、区各级政府组织的单项型体育活动市级每年５次以上，区级每年３次以上；
标准３）中 “每千人”以户籍人口计算。

②Ⅲ－３８公共图书馆的标准３）中的乡镇指：建成区范围内的乡镇。

③Ⅲ－４１文化遗产保护标准１）中的 “五纳入”指：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

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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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４
科学

普及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Ⅲ－４２
科普设

施、科

普队伍

１）市辖区域内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或科普场馆；
２）≥８０％的街道、乡镇有科普活动场所，经常开展活动；
３）定期开展全市性科普志愿者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４３
科普宣

传、科

普活动

１）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科普宣传栏目、节目；
２）市政府网站设有科普网页；
３）围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举办全市性科普教育

活动≥３次／年，确保科普活动经费。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网络调

查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２１７

Ⅲ－４４
公共场

所道德

１）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
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２）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
标识；

３）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文
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戏吵闹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４２８

Ⅲ－４５
文明交通

１）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制订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明确部门职责，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２）交通守法率达标；
３）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机动车让行斑马线，无闯红灯、乱
穿马路现象；

４）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４项标准为 Ｂ；符合３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实地
考察

４１８

Ⅲ－４６
公共设

施维护

１）已设的公用电话、邮箱、报栏、座椅、窨井等公共设施无
人为弄脏、损坏现象；

２）已设的公共设施功能完好，能正常使用。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２６５

Ⅲ－４７
人际关系

１）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
儿者主动让座；

２）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询问；
３）单位劳动关系和谐，社区人际关系融洽。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３０１

注：①Ⅲ－４３科普宣传、科普活动的标准３）中的确保科普活动经费指：科普专项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
算，并明显高于同等地区的平均水平，老少边穷地区最低不能低于人均０５元 （年科普工作经费不得少

于８万元）；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重大主题科普活动另有专项财政经费保障。
②Ⅲ－４５文明交通的标准２）指：（１）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９８％，（２）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８５％，
（３）主干道行人守法率＞８０％，（４）主干道违章停车率≤２辆／５公里；（５）城市快速路机动车无占用
应急车道行驶现象。以上五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

③Ⅲ－４７人际关系的标准３）中的材料审核，主要审核 “单位劳动关系和谐”，要求劳动合同签约率为１００％。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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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４８
见义勇为

１）鼓励市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２）宣传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与集体；
３）市民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赞同与支持率≥９０％；
４）无造成恶劣影响的见死不救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３）、４）或标准
２）、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
内容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３）问卷调
查

３７５

Ⅲ－４９
慈善捐助

１）有各类慈善组织，有慈善超市和接收捐助的站点等专门的
慈善捐助机构，专款专用；

２）有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特殊困难人群普遍得到救助；
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活动，形成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２）３）材
料审核

２５８

Ⅲ－５０
志愿服

务领导

体制

１）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

见》，建立了志愿服务领导体系和协调机制；

２）制定鼓励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
３）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建立社会化、多渠道的志愿服务
筹资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８０

Ⅲ－５１
志愿者队

伍建设

１）建立市民广泛参与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２）建立全市性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
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８％；

３）宣传表彰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５２
志愿服

务活动

１）组织开展中央文明办安排部署的重点志愿服务活动；
２）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３）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或１）、３）为
Ｂ；仅符合标准１）或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２０

Ⅲ－５３
公益活动

１）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帮扶活动；
２）市民种绿、护绿等公益活动参与率≥７０％；
３）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或千人口献血人次
＞１００；

４）市民对捐献骨髓、器官等行为的认同率≥５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４）
问卷调查

３００

注：①Ⅲ－５２志愿服务活动标准１）中的活动主要指：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
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标准２）中的活动主要指：党员、学生、职工、青年、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文化、科普、环保、卫
生、治安、红十字会、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②Ⅲ－５３公益活动标准３）中的献血人次指：每献血２００毫升折算为１人次。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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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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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５４
培育并

推出道

德模范

１）培育并推出道德模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２）社会各界对评选表彰结果的认同率≥８０％；
３）制定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的办法，结合本地实际给予道
德模范崇高社会礼遇，形成长效机制；

４）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群众通过网络等
渠道广泛推举好人好事，不断有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料审核

２）问卷调
查

４８０

Ⅲ－５５
学习宣

传道德

模范

１）运用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崇尚、争当、关爱道

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２）在社区、企业、机关、学校、村镇等城乡基层单位组织开
展巡讲、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３）市民对本市道德模范的知晓率≥８０％；
４）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以互动交流、文艺
再现等方式宣传道德模范和 “中国好人榜”好人的感人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４２０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７
网吧

整治

Ⅱ－１８
网络

环境

Ⅲ－５６
监督管理

１）建立网吧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认真执行网吧管理制度，严
厉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落实网吧社会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网吧监督员，并提供必
要经费支持；

３）建立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切实发挥监管作用；
４）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达到１００％，防范淫秽色情等违
法有害信息在网吧传播；

５）加强网吧行业自律。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３

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２６

Ⅲ－５７
经营秩序

１）严格控制网吧总量，调整存量，优化结构，推动网吧经营
连锁化；

２）建立网吧实名上网登记核查制度，网吧在显著位置设置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不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３）建立查处 “黑网吧”联动机制，坚决取缔 “黑网吧”；

４）市民对本地网吧行业形象的满意度≥７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实 地 考 察

４）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５８
净化网络

１）有效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电信企业和网络服务企业的管理，
深入开展打击互联网及移动多媒体淫秽色情和低俗之风专

项整治行动，防止传播低俗内容；

２）加强对本地网络视听节目的管理；
３）加强对本地医疗卫生和药品信息服务网站的监管，清理打击
各类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８８

注：①Ⅲ－５６监督管理的标准３）中的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要求覆盖到各个网吧，监控设备完好，能实时
监控网吧是否接纳未成年人，监管记录完善。

②Ⅲ－５８净化网络的标准３）中的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主要指各类性爱网，以及未经审批或违法违规
发布性药品、性用品、性病治疗广告的网站。

２３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８
网络

环境

Ⅱ－１９
荧屏

声频

净化

Ⅱ－２０
出版

物市

场和

校园

周边

环境

Ⅲ－５９
发挥社

会力量

作用

１）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
２）互联网企业要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开
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３）组织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网络监督；
４）在网吧、学校、家庭、社区大力推广绿色上网软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６０
节目监控

１）建立健全严格的节目审查制度和节目播出程序，有高素质
的节目审查人员队伍；

２）加强对市属广播电视综艺类、情感类、法制类、选拔类、
谈话类节目的管理，有效遏制低俗媚俗之风；

３）市属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没有不宜于未成年人收听观看的广
播剧、影视剧、影视动画片和纪实电视专题节目。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网 络 （媒

体）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１
广告整治

１）建立健全广告刊播审查制度，有明确具体的广告审查细则；
２）及时清理含有不良内容及提供不良服务的各类短信、声讯
服务广告和电视点播节目；

３）市属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在本地注册的网站上没有
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２５６

Ⅲ－６２
出版物

管理

１）加强对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物以及印刷、复制
企业的管理；

２）坚决打击无证照经营出版物的行为；
３）形成 “扫黄打非”长效机制；

４）未发生非法出版、制黄贩黄、侵权盗版等恶性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仅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４）
材料审核

４０８

Ⅲ－６３
校园周边

环境治理

１）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
２）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
３）加强对中小学校周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
和商业网点的管理；

４）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
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
实地考察

４２８

注：①Ⅲ－６０节目监控的标准３）指在每晚２３：００以前不能播放含有展示暴力、凶杀、恐怖等内容的影视剧、
纪实电视专题节目；无播出不良广播电视节目而受国家、省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通报的情况。

②Ⅲ－６２出版物管理的标准１）指正规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单位无违法、违规出版行为；正规
印刷、复制企业无印刷、复制侵权盗版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正规图书、音像、报刊等出版物经营

场所无销售侵权盗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标准２）指无非法印刷、复制企业；无非法经营出版物门店；
无出售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物的游商、地摊；标准３）指具有 “扫黄打非”专门机构、人员、经费；建

立 “扫黄打非”案件举报、奖励制度；建立 “扫黄打非”重大案件协调督办机制。

③Ⅲ－６３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的标准３）指中小学校园周边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
物销售；中小学校园周边２００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６００
米内无彩票专营场所。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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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２１
文化

产品

和文

化服

务

Ⅲ－６４
文化产

品生产

推介

１）鼓励扶持优秀少儿歌曲、音乐、舞蹈、动漫、网络游戏、
影视片、出版物等文艺产品的创作生产；

２）积极宣传推介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
３）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
网络化传播。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５
活动阵

地建设

１）所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青少年免
费开放；

２）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
的经营性活动；

３）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转、维护和开展公益性活动的经
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４）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建设公益性电子阅
览室，坚持规范管理，对未成年人开放。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材 料

审核

３５９

Ⅲ－６６
少儿频率

频道建设

１）做好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省级电视台少儿频道落地工作；
２）市属电台、电视台开设少儿栏目；
３）市属电台、电视台在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积极支持少
儿节目的生产制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

１）２）材料
审核、网络

（媒体）调

查３）材料
审核

２１７

Ⅰ－６
舒适

便利

的生

活环

境

Ⅱ－２２
经济

发展

方式

Ⅲ－６７
人均ＧＤＰ
水平

高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等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低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６８
单位ＧＤＰ
能耗

低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等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高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６９
第三产业

贡献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大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等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小

于ＧＤＰ增长率
材料审核 １８８

Ⅲ－７０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高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等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低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注：①Ⅲ－６５活动阵地建设的标准１）中公益性文化设施包括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博物馆 （院）、展

览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文化馆

（站）、文化宫 （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体育场 （馆）等；标准２）、３）中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
指：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益性活动场

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指：不少于８０％的时间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指：对
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体活动以及特

专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②Ⅲ－６７、Ⅲ－７０中的同类城市指：除地级省会城市以外的所有地级城市。
③Ⅲ－６７人均ＧＤＰ水平，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６９第三产业贡献率，该项测评内容主要通过第三产业增长率与 ＧＤＰ增长率之间的比较来反映。所
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⑤Ⅲ－７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４３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２
经济

发展

方式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Ⅲ－７１
研发（Ｒ＆Ｄ）
经费支出

占ＧＤＰ比
重

Ⅲ－７２
国际互联

网用户普

及率

Ⅲ－７３
无障碍

设施

Ⅲ－７４
道路名称

与主干道

设施

Ⅲ－７５
街巷基

础设施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６％ ≤０６％

＞４２％ ＞４０％ ≤４０％

＞３８％ ＞３５％ ≤３５％

１）城市主要道路设有无障碍设施；
２）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３）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主干道路名称、公共图形标志规范，设置合理，用字规范，
符合国家标准；

２）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毁坏现象，路面无明显坑洼积水；
３）自行车道连续、平整、畅通，无损坏、被占用现象；
４）人行道平整畅通，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无损坏、被占
用现象，主干道装灯率１００％，亮灯率９９％；

５）主干道上行人过街、机非分离、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完善。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开展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建设工作；
２）街巷道路路面硬化，无明显坑洼积水；排水设施完善；
３）路灯无破损，功能完好；
４）各项基础设施功能完好，确保人身安全。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１５６

材料审核 １５６

实地考察 １９８

１）２）３）
５）实地考
察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１８

１）材料审
核、实地考

察２）３）４）
实地考察

２６５

注：①测评内容后面有标志的为调节指标。调节指标的评价标准从上至下，依次为东部城市、中部和东北部
的城市、西部城市的标准。如果没有标明中部和东北部的标准，中部和东北部则按东部标准测评。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东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

②Ⅲ－７１研发经费统计范围主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
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③Ⅲ－７２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的计算方法：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总户数 （万户） ×１００％ （以

户籍人口计算），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７３无障碍设施的标准１）指：主干道、市区商业街、人行道口、公交站点等地的步行道设有无障碍
设施；标准２）指：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医疗与交通建筑、学校与园林建筑、为残疾
人和老年人服务的福利院所、室外公共厕所等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⑤Ⅲ－７５街巷基础设施的标准１）中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均视为达标。“数字化城
市管理模式正在建设”指：按照行业标准，已经建立相应组织机构，完成项目招标，并制定了相应的制

度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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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Ⅱ－２４
公共

场所

秩序

Ⅲ－７６
万人拥有

公共汽

（电）车

数量及城

市公共交

通分担率

Ⅲ－７７
公交站

点布局

Ⅲ－７８
主要大街

和重点地

区面貌

Ⅲ－７９
交通秩

序与管理

＞８（标台） ＞６（标台） ≤６（标台）

＞１５％ ＞１０％ ≤１０％

１）公交站点分布合理，方便乘客换乘；
２）斑马线、隔离栅栏设置科学，方便乘客上下车、过马路；
３）市民对公交站点布局与交通便捷的满意度≥６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无违章搭建现象，门前责任制落实到位；
２）无违规违章占道经营现象，卫生状况良好；
３）无盯人拉客、散发小广告现象；
４）无乱张贴、乱涂写、乱设广告牌和单位铭牌现象。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１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交通事故死亡率≤年度控制目标；
２）交叉路口阻塞率≤２％；
３）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
４）交通秩序管理良好。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１）２）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０８

实地考察 ３２８

１）材料审
核 ２） 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实 地

考察

４５０

注：①Ⅲ－７６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及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中的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的数据，

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②Ⅲ－７７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１）中的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要求：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２５％，
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半径覆盖率≥４０％；路口监控设备设置率 ＞４０％，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利用率 ＞３５％。公
交与公交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便捷。

③Ⅲ－７９交通秩序与管理的标准１）中的年度控制目标指：各省安委会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要求，对各市
下达的万车事故死亡率的控制目标；标准２）的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
查验证；标准４）要求规范化停车率＞８５％，社会停车场利用率 ＞９５％，标线施划率 ＞９０％，标志设置
率＞９块／公里，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率 ＜３００米，路口灯控率 ＞７５％，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设置率≥９９％。
以上七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查验证。

６３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５
医疗

与公

共卫

生

Ⅱ－２６
人口

与生

活质

量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８０
社区卫

生服务

机构

１）每３－１０万居民或每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至少拥有１个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

２）≥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
３）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２８

Ⅲ－８１
经营性

公共场

所卫生

１）经营性公共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２）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３）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
随机抽查５处。５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４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３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０８

Ⅲ－８２
饮用水

卫生

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按规定划分保护区，水质达标；
２）供水单位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管理规范；
３）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４）供水单位和卫生部门对水质的检测结果合格。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３）４）
实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８３
出生政策

符合率

＞９３％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８４
平均预

期寿命

＞７４（岁） ＞７３（岁） ≤７３（岁）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８５
恩格尔

系数

＜３８％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２％ ≥４２％
材料审核 １６５

Ⅲ－８６
社会救

助体系

建设

１）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２）建立健全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３）建立完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６８

Ⅲ－８７
社会保险

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８

注：①Ⅲ－８１经营性公共场所卫生的标准２）和Ⅲ －８２饮用水卫生的标准３）中的 “五病”指：痢疾、伤寒、

甲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

②Ⅲ－８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标准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实现应保尽保，正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费；（２）最低生活保障线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③Ⅲ－８７社会保险参保计划完成率，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给各省区市有关年度社会保险参
保计划来统计；社会保险参保主要统计：养老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工伤保

险参保率、生育保险参保率五项内容。

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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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８８
城镇登记

失业率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１７

Ⅲ－８９
零就业家

庭占家庭

总数的比

例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２６

Ⅲ－９０
住房保

障制度

１）住房保障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符合规范化管理要求；
３）完成省级政府分解、下达的住房保障目标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３８８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Ⅲ－９１
安全保障

１）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要害部位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系统，并
有明显标志；

２）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完好率达到１００％；
３）社会面、重点单位及社区物防、技防、人防、消防水平符
合安全要求；

４）社区警务室建设和治安辅助力量配备到位，并充分发挥
作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３）
实地考察

３５９

Ⅲ－９２
食品安全

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效生产经营证照，对小作坊、小
摊点等监管规范有序；

２）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单位量化
分级管理覆盖率≥９５％；

３）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４）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食品
安全事故及时查处，无漏报、瞒报情况；

５）预防并及时查处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４）、５）或标
准２）、３）、４）、５）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４）
５）材料审
核３）实地
考察、问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３
药品安全

１）严格实施药品经营许可制度，规范药店经营行为，没有无
证经营药品的现象；

２）开展社区用药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用药知识水平，自觉抵
制假劣药品；

３）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社区管理，有效遏止在社区利用各种
方式兜售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 “健康产品”的

情况；

４）街道建立安全协查制度，配有药品安全协管信息员；
５）公布举报电话，问题药品得到及时查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５）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５）实地
考察２）３）
问卷调查４）
材料审核

３５９

注：①Ⅲ－８８城镇登记失业率、Ⅲ－８９零就业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８３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Ⅱ－２９
社会

治安

Ⅲ－９４
突发公

共事件

应急处理

１）建立减灾、防灾、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开展社区减灾、防灾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预案；

２）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严格执行事件报告、通
报和信息发布制度；

３）建立并实行突发公共事件领导问责制；
４）市民对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料审核

４）问卷调
查

３８８

Ⅲ－９５
安全生产

１）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诚信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
２）加强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制度环境；

３）全面开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任务；

４）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
５）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
控制指标以内。

符合上述标准１）、２）、３）且３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３）且２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Ｂ；符
合标准１）、２）、３）且１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Ｃ；其余情
形为Ｃ＃。

１）３）４）
５）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８０

Ⅲ－９６
治安管理

１）加强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服务管理；

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 “两抢一盗”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成效明显；

３）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效显著；
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５）黑恶势力犯罪得到及时、有效打击；
６）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和违法网站能够得到及时处置。

符合上述６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５）、６）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５）６）材料
审核 ４）问
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７
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

１）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保
障有力；

２）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的实绩纳入干部任期目标；

３）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优势，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注：①Ⅲ－９５安全生产的标准２）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指：（１）加强法制体制机制建设；（２）加强安
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标准３）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指：（１）
执法行动；（２）治理行动；（３）宣传教育行动；标准５）中达标的标准是指省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

②Ⅲ－９６治安管理的标准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得到
有效遏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传销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积极开展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选择正

确投资渠道，远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９３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９
社会

治安

Ⅱ－３０
社会

稳定

Ⅲ－９８
基层综

治工作

１）镇街综治办、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综治基层组织健全，
能充分发挥作用；

２）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治保会、调委会等群防群治队伍，并
充分发挥作用；

３）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集中排查整治治安重点
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４）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实 地

考察

４０３

Ⅲ－９９
邪教活

动得到

有效控制

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发生；

２）每年开展全市性的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３）把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８８

Ⅲ－１００
群众安

全感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４３８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１
城市

绿化

Ⅲ－１０１
建成区

绿化覆

盖率

Ⅲ－１０２
建成区

绿地率

Ⅲ－１０３
人均公

园绿地

＞３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８（平方米） ＞６（平方米） ≤６（平方米）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１９２

材料审核 １７５

注：①Ⅲ－９９邪教活动得到有效控制的标准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指：无邪教人员进京或在当

地规模性聚集滋事案件、无邪教人员插播广播电视案件、无邪教人员张贴喷涂书写悬挂反动标语和散发

反宣品重大案件、无邪教人员自杀自残等影响恶劣的极端事件。

②Ⅲ－１００群众安全感＜５０％为Ｃ＃。

③Ⅲ－１０１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１０３人均公园绿地，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０４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Ⅲ－１０４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和危险

废弃物的

处置

Ⅲ－１０５
城市污水

处理率

Ⅲ－１０６
环境保

护投资

指数

Ⅲ－１０７
城市空

气质量

Ⅲ－１０８
工业企

业污染

防治

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８５％；
２）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３）医疗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８０％ ＞７５％ ≤７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３１０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１）重点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率≥９０％；
２）国控重点工业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确保其
正常运行，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３）全市完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
４）“双超”、“双有”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省级环
保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６

材料审核 ２６５

材料审核 ３６９

材料审核 ３７５

材料审核 ３４５

注：①Ⅲ－１０４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获取。

②Ⅲ－１０５中的数据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获取。

③Ⅲ－１０６、Ⅲ－１０７、Ⅲ－１０８、Ⅲ－１０９、Ⅲ－１１０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中获取。

④Ⅲ－１０７城市空气质量中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指全年ＡＰＩ＜１００（空气污染指数低于或等于１００）的天数；
主要污染物指ＰＭ１０、ＳＯ２和ＮＯ２。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２５６天或主要污染物年日均值不满足国家二级标
准的为Ｃ＃。

⑤Ⅲ－１０８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标准１）、２）中 “重点企业”指环境统计中 “重点调查工业企业”；３）完
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指：完成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淘汰类） （２００５）》中的具体要求；４）
中的 “双超”、“双有”企业是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

质的企业。环保部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 ［２０１０］５４号）附件一 《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列行业的企业全部为 “双有”企业；“其余情形为Ｃ＃”中的 “其余情

形”包括被国家环保部门通报双挂牌督办或区域限批的为Ｃ＃。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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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Ⅱ－３３
土地

资源

管理

Ⅲ－１０９
区域环境

噪声平均

值和交通

干线噪声

平均值

１）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６０ｄＢ（Ａ）；
２）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７０ｄＢ（Ａ）。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１０
城市水

环境功

能区水

质达标率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１１
公众对城

市环保的

满意率

＞７５％ ＞７０％ ≤７０％ 材料审核 ４２８

Ⅲ－１１２
节能减排

１）建立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
２）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节能任务；
３）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减排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２０

Ⅲ－１１３
耕地、林

地保护

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２）基本农田数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３）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
４）单位建设用地ＧＤＰ增幅高于城市ＧＤＰ增幅；
５）征占用林地定额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１４
土地利

用秩序

１）国土资源管理规范，土地利用秩序良好；
２）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５％；

３）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１０％。
符合标准１）、２）为 Ａ；符合标准１）、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６

注：①Ⅲ－１１０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８０％或市辖区有劣Ｖ类或黑臭水体的为Ｃ＃。

②Ⅲ－１１１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５０％为Ｃ＃。该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每年一次的公众调查统计数据。

③Ⅲ－１１３耕地保护中的标准１）、标准２）中的规划指标指：根据依法批准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
相关指标；标准３）中的计划指标指：上级下达的城市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数据来源为城市的年度土地
变更调查中获取的数据。

２４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４
组织

领导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１５
领导重视，

文明委指

导协调

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创建文明城市的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指标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考核；

２）各级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

体的保障措施，能有效指导、协调创建工作；

３）落实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明确，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４）文明办能结合实际，完成中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１２

Ⅲ－１１６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

１）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以及重大事
件，组织开展各种主题的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形成长

效机制；

２）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运用
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大

兴文明礼仪之风；

３）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大兴读书

学习之风；

４）开展 “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普

及节约能源资源理念，纠正奢侈浪费现象，大兴勤俭节约

之风。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４０８

Ⅲ－１１７
创建文

明社区

１）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制定创建文明社
区活动管理办法，对文明社区实行动态管理；

２）科教、文体、法律、卫生进社区活动覆盖率达８０％以上；
３）扎实开展多种形式的邻里互助、社区联谊活动，促进社区
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问卷
调查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问

卷调查

３１２

Ⅲ－１１８
创建文

明单位

１）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

２）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投入保障、检查考核、激励约束等创
建工作机制；

３）通过群众评议、媒体舆论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文明单位
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动态管理；

４）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１９
创建文

明家庭

１）开展全市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对文明家庭实行动态管理；
２）家庭美德的知晓率≥８０％；
３）区级以上 （含区级）文明家庭的比例≥２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２８０

Ⅲ－１２０
运用网

络开展

创建活动

１）开办精神文明建设专门网站，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成为
全国文明网联盟成员；

２）积极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３）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３１２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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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Ⅱ－３６
创建

管理

Ⅲ－１２１
创建工

作氛围

１）注重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坚持开展学习先进活动；
２）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或专栏；
３）主要公共场所设有大型宣传创建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公益性
广告，数量≥广告总数的２０％；公共场所广告、招牌等用
字规范，内容健康；

４）街道、社区的宣传栏定期刊登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网络
调查 ３）４）
实地考察

３５０

Ⅲ－１２２
市民对创

建工作的

支持率

＞８０％ ＞７０％ ≤７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１２３
以城带乡，

联动发展

１）落实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和措施，形成以城带乡的长效
机制；

２）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投入逐年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３）各相关职能部门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列入

经常化的工作；

４）组织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开展创建活动；
５）支持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文明集市和文化
广场建设活动，成效明显。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３）
４）材料审
核５）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０３

Ⅲ－１２４
管理制度

１）明确各类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实施办法和长效管理措施；
２）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
３）创建文明城市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９８

Ⅲ－１２５
监督

制度

１）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创建工作，并按规定办理
相关的议案、提案；

２）采取多种形式让群众了解创建工作情况，有市民巡访、听
证会等形式的群众监督机制；市民反映创建问题的渠道畅

通，并能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３）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曝光。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６５

Ⅲ－１２６
投入

机制

１）地方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
２）认真执行文化经济政策，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元投入
机制；

３）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２

注：①Ⅲ－１２２市民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５０％为Ｃ＃。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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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指 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测 评 内 容 测评标准
测评

方法

１
创建工作

集中宣传

创建文明城市先进经验作为重大典

型在全国集中宣传过

创建工作经验在全国集中宣传过得２分，
没有宣传过不得分。

材料审核

２ 工作创新 创建工作有创新，有成效

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主要
新闻媒体进行集中宣传的先进经验，

每项加０５分；
２）中央文明办在当地召开过专门会议
进行 推 广 的 先 进 经 验，每 项 加

０５分。
该项目累计最高不超过２分。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分，６项
以上 （包括６项）得６分。

材料审核

４
城市整体

形象

建筑布局，市容环境，社会氛围，

市民精神面貌

１）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
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

等造型美观实用，标牌广告用字规

范，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

美的享受；

２）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
祥和；

３）街道、车站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和农贸市场等卫生整洁有序；

４）市民为人和善，精神面貌良好。
以上每项标准０５分，共２分。

整体观察

问卷调查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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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县级城市

基 本 指 标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
干部

学习

教育

Ⅲ－１
理论宣

传与干

部教育

１）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作为思想理论建
设第一位的任务，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有计划、有措施；

２）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科学发
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３）干部理想信念、从政道德教育形成制度；
４）定期对干部进行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
面知识与综合素质培训。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Ⅲ－２
学习型

党组织

建设

１）切实加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按照分层分类推进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意见；

２）党委中心组坚持理论学习，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要求，推进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

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落实集体学
习、个人学习、岗位培训、主题教育、学习考核等要求；

４）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

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５０

Ⅲ－３
创先争

优活动

１）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精心设计务实管用的活动载体，

分类提出具体要求；

２）通过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等多种形
式，吸引广大党员参与，扎实推进活动；

３）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构建党委
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

指导的工作机制；

４）发挥新闻媒体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方面作用，宣传先
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注：①申报前１２个月内，市委、市政府领导３人以上 （含３人）集体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
务环境”这一测评项目为０分；市委、市政府领导１－２人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这一测评项目扣３分。

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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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２
政务

行为

规范

Ⅱ－３
勤政

廉政

的满

意度

Ⅲ－４
建立科

学民主

决策制度

１）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实行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

２）实行决策责任制、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制；
３）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２８

Ⅲ－５
政务公开

１）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编制政务公开的目录；
２）利用政府网站有效开展公共服务，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３）有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有为市民服务的热线电话、
邮箱、ＱＱ等联系方式，并有有效的回复处理机制。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８８

Ⅲ－６
依法行政，

加强监督

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２）规范行政行为、行政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执法单位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正、文明执行公务；

３）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处理有关违规行政的投诉；
４）各级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５）各级政府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８

Ⅲ－７
群众对党

政机关行

政效能的

满意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８
群众对反

腐倡廉工

作的满意

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７５

注：①ＩＩＩ－６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的标准１）主要考察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是否完善，以及
在行政复议中要求审查的、或者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要求修改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数

量；标准２）中的规范行政行为，主要考察政府部门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
中介组织分开的情况。

②ＩＩＩ－７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ＩＩＩ－８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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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４
法制

宣传

教育

与法

律援

助

Ⅱ－５
公民

权益

维护

Ⅲ－９
法制宣

传教育

１）积极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弘扬法治精神；
２）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
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

普及率≥８０％；
３）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做到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０２

Ⅲ－１０
法律援助

与服务

１）设有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或其他法律服务热线；
２）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有机构承担法律援助工作，并有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４２

Ⅲ－１１
市民对政

府保障人

民基本文

化权益的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６８

Ⅲ－１２
维护劳

动者合

法权益

１）相关部门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机制，并制定预警机
制和应急预案；

２）设立畅通的维权举报电话和有效的处理机制；
３）无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材

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３
未成年人、

老年人、

妇女权益

保护

１）有负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部门；
２）劳动监察机构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查处企业使用童工现象；
３）做好孤残儿童、弃婴救助工作及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有
机构承担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并有经费保证，做好

孤儿福利保障工作，制定落实孤儿供养标准；

４）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２（起／万户）；
５）有机构承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保障妇女基本权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
情形为Ｃ＃。

１）２）４）
５）材料审
核３）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５０

Ⅲ－１４
进城务工

人员基本

权益保障

１）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
２）对进城务工人员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３）进城务工人员有安全卫生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实
地考察

３４２

注：①Ⅲ－１１市民对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满意度，重点了解市民对政府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
品、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其满意度＜５０％为Ｃ＃。

８４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５
公民

权益

维护

Ⅱ－６
基层

民主

政治

Ⅲ－１５
侵犯残疾

人合法权

益事件

（遗弃、

虐待、侮

辱等）投

诉率

＜１５（起／万户） ＜２（起／万户） ≥２（起／万户） 材料审核 ２４５

Ⅲ－１６
基层党、

群组织

建设

１）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２）整合社区资源，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３）加强社区流动党员管理。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３０２

Ⅲ－１７
社区民

主建设

与管理

１）制定规划，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
２）依法执行社区居委会选举制度，选民参选率≥８０％；
３）社区居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

４）新建居民小区依法实施物业管理，旧居民小区创造条件积
极推行物业管理。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 料 审 核

３）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２８８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７
社会

诚信

Ⅲ－１８
诚信政

府建设

１）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形成社会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
网络，促进政府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２）政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兑现承诺，严守
契约；

３）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为Ｃ
【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内容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０３

Ⅲ－１９
信用体

系建设

１）经常开展集中性的诚信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培养市民诚
信观念和规则意识；

２）建立企业信用供求机制 （包括质量、信贷、税务等）；

３）企业与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建设，纳入主
管市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中；企业和重点人群的不

良信用信息及时上传；

４）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网络调
查、 实 地

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０
开展 “百

城万店无

假货”活

动

１）积极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措施具体，社会影

响大；

２）建成全国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店。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仅符合标准２）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２０８

注：①Ⅲ－１９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２）中的信用供求机制主要指：政府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
员录用中自觉使用信用产品，同时，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信用产品的有效需求；标准３）中的重点人群主要指：
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监理工程师、金融产品营销人员等对信用队伍建设有重要影响的人群。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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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８
市场

监管

Ⅱ－９
“窗口”

行业

服务

Ⅲ－２１
打击走私

贩私、假

冒伪劣产

商品

１）形成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
２）无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产商品事件；
３）无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
市场；

４）无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无窝藏和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
和市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其
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０

Ⅲ－２２
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

１）维护公平竞争，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２）审批、执法部门热心为企业服务，无乱摊派等增加企业负
担现象；

３）对公务人员违纪行为坚决惩处。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问卷调
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６８

Ⅲ－２３
“窗口”

行业规

范化服

务

１）遵守职业道德，服务标准和程序公开，服务规范，诚信
守法；

２）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随机抽查５个行业 （医疗、商业为必查行业）。５个行业均

符合标准为Ａ；４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Ｂ；３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４
行业风气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５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Ⅲ－２５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体系的学

习宣传

１）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员干部教育以及日常工
作学习生活中，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２）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
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３）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
节庆日开展集中性学习宣传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问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２６
道德实践

１）倡导并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基本道德
规范，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２）提炼出城市精神，并为广大市民熟知；
３）设立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正常开展活动；
４）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拓展革命传统教育新阵地，制定加强红色
旅游工作的意见或办法，加大革命景区、景点建设管理力度，

加强红色旅游宣传和推介工作，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问卷

调查 ３）实
地考察 ４）
材料审核

４８０

注：①Ⅲ－２１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产商品的标准１）要求：按照地方政府打假第一责任人的原则，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建立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不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

②Ⅲ－２４行业风气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２６道德实践标准３）中的能正常开展活动指：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征集和保护文物、改进陈列方式、
精心组织活动、加强内部管理、树立服务意识等方面作出成绩，能根据未成年人特点，丰富展示内容，配备专

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讲解词，未成年人集体参观时进行义务讲解；政府投资兴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建筑、

遗址类的除外）免费向社会开放。

０５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Ⅱ－１１
国民

教育

Ⅲ－２７
形势政

策与国

情教育

１）建立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
２）开展多种形式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 （包括中国革命史）

教育、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

３）形势政策与国情教育师资队伍落实，阵地有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８８

Ⅲ－２８
市民

教育

１）制定、宣传市民文明守则等文明规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２）≥８０％的街道建立市民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３）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２９
优秀

传统

文化

教育

１）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并形成
制度；

２）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３）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等全民读书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０８

Ⅲ－３０
民族

团结

进步

１）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
３）无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８８

Ⅲ－３１
人均教育

经费支出

＞４００（元） ＞１５０（元） ≤１５０（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３２
义务

教育

均衡

发展

１）按照国家办学标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标
准化；

２）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有具体的扶持弱校的措施；
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管理；
４）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３
学校

管理

１）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
费专项检查，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制度；

２）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校园意外伤害事件应急管理
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３）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８

注：①Ⅲ－３０民族团结进步标准１）中的创建活动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和评选表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模范集体及模范个人；标准２）中的服务体系建设指：对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
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引导和帮助；标准３）无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由省 （区、市）民 （宗）委 （厅、局）审定。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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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２
文化

事业

与文

化产

业发

展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Ⅲ－３４
文化

事业

１）对文化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２）公共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实现向社
会免费开放；

３）定期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
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３）或标准
１）、２）、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 ３）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５
文化

产业

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
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６
经常参加

文体活动

人数的比

例

＞５０％ ＞４０％ ≤４０％ 问卷调查 １９９

Ⅲ－３７
体育设

施与体

育活动

１）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２）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５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良好；

３）建立市、街道各级体育组织并经常开展活动，每千人拥有２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８
公共图

书馆、

档案馆

１）市辖区域内有面向社会的三级以上图书馆，馆内能够提供
盲文及盲人有声读物服务；

２）建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乡镇、街道基层
服务点覆盖率１００％；

３）市档案馆为国家二级以上档案馆。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２６８

注：①Ⅲ－３４文化事业标准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②Ⅲ－３５文化产业的标准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是指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要求需转企改制的国有经营
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是指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同在职职

工签订企业劳动合同并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标准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是指９５％以上有线
电视用户转换为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标准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统
计口径为城市城区人口。

③Ⅲ－３６经常参加文体活动人数的比例指：每周参加文体活动 （包括体育锻炼）３次以上、每次３０分钟
以上的人数 （含在校学生）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由于该项测评内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所

以该项测评内容以问卷调查中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占问卷样本总数的比例来计算。

④Ⅲ－３７体育设施与体育活动的标准１）指：市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５项），每
年１次以上；市各级政府组织的单项型体育活动市级每年５次以上；标准３）中 “每千人”以户籍人口计算。

⑤Ⅲ－３８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的标准２）中的乡镇指：建成区范围内的乡镇。

２５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Ⅱ－１４
科学

普及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Ⅲ－３９
文化馆、

社区文化

活动场所

１）市 （或市辖区域内）文化馆为一级馆；

２）市 （或市辖区域内）文化馆为二级馆；

３）文化馆建立并实施群众文化辅导员进社区、包片辅导制度；
４）建成区内有综合性多功能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坚持长期
向社区居民开放，正常开展活动。

符合标准１）、３）、４）为Ａ；符合标准２）、３）、４）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实 地

考察

１９４

Ⅲ－４０
文化遗

产保护

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有效
落实文物工作 “五纳入”规定；

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代表性传承人；
３）物质文化遗产定期维护，保存完好率≥９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０６

Ⅲ－４１
科普设施、

科普队伍

１）市辖区域内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或科普场馆；
２）≥８０％的街道、乡镇有科普活动场所，经常开展活动；
３）定期开展全市性科普志愿者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４２
科普宣传、

科普活动

１）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科普宣传栏目、节目；
２）市政府网站设有科普网页；
３）围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举办全市性科普教育

活动≥３次／年，确保科普活动经费。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网络调

查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２１７

Ⅲ－４３
公共

场所

道德

１）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
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２）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标识；
３）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文
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戏吵闹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４２８

Ⅲ－４４
文明

交通

１）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制订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明确部门职责，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２）交通守法率达标；
３）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机动车让行斑马线，无闯红灯、乱
穿马路现象；

４）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４项标准为 Ｂ；符合３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实地
考察

４１８

注：①Ⅲ－４０文化遗产保护标准１）中的 “五纳入”指：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

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②Ⅲ－４２科普宣传、科普活动的标准３）中的确保科普活动经费指：科普专项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
算，并明显高于同等地区的平均水平，老少边穷地区最低不能低于人均０５元 （年科普工作经费不得少

于８万元）；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等重大主题科普活动另有专项财政经费保障。
③Ⅲ－４４文明交通的标准２）指：（１）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９８％，（２）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８５％，
（３）主干道行人守法率＞８０％，（４）主干道违章停车率≤２辆／５公里，（５）城市快速路机动车无占用
应急车道行驶现象。以上五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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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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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４５
公共

设施

维护

１）已设的公用电话、邮箱、报栏、座椅、窨井等公共设施无
人为弄脏、损坏现象；

２）已设的公共设施功能完好，能正常使用。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２６５

Ⅲ－４６
人际

关系

１）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
儿者主动让座；

２）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询问；
３）单位劳动关系和谐，社区人际关系融洽。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３０１

Ⅲ－４７
见义

勇为

１）鼓励市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２）宣传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与集体；
３）市民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赞同与支持率≥９０％；
４）无造成恶劣影响的见死不救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３）、４）或标准
２）、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
评内容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３）问卷调
查

３７５

Ⅲ－４８
慈善

捐助

１）有各类慈善组织，有慈善超市和接收捐助的站点等专门的
慈善捐助机构，专款专用；

２）有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特殊困难人群普遍得到救助；
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活动，形成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５８

Ⅲ－４９
志愿服

务领导

体制

１）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

见》，建立了志愿服务领导体系和协调机制；

２）制定鼓励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
３）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建立社会化、多渠道的志愿服务
筹资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８０

Ⅲ－５０
志愿

者队

伍建

设

１）建立市民广泛参与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２）建立全市性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
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８％；

３）宣传表彰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５１
志愿服

务活动

１）组织开展中央文明办安排部署的重点志愿服务活动；
２）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３）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１）、３）为Ｂ；仅
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２０

注：①Ⅲ－４６人际关系的标准３）中的材料审核，主要审核 “单位劳动关系和谐”，要求劳动合同签约率为１００％。
②Ⅲ－５１志愿服务活动标准１）中的活动主要指：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
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标准２）中的活动主要指：党员、学生、职工、青年、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文化、科普、环保、卫
生、治安、红十字、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４５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５２
公益

活动

１）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帮扶活动；
２）市民种绿、护绿等公益活动参与率≥７０％；
３）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或千人口献血人次
＞１００；

４）市民对捐献骨髓、器官等行为的认同率≥５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４）
问卷调查

３００

Ⅲ－５３
培育

并推

出道

德模

范

１）培育并推出道德模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２）社会各界对评选表彰结果的认同率≥８０％；
３）制定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的办法，结合本地实际给予道
德模范崇高社会礼遇，形成长效机制；

４）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群众通过网络等
渠道广泛推举好人好事，不断有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５４
学习

宣传

道德

模范

１）运用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崇尚、争当、关爱道

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２）在社区、企业、机关、学校、村镇等城乡基层单位组织开
展巡讲、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

进事迹，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３）市民对本市道德模范的知晓率≥８０％；
４）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以互动交流、文艺
再现等方式宣传道德模范和 “中国好人榜”好人的感人事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４２０

Ⅰ－５
有利

于青

少年

健康

成长

的社

会文

化环

境

Ⅱ－１７
网吧

整治

Ⅲ－５５
监督

管理

１）建立网吧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认真执行网吧管理制度，严
厉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落实网吧社会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网吧监督员，并提供必
要经费支持；

３）建立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切实发挥监管作用；
４）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达到１００％，防范淫秽色情等违
法有害信息在网吧传播；

５）加强网吧行业自律。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３

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２６

Ⅲ－５６
经营秩序

１）严格控制网吧总量，调整存量，优化结构，推动网吧经营
连锁化；

２）建立网吧实名上网登记核算制度，网吧在显著位置设置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不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３）建立查处 “黑网吧”联动机制，坚决取缔 “黑网吧”；

４）市民对本地网吧行业形象的满意度≥７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实 地 考 察

４）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注：①Ⅲ－５２公益活动的标准３）中的献血人次指：每献血２００毫升折算为１人次。
②Ⅲ－５５监督管理的标准３）中的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要求覆盖到各个网吧，监控设备完好，能实时
监控网吧是否接纳未成年人，监管记录完善。

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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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８
网络

环境

Ⅱ－１９
荧屏

声频

净化

Ⅱ－２０
出版

物市

场和

校园

周边

环境

Ⅲ－５７
净化

网络

１）有效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电信企业和网络服务企业的管理，
深入开展打击互联网及移动多媒体淫秽色情和低俗之风专

项整治行动，防止传播低俗内容；

２）加强对本地网络视听节目的管理；
３）加强对本地医疗卫生和药品信息服务网站的监管，清理打击
各类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网络 （媒

体）调查

３８８

Ⅲ－５８
发挥

社会

力量

作用

１）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
２）互联网站要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开展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３）组织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网络监督；
４）在网吧、学校、家庭、社区大力推广绿色上网软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５９
节目

监控

１）建立健全严格的节目审查制度和节目播出程序，有高素质
的节目审查人员队伍；

２）加强对所属广播电视综艺类、情感类、法制类、选拔类、
谈话类节目的管理，有效遏制低俗媚俗之风；

３）市属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没有不宜于未成年人收听观看的广
播剧、影视剧、影视动画片和纪实电视专题节目。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网 络 （媒

体）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０
广告

整治

１）建立健全广告刊播审查制度，有明确具体的广告审查细则；
２）及时清理含有不良内容及提供不良服务的各类短信、声讯
服务广告和电视点播节目；

３）所属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在本地注册的网站上没有
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不在本地落地的电视节

目中插播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２５６

Ⅲ－６１
出版

物管

理

１）加强对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物以及印刷、复制
企业的管理；

２）坚决打击无证照经营出版物的行为；
３）形成 “扫黄打非”长效机制；

４）未发生非法出版、制黄贩黄、侵权盗版等恶性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仅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４）
材料审核

４０８

注：①Ⅲ－５７净化网络的标准３）中的传播不良医疗信息的网站主要指各类性爱网，以及未经审批或违法违规
发布性药品、性用品、性病治疗广告的网站。

②Ⅲ－５９节目监控的标准３）指在每晚２３：００以前不能播放含有展示暴力、凶杀、恐怖等内容的影视剧、
纪实电视专题节目；无播出不良广播电视节目而受国家、省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通报的情况。如无自办

广播电视、电视台按三项符合标准计分。

③Ⅲ－６１出版物管理的标准１）指正规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单位无违法、违规出版行为；正规印刷、
复制企业无印刷、复制侵权盗版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正规图书、音像、报刊等出版物经营场所无销售侵

权盗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标准２）指无非法印刷、复制企业；无非法经营出版物门店；无出售侵权盗版和
非法出版物的游商、地摊；标准３）指具有 “扫黄打非”专门机构、人员、经费；建立 “扫黄打非”案件举

报、奖励制度；建立 “扫黄打非”重大案件协调督办机制。

６５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２１
文化

产品

和文

化服

务

Ⅲ－６２
校园

周边

环境

治理

１）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
２）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
３）加强对中小学校周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
和商业网点的管理；

４）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
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２
项为Ｂ；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 Ｃ；其余情形为
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
实地考察

４２８

Ⅲ－６３
文化

产品

生产

推介

１）鼓励扶持优秀少儿歌曲、音乐、舞蹈、动漫、网络游戏、
影视片、出版物等文艺产品的创作生产；

２）积极宣传推介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
３）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
网络化传播。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４
活动

阵地

建设

１）所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青少年免
费开放；

２）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
的经营性活动；

３）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转、维护和开展公益性活动的经
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４）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建设公益性电子阅
览室，坚持规范管理，对未成年人开放。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３）材料审
核

３５９

Ⅲ－６５
少儿

频率

频道

建设

１）做好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和省级电视台少儿频道落地工作；
２）本地电视台不占用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少儿频道资源，不插
播其他节目。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 Ｃ。

材料审核

网络 （媒

体）调查

２１７

注：①Ⅲ－６２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的标准３）指中小学校园周边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
物销售；中小学校园周边２００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６００
米内无彩票专营场所。

②Ⅲ－６４活动阵地建设的标准１）中公益性文化设施包括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博物馆 （院）、展

览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文化馆

（站）文化宫 （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体育场 （馆）等；标准２）、３）中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

所”指：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益性活

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指：不少于８０％的时间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
活动”指：对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

体活动以及特专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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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２
经济

发展

方式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Ⅲ－６６
人均ＧＤＰ
水平

Ⅲ－６７
单位ＧＤＰ
能耗

Ⅲ－６８
第三产业

贡献率

Ⅲ－６９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Ⅲ－７０
国际互联

网用户普

及率

Ⅲ－７１
无障

碍设

施

Ⅲ－７２
道路名

称与主

干道设

施

高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等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低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低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等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高于省年度控制

目标

第三产业增长率大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等

于ＧＤＰ增长率
第三产业增长率小

于ＧＤＰ增长率

高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等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低于本省同类城市

平均水平

＞４２％ ＞４０％ ≤４０％

＞３８％ ＞３５％ ≤３５％

１）城市主要道路设有无障碍设施；
２）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３）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主干道路名称、公共图形标志规范，设置合理，用字规范，
符合国家标准；

２）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毁坏现象，路面无明显坑洼积水；
３）自行车道连续、平整、畅通，无损坏、被占用现象；
４）人行道平整畅通，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无损坏、被占
用现象，主干道装灯率１００％，亮灯率９９％；

５）主干道上行人过街、机非分离、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完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１８８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１５６

实地考察 １９８

１）２）３）
５）实地考
察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１８

注：①Ⅲ－６６、Ⅲ－６９中的本省同类城市指本省内的县级城市。
②Ⅲ－６６人均ＧＤＰ水平，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③Ⅲ－６８第三产业贡献率，该项测评内容主要通过第三产业增长率与 ＧＤＰ增长率之间的比较来反映。所
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６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⑤测评内容后面有标志的为调节指标。调节指标的评价标准从上至下，依次为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标
准，中部和东北部城市使用东部城市的标准。

⑥Ⅲ－７０国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的计算方法：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总户数 （万户） ×１００％ （以

户籍人口计算），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⑦Ⅲ－７１无障碍设施的标准１）指：主干道、市区商业街、人行道口、公交站点等地的步行道设有无障碍
设施；标准２）指：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医疗与交通建筑、学校与园林建筑、为残疾
人和老年人服务的福利院所、室外公共厕所等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８５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３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Ⅱ－２４
公共

场所

秩序

Ⅲ－７３
街巷

基础

设施

１）街巷道路路面硬化，无明显坑洼积水；排水设施完善；
２）路灯无破损，功能完好；
３）各项基础设施功能完好，确保人身安全。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２６５

Ⅲ－７４
万人拥

有公共

汽 （电）

车数量

＞８（标台） ＞６（标台） ≤６（标台）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７５
公交

站点

布局

１）公交站点分布合理，方便乘客换乘；
２）斑马线、隔离栅栏设置科学，方便乘客上下车、过马路；
３）市民对公交站点布局与交通便捷的满意度≥６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７６
主要

大街

和重

点地

区面

貌

１）无违章搭建现象，门前责任制落实到位；
２）无违规违章占道经营现象，卫生状况良好；
３）无盯人拉客、散发小广告现象；
４）无乱张贴、乱涂写、乱设广告牌和单位铭牌现象。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１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２８

Ⅲ－７７
交通

秩序

与

管理

１）交通事故死亡率≤年度控制目标；
２）交叉路口阻塞率≤２％；
３）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
４）交通秩序管理良好。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实 地

考察

４５０

注：①Ⅲ－７４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②Ⅲ－７５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１）中的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要求：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２５％，
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半径覆盖率≥４０％；路口监控设备设置率 ＞４０％，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利用率 ＞３５％。公
交与公交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便捷。

③Ⅲ－７７交通秩序与管理的标准１）中的年度控制目标指：各主管市安委会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要求，对
各县级市下达的万车事故死亡率的控制目标；标准２）的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
评要求抽查验证；标准４）要求规范化停车率 ＞８５％，社会停车场利用率 ＞９５％，标线施划率 ＞９０％，
标志设置率＞９块／公里，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率＜３００米，路口灯控率＞７５％，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设置率

≥９９％。以上七项测评数据由各城市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查验证。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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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５
医疗

与公

共卫

生

Ⅱ－２６
人口

与生

活质

量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７８
社区

卫生

服务

机构

１）≥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
２）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问卷
调查

３２８

Ⅲ－７９
经营

性公

共场

所卫

生

１）经营性公共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２）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３）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
随机抽查５处。５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４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３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０８

Ⅲ－８０
饮用

水卫

生

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按规定划分保护区，水质达标；
２）供水单位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管理规范；
３）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４）供水单位和卫生部门对水质的检测结果合格。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 实 地

考察

３８８

Ⅲ－８１
出生政策

符合率

＞９３％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８２
平均预

期寿命

＞７３（岁） ＞７２（岁） ≤７２（岁）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８３
恩格尔

系数

＜３８％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２％ ≥４２％
材料审核 １６５

Ⅲ－８４
社会救

助体系

建设

１）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２）建立健全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３）建立完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６８

Ⅲ－８５
社会保险

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８

注：①Ⅲ－７９经营性公共场所卫生的标准２）和Ⅲ －８０饮用水卫生的标准３）中的 “五病”指：痢疾、伤寒、

甲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

②Ⅲ－８４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标准１）主要包括三项内容：（１）实现应保尽保，正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费；（２）最低生活保障线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③Ⅲ－８５社会保险参保计划完成率，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给各省区市有关年度社会保险参
保计划来统计；社会保险参保主要统计：养老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工伤保

险参保率、生育保险参保率五项内容。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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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７
社会

保障

Ⅲ－８６
城镇登记

失业率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１７

Ⅲ－８７
零就业家

庭占家庭

总数的比

例

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年度控制目标 高于年度控制目标 材料审核 ３２６

Ⅲ－８８
住房

保障

制度

１）住房保障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符合规范化管理要求；
３）完成省级政府分解、下达的住房保障目标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３８８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Ⅲ－８９
安全

保障

１）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要害部位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系统，并
有明显标志；

２）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完好率达到１００％；
３）社会面、重点单位及社区物防、技防、人防、消防水平符
合安全要求；

４）社区警务室建设和治安辅助力量配备到位，并充分发挥
作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实 地

考察

３５９

Ⅲ－９０
食品安全

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效生产经营证照，对小作坊、小
摊点等监管规范有序；

２）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单位量化
分级管理覆盖率≥９５％；

３）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４）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食品
安全事故及时查处，无漏报、瞒报情况；

５）预防并及时查处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４）、５）或标
准２）、３）、４）、５）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４）
５）材料审
核３）实地
考察、问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１
药品安全

１）严格实施药品经营许可制度，规范药店经营行为，没有无
证经营药品的现象；

２）开展社区用药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用药知识水平，自觉抵
制假劣药品；

３）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社区管理，有效遏止在社区利用各种
方式兜售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 “健康产品”的

情况；

４）街道建立安全协查制度，配有药品安全协管信息员；
５）公布举报电话，问题药品得到及时查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５）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５）实地
考察 ２）３）
问 卷 调 查

４） 材 料

审核

３５９

注：①Ⅲ－８６城镇登记失业率、Ⅲ－８７零就业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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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８
公共

安全

Ⅱ－２９
社会

治安

Ⅲ－９２
突发

公共

事件

应急

处理

１）建立减灾、防灾、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开展社区减灾、防灾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预案；

２）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严格执行事件报告、通
报和信息发布制度；

３）建立并实行突发公共事件领导问责制；
４）市民对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８８

Ⅲ－９３
安全

生产

１）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诚信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
２）加强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制度环境；

３）全面开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任务；

４）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考核指标以内；
５）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
控制指标以内。

符合上述标准１）、２）、３）且３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３）且２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Ｂ；符
合标准１）、２）、３）且１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Ｃ；其余情
形为Ｃ＃。

１）３）４）
５）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８０

Ⅲ－９４
治安

管理

１）加强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服务管理；

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 “两抢一盗”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成效明显；

３）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效显著；
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５）黑恶势力犯罪得到及时、有效打击；
６）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和违法网站能够得到及时处置。

符合上述６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５）、６）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５）６）材料
审核 ４）问
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９５
治安

防控

体系

建设

１）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保
障有力；

２）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的实绩纳入干部任期目标；

３）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优势，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注：①Ⅲ－９３安全生产的标准２）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指：（１）加强法制体制机制建设；（２）加强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建设；（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标准３）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指：（１）执法行动；
（２）治理行动；（３）宣传教育行动；标准５）中达标的标准是指主管市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

②Ⅲ－９４治安管理的标准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得到
有效遏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传销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积极开展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选择正

确投资渠道，远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２６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９
社会

治安

Ⅱ－３０
社会

稳定

Ⅲ－９６
基层

综治

工作

１）镇街综治办、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综治基层组织健全，
能充分发挥作用；

２）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治保会、调委会等群防群治队伍，并
充分发挥作用；

３）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集中排查整治治安重点
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４）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实 地

考察

４０３

Ⅲ－９７
邪教活

动得到

有效控制

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发生；

２）每年开展全市性的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３）把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８８

Ⅲ－９８
群众安

全感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４３８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１
城市

绿化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Ⅲ－９９
建成区

绿化覆

盖率

Ⅲ－１００
建成区

绿地率

Ⅲ－１０１
人均公

园绿地

Ⅲ－１０２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和危险

废弃物的

处置

Ⅲ－１０３
城市污水

处理率

＞３５％ ＞３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３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５％ ≤１５％

＞８（平方米） ＞６（平方米） ≤６（平方米）

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８５％；
２）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３）医疗危险废弃物处置率为１００％。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７０％ ＞５５％ ≤５５％

材料审核 ２３８

材料审核 １９２

材料审核 １７５

材料审核 ３２６

材料审核 ２６５

注：①Ⅲ－９７邪教活动得到有效控制的标准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指：无邪教人员进京或在当

地规模性聚集滋事案件、无邪教人员插播广播电视案件、无邪教人员张贴喷涂书写悬挂反动标语和散发

反宣品重大案件、无邪教人员自杀自残等影响恶劣的极端事件。

②Ⅲ－９８群众安全感＜５０％为Ｃ＃。
③Ⅲ－９９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④Ⅲ－１０１人均公园绿地，该项测评内容所涉及的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⑤Ⅲ－１０２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获取。
⑥Ⅲ－１０３中的数据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获取。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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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Ｉ－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

管理

与

环境

质量

Ⅲ－１０４
环境保护

投资指数

＞２０％ ＞１５％ ≤１５％ 材料审核 ３６９

Ⅲ－１０５
城市空

气质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３１０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２９２天；主要污
染物年日均值均满

足国家二级标准。

材料审核 ３７５

Ⅲ－１０６
工业

企业

污染

防治

１）重点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率≥９０％；
２）国控重点工业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确保其
正常运行，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３）全市完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
４）“双超”、“双有”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省级环
保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０７
区域环境

噪声平均

值和交通

干线噪声

平均值

１）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６０ｄＢ（Ａ）；
２）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７０ｄＢ（Ａ）。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０８
城市水环

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

率

１００％ ≥９５％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１０９
公众对城

市环保的

满意率

＞７５％ ＞７０％ ≤７０％ 材料审核 ４２８

注：①Ⅲ－１０４、Ⅲ－１０５、Ⅲ－１０６、Ⅲ－１０７、Ⅲ－１０８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获取。

②Ⅲ－１０５城市空气质量中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指全年ＡＰＩ＜１００（空气污染指数低于或等于１００）的天数；主要
污染物指ＰＭ１０、ＳＯ２和ＮＯ２。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２５６天或主要污染物年日均值不满足国家二级标准的为Ｃ＃。

③Ⅲ－１０６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标准１）、２）中 “重点企业”指环境统计中 “重点调查工业企业”；３）完
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指：完成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淘汰类） （２００５）》中的具体要求；４）
中的 “双超”、“双有”企业是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

质的企业。环保部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 ［２０１０］５４号）附件一 《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列行业的企业全部为 “双有”企业；“其余情形为Ｃ＃”中的 “其余情

形”包括被国家环保部门通报双挂牌督办或区域限批的为Ｃ＃。

④Ⅲ－１０８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８０％或市辖区有劣Ｖ类或黑臭水体的为Ｃ＃。

⑤Ⅲ－１０９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５０％为Ｃ＃。该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每年一次的公众调查统计数据。

４６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Ｉ－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环境管

理与环

境质量

Ⅱ－３３
土地

资源

管理

Ⅲ－１１０
节能减排

１）建立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
２）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节能任务；
３）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减排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２０

Ⅲ－１１１
耕地、

林地

保护

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２）基本农田数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３）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
４）单位建设用地ＧＤＰ增幅高于城市ＧＤＰ增幅；
５）征占用林地定额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１２
土地

利用

秩序

１）国土资源管理规范，土地利用秩序良好；
２）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５％；

３）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１０％。
符合标准１）、２）为 Ａ；符合标准１）、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６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４
组织

领导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１３
领导重视，

文明委指

导协调

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创建文明城市的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指标纳入城

市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考核；

２）各级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

体的保障措施，能有效指导、协调创建工作；

３）落实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明确，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４）文明办能结合实际，完成中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１２

Ⅲ－１１４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

１）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以及重大事
件，组织开展各种主题的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形成长

效机制；

２）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运用
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大

兴文明礼仪之风；

３）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大兴读书

学习之风；

４）开展 “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节
约能源资源理念，纠正奢侈浪费现象，大兴勤俭节约之风。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４０８

Ⅲ－１１５
创建文

明社区

１）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制定创建文明社
区活动管理办法，对文明社区实行动态管理；

２）科教、文体、法律、卫生进社区活动覆盖率达８０％以上；
３）扎实开展多种形式的邻里互助、社区联谊活动，促进社区
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问卷
调查３）材料
审核、实地考

察、问卷调查

３１２

注：①Ⅲ－１１１耕地保护中的标准１）、标准２）中的规划指标指：根据依法批准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
相关指标；标准３）中的计划指标指：上级下达的城市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数据来源为城市的年度土地
变更调查中获取的数据。

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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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５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１６
创建

文明

单位

１）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

２）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投入保障、检查考核、激励约束等创
建工作机制；

３）通过群众评议、媒体舆论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文明单位
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动态管理；

４）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１７
创建

文明

家庭

１）开展全市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对文明家庭实行动态管理；
２）家庭美德的知晓率≥８０％；
３）文明家庭的比例≥２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２８０

Ⅲ－１１８
运用网

络开展

创建活

动

１）开办精神文明建设专门网站或专题网页，具有一定规模和
水平；

２）积极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３）有明确负责人员和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１９
创建

工作

氛围

１）注重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坚持开展学习先进活动；
２）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或专栏；
３）主要公共场所设有大型宣传创建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公益性
广告，数量≥广告总数的２０％；公共场所广告、招牌等用
字规范，内容健康；

４）街道、社区的宣传栏定期刊登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网络
调查 ３）４）
实地考察

３５０

Ⅲ－１２０
市民对创

建工作的

支持率

＞８０％ ＞７０％ ≤７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１２１
以城带乡，

联动发展

１）落实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和措施，形成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２）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投入逐年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３）各相关职能部门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列入

经常化的工作；

４）组织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开展创建活动；
５）支持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文明集市和文化
广场建设活动，成效明显。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４）材料审
核５）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０３

注：①Ⅲ－１２０市民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５０％为Ｃ＃。

６６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６
创建

管理

Ⅲ－１２２
管理

制度

１）明确各类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实施办法和长效管理措施；
２）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
３）创建文明城市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９８

Ⅲ－１２３
监督

制度

１）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创建工作，并按规定办理
相关的议案、提案；

２）采取多种形式让群众了解创建工作情况，有市民巡访、听
证会等形式的群众监督机制；市民反映创建问题的渠道畅

通，并能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３）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曝光。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６５

Ⅲ－１２４
投入

机制

１）地方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
２）认真执行文化经济政策，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元投入
机制；

３）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２

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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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特 色 指 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测 评 内 容 测评标准
测评

方法

１
创建工作

集中宣传

创建文明城市先进经验作为重大典

型在全国集中宣传过

创建工作经验在全国集中宣传过得２分，
没有宣传过不得分。

材料审核

２ 工作创新 创建工作有创新，有成效

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主要
新闻媒体进行集中宣传的先进经验，

每项加０５分；
２）中央文明办在当地召开过专门会议
进行 推 广 的 先 进 经 验，每 项 加

０５分。
该项目累计最高不超过２分。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分，６项
以上 （包括６项）得６分。

材料审核

４
城市整体

形象

建筑布局，市容环境，社会氛围，

市民精神面貌

１）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
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

等造型美观实用，标牌广告用字规

范，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

美的享受；

２）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
祥和；

３）街道、车站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和农贸市场等卫生整洁有序；

４）市民为人和善，精神面貌良好。
以上每项标准０５分，共２分。

整体观察

问卷调查

８６７



附　录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基 本 指 标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
干部

学习

教育

Ⅲ－１
理论

宣传

与干

部教

育

１）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作为思想理论建
设第一位的任务，理论宣传普及活动有计划、有措施；

２）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科学发
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

３）干部理想信念、从政道德教育形成制度；
４）定期对干部进行经济、法律、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等方
面知识与综合素质培训。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Ⅲ－２
学习型

党组织

建设

１）切实加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领导，按照分层分类推进要
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意见；

２）党委中心组坚持理论学习，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要求，推进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科学化、制度化、规

范化；

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落实集体学
习、个人学习、岗位培训、主题教育、学习考核等要求；

４）不断探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

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５０

Ⅲ－３
创先争

优活动

１）以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
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精心设计务实管用的活动载体，

分类提出具体要求；

２）通过公开承诺、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等多种形
式，吸引广大党员参与，扎实推进活动；

３）加强活动的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构建党委
统一领导、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负责、相关部门参与

指导的工作机制；

４）发挥新闻媒体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方面作用，宣传先
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８８

注：①申报前１２个月内，市委、市政府领导３人以上 （含３人）集体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
务环境”这一测评项目为０分；市委、市政府领导１－２人违纪、违法犯罪的，“Ｉ－１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这一测评项目扣３分。

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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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１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２
政务

行为

规范

Ⅱ－３
勤政

廉政

的满

意度

Ⅲ－４
建立科

学民主

决策制

度

１）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实行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

２）实行决策责任制、决策过错责任追究制；
３）实行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２８

Ⅲ－５
政务

公开

１）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编制政务公开的目录；
２）利用政府网站有效开展公共服务，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３）有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有为市民服务的热线电话、
邮箱、ＱＱ等联系方式，并有有效的回复处理机制。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８８

Ⅲ－６
依法

行政，

加强

监督

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２）规范行政行为、行政审批事项，政府部门、执法单位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正、文明执行公务；

３）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处理有关违规行政的投诉；
４）各级政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５）各级政府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８

Ⅲ－７
群众对

党政机

关行政

效能的

满意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８
群众对

反腐倡

廉工作

的满意

度

＞９０％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７５

注：①Ⅲ－６依法行政，加强监督的标准１）主要考察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是否完善，以及
在行政复议中要求审查的、或者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要求修改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数

量；标准２）中的规范行政行为，主要考察政府部门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
中介组织分开的情况。

②Ⅲ－７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８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５０％为Ｃ＃。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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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４
法制

宣传

教育

与法

律援

助

Ⅱ－５
公民

权益

维护

Ⅲ－９
法制宣

传教育

１）积极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弘扬法治精神；
２）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的法
制宣传教育；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单位；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８０％；
３）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做到严格、公正、
文明执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０２

Ⅲ－１０
法律援

助与服

务

１）设有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或其他法律服务热线；
２）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有机构承担法律援助工作，并有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４２

Ⅲ－１１
市民对政

府保障人

民基本文

化权益的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３６８

Ⅲ－１２
维护劳

动者合

法权益

１）相关部门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机制，并制定预警机
制和应急预案；

２）设立畅通的维权举报电话和有效的处理机制；
３）无重大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材

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１３
未成年人、

老年人、

妇女权益

保护

１）有负责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部门；
２）劳动监察机构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查处企业使用童工现象；
３）做好孤残儿童、弃婴救助工作及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做
好孤儿福利保障工作，制定落实孤儿供养标准；

４）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２（起／万户）；
５）有机构承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保障妇女基本权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２
项为Ｂ；符合标准２）、４）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
Ｃ＃。

材料审核 ４５０

Ⅲ－１４
进城务工

人员基本

权益保障

１）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监控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
２）对进城务工人员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３）进城务工人员有安全卫生的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实
地考察

３４２

Ⅲ－１５
残疾人

保障覆

盖率

＞９５％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２４５

注：①Ⅲ－１１市民对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满意度，重点了解市民对政府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
品、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其满意度＜５０％为Ｃ＃。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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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２
民

主

公

正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６
基层

民主

政治

Ⅲ－１６
基层党、

群组织

建设

１）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２）整合社区资源，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３）加强社区流动党员管理。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３０２

Ⅲ－１７
社区民

主建设

与管理

１）制定规划，积极推进社区居委会民主建设；
２）依法执行社区居委会选举制度，选民参选率≥８０％；
３）社区居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形成社区
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

４）新建居民小区依法实施物业管理，旧居民小区创造条件积
极推行物业管理。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４）
材 料 审 核

３）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２８８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７
社会

诚信

Ⅲ－１８
诚信政

府建设

１）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形成社会对政府部门承诺的监督
网络，促进政府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２）政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兑现承诺，严守
契约；

３）市民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内容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０３

Ⅲ－１９
信用体

系建设

１）经常开展集中性的诚信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培养市民诚
信观念和规则意识；

２）建立企业信用供求机制 （包括质量、税务等）；

３）企业与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建设，纳入全
市的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中；企业和重点人群的不良

信用信息及时上传；

４）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 网 络

调查

３４０

Ⅲ－２０
开展 “百

城万店无

假货”活

动

１）积极开展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措施具体，社会影

响大；

２）建成全国 “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仅符合标准２）为Ｂ；其余情形为
Ｃ。

１）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２０８

注：①Ⅲ－１９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２）中的信用供求机制主要指：政府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
标、公务员录用中自觉使用信用产品，同时，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信用产品的有效需求；标准３）中的重
点人群主要指：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监理工程师、金融产品营销人员等对信用队伍建设有重要

影响的人群。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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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３
公

平

诚

信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８
市场

监管

Ⅱ－９
“窗口”

行业

服务

Ⅲ－２１
打击假

冒伪劣

产商品

１）形成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
２）无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产商品事件；
３）无集中性、区域性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
市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０

Ⅲ－２２
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

１）维护公平竞争，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２）审批、执法部门热心为企业服务，无乱摊派等增加企业负
担现象；

３）对公务人员违纪行为坚决惩处。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问卷调
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６８

Ⅲ－２３
“窗口”

行业规范

化服务

１）遵守职业道德，服务标准和程序公开，服务规范，诚信
守法；

２）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随机抽查５个行业 （医疗、商业为必查行业）。５个行业均

符合标准为Ａ；４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Ｂ；３个行业符合标准为
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４０

Ⅲ－２４
行业风气

满意度

＞８５％ ＞８０％ ≤８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５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Ⅲ－２５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体系的学

习宣传

１）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党员干部教育以及日常工
作学习生活中，并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２）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
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３）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
节庆日开展集中性学习宣传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问卷调查

４８０

Ⅲ－２６
道德

实践

１）倡导并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基本道德
规范，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

２）围绕城市精神、开展全区性宣传教育活动；
３）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正常开展活动；
４）大力开展红色旅游，拓展革命传统教育新阵地，制定加强红色
旅游工作的意见或办法，加大革命景区、景点建设管理力度，

加强红色旅游宣传、推介工作，促进红色旅游健康发展。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问卷

调查 ３）实
地考察 ４）
材料审核

４８０

注：①Ⅲ－２１打击假冒伪劣产商品的标准１）要求：按照地方政府打假第一责任人的原则，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建立打击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的监督、投诉和处置机制，不存在地方保护的问题。

②Ⅲ－２４行业风气满意度＜５０％为Ｃ＃。

③Ⅲ－２６道德实践标准３）中的能正常开展活动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征集和保护文物、改进陈列方
式、精心组织活动、加强内部管理、树立服务意识等方面作出成绩，能根据未成年人特点，丰富展示内

容，配备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讲解词，未成年人集体参观时进行义务讲解；政府投资兴建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古建筑、遗址类的除外）免费向社会开放。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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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０
思想

道德

建设

Ⅱ－１１
国民

教育

Ⅲ－２７
形势政

策与国

情教育

１）建立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
２）开展多种形式的形势政策教育、国情 （包括中国革命史）

教育、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

３）形势政策与国情教育师资队伍落实，阵地有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８８

Ⅲ－２８
市民

教育

１）广泛宣传市民文明守则等文明规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２）≥８０％的街道建立市民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３）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２９
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

１）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并形成
制度；

２）组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３）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全民读书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４０８

Ⅲ－３０
民族团

结进步

１）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
３）无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８８

Ⅲ－３１
义务教

育均衡

发展

１）按照国家办学标准，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标
准化；

２）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有具体的扶持弱校的措施；
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管理；
４）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 料 审 核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２
学校

管理

１）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政府部门定期开展教育收
费专项检查，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制度；

２）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校园意外伤害事件应急管理
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３）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８

注：①Ⅲ－３０民族团结进步标准１）中的创建活动指：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和评选表彰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模范集体及模范个人；标准２）中的服务体系建设指：对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
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引导和帮助；标准３）无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事件：由市民 （宗）委 （厅、局）审定。

４７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２
文化

事业

与文

化产

业发

展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Ⅲ－３３
文化

事业

１）对文化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２）公共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美术馆实现向社
会免费开放；

３）定期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
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３）或标准
１）、２）、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 ３）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３４
文化

产业

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
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５
经常参加

文体活动

人数的比例

＞６０％ ＞５０％ ≤５０％ 问卷调查 １９９

Ⅲ－３６
体育设

施与体

育活动

１）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２）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５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良好；

３）建立区、街道各级体育组织并经常开展活动，每千人拥有２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３７
公共图

书馆、

档案馆

１）区属范围内有面向社会的三级以上图书馆；
２）建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乡镇、街道基层
服务点覆盖率１００％；

３）区档案馆为国家二级以上档案馆。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６８

注：①Ⅲ－３３文化事业标准４）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统计口径为全市范围。对于没
有农村的城区，该项视为达标。

②Ⅲ－３４文化产业的标准１）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是指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要求需转企改制的国有经营性文化单
位。完成转企改制，是指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同在职职工签订企业劳动

合同并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标准２）基本实现有线电视数字化，是指９５％以上有线电视用户转换为有线
数字电视用户；标准３）平均每５万人口拥有一块加入城市主流院线的电影银幕，统计口径为城市城区人口。
③Ⅲ－３５经常参加文体活动人数的比例指：每周参加文体活动 （包括体育锻炼）３次以上、每次３０分钟
以上的人数 （含在校学生）占城区总人口的比例。由于该项测评内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所

以该项测评内容以问卷调查中经常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占问卷样本总数的比例来计算。

④Ⅲ－３６体育设施与体育活动的标准１）指：区各级政府组织的综合性全民健身活动 （运动项目超过５项），每年１
次以上；区各级政府组织的全区性单项型体育活动每年５次以上。标准３）中 “每千人”以户籍人口计算。
⑤Ⅲ－３７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中的公共图书馆指：文化系统所属独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区级公共图书馆，不包括
文化馆的图书室，也不包括文化系统以外的公共图书馆；该测评内容标准２）中的乡镇指：建成区范围内的乡镇。

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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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３
文体

活动

与文

体设

施

Ⅱ－１４
科学

普及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Ⅲ－３８
文化馆

（群众

艺术馆）、

社区文

化活动

场所

１）区 （或区属范围）内有二级以上文化馆 （群众艺术馆）；

２）文化馆 （群众艺术馆）以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为主，不能挪

作他用；

３）文化馆 （群众艺术馆）建立并实施群众文化辅导员进社区、

包片辅导制度；

４）每个街道都有综合性多功能的室内文化活动场所，坚持长
期向社区居民开放，正常开展活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２
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４）
实地考察

１９４

Ⅲ－３９
区属

文化

遗产

保护

１）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有效
落实文物工作 “五纳入”规定；

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代表性传承人；
３）物质文化遗产定期维护，保存完好率≥９５％。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２０６

Ⅲ－４０
科普设

施、科

普队伍

１）辖区内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或科普场馆，全区性科普活
动＞３次／年；

２）８０％以上街道、乡镇有科普活动场所，经常开展活动；
３）定期开展全区性科普志愿者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实地考

察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４１
人均科

普经费

支出

＞３５（元） ＞２（元） ≤２（元） 材料审核 １８７

Ⅲ－４２
公共场

所道德

１）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
斗殴等不文明行为；

２）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标识；
３）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文
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戏吵闹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４２８

Ⅲ－４３
文明

交通

１）组织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制订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明确部门职责，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２）交通守法率达标；
３）车辆、行人各行其道，机动车让行斑马线，无闯红灯、乱
穿马路现象；

４）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５）严厉打击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４项标准为 Ｂ；符合３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实地
考察

４１８

注：①Ⅲ－３９区属文化遗产保护标准１）中的 “五纳入”指：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

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②Ⅲ－４３文明交通的标准２）指：（１）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９８％，（２）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８５％，
（３）主干道行人守法率＞８０％，（４）主干道违章停车率≤２辆／５公里；（５）城市快速路机动车无占用
应急车道行驶现象。以上五项测评数据由各区公安局提供。

６７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５
市民

文明

行为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４４
公共

设施

维护

１）已设的公用电话、邮箱、报栏、座椅、窨井等公共设施无
人为弄脏、损坏现象；

２）已设的公共设施功能完好，能正常使用。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２６５

Ⅲ－４５
人际

关系

１）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
儿者主动让座；

２）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询问；
３）单位劳动关系和谐，社区人际关系融洽。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３０１

Ⅲ－４６
见义

勇为

１）鼓励市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２）宣传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与集体；
３）市民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赞同与支持率≥９０％；
４）无造成恶劣影响的见死不救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３）、４）或标准
２）、３）、４）为Ｂ；其余情形为Ｃ【标准３） ＜５０％，该项测评
内容为Ｃ＃】。

１）２）４）
材 料 审 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３７５

Ⅲ－４７
慈善

捐助

１）有各类慈善组织，有慈善超市和接收捐助的站点等专门的
慈善捐助机构，专款专用；

２）有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活动，特殊困难人群普遍得到救助；
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救灾捐赠和慈善捐助活动，形成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３）
材料审核

２５８

Ⅲ－４８
志愿服

务领导

体制

１）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

见》，建立了志愿服务领导体系和协调机制；

２）制定鼓励市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
３）依托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建立社会化、多渠道的志愿服务
筹资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８０

Ⅲ－４９
志愿

者队

伍建

设

１）建立市民广泛参与的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２）建立全区性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区
建成区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８％；

３）宣传表彰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０８

注：①Ⅲ－４５人际关系的标准 ３）中的材料审核，主要审核 “单位劳动关系和谐”，要求劳动合同签约率

为１００％。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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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４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１６
社会

道德

风尚

Ⅲ－５０
志愿服

务活动

１）组织开展中央文明办安排部署的重点志愿服务活动；
２）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３）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同和支持率≥９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或标准２）、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问
卷调查

４２０

Ⅲ－５１
公益

活动

１）党政机关带头参加帮扶活动；
２）市民种绿、护绿等公益活动参与率≥７０％；
３）临床用血 １００％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或千人口献血人次
＞１００；

４）市民对捐献骨髓、器官等行为的认同率≥６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４）
问卷调查

３００

Ⅲ－５２
培育并

推出道

德模范

１）培育并推出道德模范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２）社会各界对评选表彰结果的认同率≥８０％；
３）制定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的办法，结合本区实际给予道
德模范崇高社会礼遇，形成长效机制；

４）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群众通过网络等
渠道广泛推举好人好事，不断有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４）
材 料 审 核

２） 问 卷

调查

４８０

Ⅲ－５３
学习宣

传道德

模范

１）运用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
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崇尚、争当、关爱道

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２）在社区、企业、机关、学校、村镇等城乡基层单位组织开
展巡讲、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

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３）市民对本市道德模范的知晓率≥８０％；
４）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以互动交流、
文艺再现等方式宣传道德模范和 “中国好人榜”好人的感

人事迹。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问卷调

查 ２） ４）
材 料 审 核

３） 问 卷

调查

４２０

注：①Ⅲ－５０志愿服务活动标准１）中的活动主要指：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活
动、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残疾人志愿服务活动、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标准２）中的活动主要指：党员、学生、职工、青年、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文化、科普、环保、卫
生、治安、红十字、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②Ⅲ－５１公益活动标准３）中的献血人次指：每献血２００毫升折算为１人次。

８７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

利

于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Ⅱ－１７
网吧

整治

和网

络净

化

Ⅱ－１８
出版

物市

场和

校园

周边

环境

Ⅲ－５４
监督

管理

１）建立网吧管理工作协调机制，认真执行网吧管理制度，严
厉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落实网吧社会监督制度，设立专门网吧监督员，并提供必
要经费支持；

３）建立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切实发挥监管作用；
４）落实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达到１００％，防范淫秽色情等违
法有害信息在网吧传播；

５）加强网吧行业自律。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３

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５）
材 料 审 核

３）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２６

Ⅲ－５５
经营

秩序

１）建立网吧实名上网登记核算制度，网吧在显著位置设置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不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２）建立查处 “黑网吧”联动机制，坚决取缔 “黑网吧”；

３）推动网吧经营连锁化。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仅符合标准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４８０

Ⅲ－５６
发挥社

会力量

作用

１）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
２）互联网站要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开展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３）组织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网络监督；
４）在网吧、学校、家庭、社区大力推广绿色上网软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５７
出版物

管理

１）加强对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物以及印刷、复制
企业的管理；

２）坚决打击无证照经营出版物的行为；
３）形成 “扫黄打非”长效机制；

４）未发生非法出版、制黄贩黄、侵权盗版等恶性事件。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仅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４）
材料审核

４０８

Ⅲ－５８
校园周

边环境

治理

１）定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检查；
２）加强校园周边治安和交通管理；
３）加强对中小学校周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
和商业网点的管理；

４）严厉打击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教唆胁迫、引诱指
使未成年人从事各种不良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标准３）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４）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 ３）
实地考察

４２８

注：①Ⅲ－５７出版物管理的标准１）指：正规图书、电子、音像、报刊等出版单位无违法、违规出版行为；正
规印刷、复制企业无印刷、复制侵权盗版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正规图书、音像、报刊等出版物经

营场所无销售侵权盗版物和非法出版物行为；标准２）指：无非法印刷、复制企业；无非法经营出版物
的门店；无出售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物的游商、地摊；标准３）指：具有 “扫黄打非”专门机构、人

员、经费；建立 “扫黄打非”案件举报、奖励制度；建立 “扫黄打非”重大案件协调督办机制。

②Ⅲ－５８校园周边环境的标准３）指中小学校园周边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物销售；中小学
校园周边２００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６００米内无彩票专营场所。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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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５
有利

于青

少年

健康

成长

的社

会文

化环

境

Ⅱ－１９
文化

产品

和文

化服

务

Ⅲ－５９
文化产

品生产

推介

１）鼓励扶持优秀少儿歌曲、音乐、舞蹈、动漫、网络游戏、
影视片、出版物等文艺产品的创作生产；

２）积极宣传推介优秀少儿精神文化产品；
３）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
网络化传播。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材料
审核 ３）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０
活动阵

地建设

１）区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青少年免
费开放；

２）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无以赢利为目的
的经营性活动；

３）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转、维护和开展公益性活动的经
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４）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和社区活动中心建设公益性电子阅
览室，坚持规范管理，对未成年人开放。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材 料

审核

３５９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０
经济

发展

方式

Ⅲ－６１
财政总

收入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６２
区级财

政收入

年增长

率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６３
每百人

互联网

用户数

＞１２（户／百人） ＞１０（户／百人） ≤１０（户／百人） 材料审核 ２０８

Ⅲ－６４
城镇居

民人均

可支配

收入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等于全市平均水平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材料审核 ２６８

注：①Ⅲ－６０活动阵地建设的标准１）中公益性文化设施包括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博物馆 （院）、展

览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文化馆

（站）、文化宫 （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体育场 （馆）等；标准２）、３）中 “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

所”指：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益性活

动场所；“坚持公益性原则”指：不少于８０％的时间用于开展普及性活动；“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
活动”指：对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

体活动以及特专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０８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１
公共

设施

与公

共交

通

Ⅱ－２２
公共

场所

秩序

Ⅲ－６５
无障碍

设施

１）城区主要道路设有无障碍设施；
２）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３）无障碍设施的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１９８

Ⅲ－６６
道路名

称与主

干道设施

１）主干道路名称、公共图形标志规范，设置合理，符合国家
标准；

２）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毁坏现象，路面无明显坑洼积水；
３）自行车道连续、平整、畅通，无损坏、被占用现象；
４）人行道平整畅通，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无损坏、被占
用现象，主干道装灯率１００％，亮灯率９９％；

５）主干道上行人过街、机非分离、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完善。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４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３）
５）实地考
察４）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１８

Ⅲ－６７
街巷基

础设施

１）开展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建设工作；
２）街巷道路路面硬化，无明显坑洼积水；排水设施完善；
３）路灯无破损，功能完好；
４）各项基础设施功能完好，确保人身安全。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实地考

察 ２） ３）
４） 实 地

考察

２６５

Ⅲ－６８
公交

站点

布局

１）公交站点分布合理，方便乘客换乘；
２）斑马线、隔离栅栏设置科学，方便乘客上下车、过马路；
３）市民对公交站点布局与交通便捷的满意度≥６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０８

Ⅲ－６９
主要大

街和重

点地区

面貌

１）无违章搭建现象，门前责任制落实到位；
２）无违规违章占道经营现象，卫生状况良好；
３）无盯人拉客、散发小广告现象；
４）无乱张贴、乱涂写、乱设广告牌和单位铭牌现象。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１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２８

注：①Ⅲ－６５无障碍设施的标准１）指：主干道、市区商业街、人行道口、公交站点等地的步行道设有无障碍
设施；标准２）指：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文化体育建筑、医疗与交通建筑、学校与园林建筑、为残疾
人和老年人服务的福利院所、室外公共厕所等各类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设有无障碍设施。

②Ⅲ－６７街巷基础设施的标准１）中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已建成或正在建设，均视为达标。“数字化城
市管理模式正在建设”指：按照行业标准，已经建立相应组织机构，完成项目招标，并制定了相应的制

度办法等。

③Ⅲ－６８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１）中的公交站点布局的标准要求：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２５％，
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半径覆盖率≥４０％；路口监控设备设置率 ＞４０％，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利用率 ＞３５％。公
交与公交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便捷。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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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２
公共

场所

秩序

Ⅱ－２３
医疗

与公

共卫

生

Ⅱ－２４
人口

与生

活质

量

Ⅲ－７０
交通

秩序

与管

理

１）交通事故死亡率≤年度控制目标；
２）交叉路口阻塞率≤２％；
３）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
４）交通秩序管理良好。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４）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３） 实 地

考察

４５０

Ⅲ－７１
社区卫

生服务

机构

１）每３－１０万居民或每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至少拥有１个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

２）≥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定点机构；
３）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３）问
卷调查

３２８

Ⅲ－７２
经营性

公共场

所卫生

１）经营性公共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２）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３）公共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
随机抽查５处。５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４处符合标准为 Ｂ；

３处符合标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０８

Ⅲ－７３
饮用

水卫生

１）二次供水单位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管理规范；
２）从业人员持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上岗，“五病”调
离率１００％；

３）供水单位和卫生部门对水质检测的结果合格。
随机抽查３处。３处均符合标准为 Ａ；２处符合标准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实地考察 ３８８

Ⅲ－７４
出生政

策符合率

＞９３％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２１８

Ⅲ－７５
平均预

期寿命

＞７５（岁） ＞７４（岁） ≤７４（岁） 材料审核 ２０８

注：①Ⅲ－７０交通秩序与管理的标准１）中的年度控制目标指：各市安委会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的要求，对各区
下达的万车事故死亡率的控制目标；标准２）的测评数据由各区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查
验证；标准４）要求规范化停车率 ＞８５％，社会停车场利用率 ＞９５％，标线施划率 ＞９０％，标志设置
率＞９块／公里，行人过街设施设置率＜３００米，路口灯控率 ＞７５％，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设置率≥９９％。
以上七项测评数据由各区公安局提供，测评组根据测评要求抽查验证。

②Ⅲ－７２经营性公共场所卫生的标准２）和Ⅲ －７３饮用水卫生的标准２）中的 “五病”指：痢疾、伤寒、

甲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

２８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６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５
社会

保障

Ⅲ－７６
社会救

助体系

建设

１）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２）落实城市医疗救助制度；
３）落实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符合标准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６８

Ⅲ－７７
社会保

险参保

计划完

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７８
住房

保障

制度

１）住房保障规划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
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健全、制度完善，符合规范化管理要求；
３）完成市级政府分解、下达的住房保障目标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２项标准为 Ｂ；符合１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 ２） ３）
材料审核

３８８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６
公共

安全

Ⅲ－７９
安全

保障

１）主要公共场所和重点要害部位安装电子视频监控系统，并
有明显标志；

２）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完好率达到１００％；
３）社会面、重点单位及社区物防、技防、人防、消防水平符
合安全要求；

４）社区警务室建设和治安辅助力量配备到位，并充分发挥
作用。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３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２）４）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３）实地考
察

３５９

Ⅲ－８０
食品

安全

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有效生产经营证照，对小作坊、小
摊点等监管规范有序；

２）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餐饮单位量化
分级管理覆盖率≥９５％；

３）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４）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食品
安全事故及时查处，无漏报、瞒报情况；

５）预防并及时查处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４）、５）或标
准２）、３）、４）、５）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实地考
察 ２） ４）
５）材料审
核３）实地
考察、问卷

调查

４８０

注：①Ⅲ－７６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标准１）主要包括三项内容：（１）实现应保尽保，正常发放最低生活保障
费；（２）城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随城区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②Ⅲ－７７社会保险参保计划完成率，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给各城区有关年度社会保险参保
计划来统计；社会保险参保主要统计：养老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工伤保险

参保率、生育保险参保率五项内容。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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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６
公共

安全

Ⅱ－２７
社会

治安

Ⅲ－８１
药品

安全

１）严格实施药品经营许可制度，规范药店经营行为，没有无
证经营药品的现象；

２）开展社区用药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用药知识水平，自觉抵
制假劣药品；

３）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社区管理，有效遏止在社区利用各种
方式兜售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效的 “健康产品”的

情况；

４）街道建立安全协查制度，配有药品安全协管信息员；
５）公布举报电话，问题药品得到及时查处。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１）、５）及其余标准中
的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５）实地
考察 ２）３）
问卷调查

４）材料审
核

３５９

Ⅲ－８２
突发公

共事件

应急处

理

１）建立减灾、防灾、救灾综合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开展社区减灾、防灾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预案；

２）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严格执行事件报告、通
报和信息发布制度；

３）建立并实行突发公共事件领导问责制；
４）市民对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满意度≥７５％。

符合上述 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 １）、２）、４）或标准
１）、３）、４）为Ｂ；符合标准１）、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材料审核

４）问卷调
查

３８８

Ⅲ－８３
安全

生产

１）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安全诚信建设和安全文化建设；
２）加强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制度环境；

３）全面开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任务；

４）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控制在政府下达的控制考核指标以内；
５）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政府下达的
控制指标以内。

符合上述标准１）、２）、３）且３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Ａ；符合标准１）、２）、３）且２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Ｂ；符
合标准１）、２）、３）且１年符合标准４）、５）的为 Ｃ；其余情
形为Ｃ＃。

１）３）４）
５）材料审
核２）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８０

Ⅲ－８４
治安

管理

１）加强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服务管理；

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击 “两抢一盗”等多发性

侵财犯罪成效明显；

３）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效显著；
４）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
５）黑恶势力犯罪得到及时、有效打击；
６）网上违法有害信息和违法网站能够得到及时处置。

符合上述６项标准为 Ａ，符合标准２）、３）、４）、５）、６）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５）６）材料
审核 ４）问
卷调查

４８０

注：① Ⅲ－８３安全生产的标准２）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建设”指：（１）加强法制体制机制建设；（２）加强安
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建设；标准３）中的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指：（１）
执法行动；（２）治理行动；（３）宣传教育行动；标准５）中达标的标准是指市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

②Ⅲ－８４治安管理的标准２）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得到
有效遏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传销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积极开展防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选择正

确投资渠道，远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４８７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７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２７
社会

治安

Ⅱ－２８
社会

稳定

Ⅲ－８５
治安防

控体系

建设

１）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保
障有力；

２）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的实绩纳入干部任期目标；

３）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优势，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８

Ⅲ－８６
基层综

治工作

１）街镇综治办、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综治基层组织健全，
能充分发挥作用；

２）社区居委会普遍建立治保会、调委会等群防群治队伍，并
充分发挥作用；

３）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集中排查整治治安重点
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４）无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４）
材料审核

２）实地考
察

４０３

Ⅲ－８７
邪教活

动得到

有效控

制

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发生；

２）每年开展全区性的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３）把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８８

Ⅲ－８８
群众安

全感

＞８５％ ＞８０％ ≤８０％ 问卷调查 ４３８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２９
城区

绿化

Ⅱ－３０
城市

环境

管理

Ⅲ－８９
建成区

绿化覆

盖率

＞３５％ ＞３０％ ≤３０％ 材料审核 ２３８

Ⅲ－９０
公园

绿地

１）人均公园绿地≥５!；
２）５００米之内无绿地盲区；
３）公园绿地有长效管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实
地考察

１７５

Ⅲ－９１
生活

垃圾

管理

１）白色污染整治率≥８０％；
２）垃圾定点投放、清运及时，无散放、溢漏现象；
３）居住区垃圾分类收集率≥５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２）或标准１）、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３）实
地考察、问

卷调查

３２６

Ⅲ－９２
管网覆

盖率

＞９５％ ＞８５％ ≤８５％ 材料审核 ２６５

注：①Ⅲ－８７邪教活动得到有效控制的标准１）无邪教人员的 “四类”案件和事件指：无邪教人员进京或在当

地规模性聚集滋事案件、无邪教人员插播广播电视案件、无邪教人员张贴喷涂书写悬挂反动标语和散发

反宣品重大案件、无邪教人员自杀自残等影响恶劣的极端事件。

②Ⅲ－８８群众安全感＜５０％为Ｃ＃。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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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１
环境

管理

与环

境质

量

Ⅲ－９３
环境保

护投资

指数

＞２０％ ＞１５％ ≤１５％ 材料审核 ３６９

Ⅲ－９４
工业企

业污染

防治

１）重点工业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率≥９０％；
２）国控重点工业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施，确保其
正常运行，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

３）全区完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
４）“双超”、“双有”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市级环
保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项标准为 Ｂ；符合２项标
准为Ｃ；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９５
区域环境

噪声平均

值和交通

干线噪声

平均值

１）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６０ｄＢ（Ａ）；
２）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７０ｄＢ（Ａ）。

符合上述 ２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４５

Ⅲ－９６
公众对城

区环保的

满意率

＞７５％ ＞７０％ ≤７０％ 问卷调查 ４２８

Ⅲ－９７
节能

减排

１）建立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
２）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节能任务；
３）完成上级下达的年度减排任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２０

注：①Ⅲ－９３、Ⅲ－９４、Ⅲ－９５中的数据从环境保护部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获取。

②Ⅲ－９４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标准１）、２）中 “重点企业”指环境统计中 “重点调查工业企业”；３）完
成强制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的要求指：完成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 （淘汰类） （２００５）》中的具体要求；４）
中的 “双超”、“双有”企业是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

质的企业。环保部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 ［２０１０］５４号）附件一 《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列行业的企业全部为 “双有”企业；“其余情形为 Ｃ＃”中的 “其余

情形”包括被国家环保部门通报双挂牌督办或区域限批的为Ｃ＃。

③Ⅲ－９６公众对城区环保的满意率＜５０％为Ｃ＃。该指标采用国家统计局每年一次的公众满意率调查统计
数据。

④Ⅲ－９７节能减排中，若市没有给区下达减排任务的，其标准１）中的 “减排责任制”及标准３）视为
达标。

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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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８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土地

资源

管理

Ⅲ－９８
耕地

保护

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２）基本农田数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
３）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
４）单位建设用地ＧＤＰ增幅高于城市ＧＤＰ增幅。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４０６

Ⅲ－９９
土地

利用

秩序

１）国土资源管理规范，土地利用秩序良好；
２）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５％；

３）本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
积的比例≤１０％。
符合标准１）、２）为 Ａ；符合标准１）、３）为 Ｂ；其余情

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６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３
组织

领导

Ⅱ－３４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００
领导重视，

文明委指

导协调

１）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创建文明城区的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指标纳入城

区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考核；

２）各级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

体的保障措施，能有效指导、协调创建工作；

３）落实文明委成员单位责任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明确，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４）文明办能结合实际，完成中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１２

Ⅲ－１０１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

１）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庆以及重大事
件，组织开展各种主题的 “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形成长

效机制；

２）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运用
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大

兴文明礼仪之风；

３）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大兴读书

学习之风；

４）开展 “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普

及节约能源资源理念，纠正奢侈浪费现象，大兴勤俭节约

之风。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 ３）
４）材料审
核、 问 卷

调查

４０８

Ⅲ－１０２
创建

文明

社区

１）在全区范围广泛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制定创建文明社
区活动管理办法，对文明社区实行动态管理；

２）科教、文体、法律、卫生进社区活动覆盖率达８５％以上；
３）扎实开展多种形式的邻里互助、社区联谊活动，促进社区
和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２）问卷
调查 ３）材
料审核、实

地考察、问

卷调查

３１２

注：①Ⅲ－９８耕地保护中的标准１）、标准２）中的规划指标指：根据依法批准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相
关指标；标准３）中的计划指标指：上级下达的城市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数据来源为城市的年度土地变
更调查中获取的数据，无耕地保护任务的城区，该测评内容视为达标。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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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４
城乡

基层

创建

工作

Ⅲ－１０３
创建文

明单位

１）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开展创建文明单位
活动；

２）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投入保障、检查考核、激励约束等创
建工作机制；

３）通过群众评议、媒体舆论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文明单位
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动态管理；

４）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０４
创建文

明家庭

１）开展全区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对文明家庭实行动态管理；
２）家庭美德的知晓率≥８０％；
３）区级以上 （含区级）文明家庭的比例≥２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问
卷调查

２８０

Ⅲ－１０５
运用网

络开展

创建活

动

１）开办精神文明建设专门网站或专题网页，具有一定规模和
水平；

２）积极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３）有明确的负责人员和经费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网络
调查 ３）材
料审核

３１２

Ⅲ－１０６
创建工

作氛围

１）注重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坚持开展学习先进活动；
２）主要公共场所设有大型宣传创建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公益性
广告，数量≥广告总数的２０％；公共场所广告、招牌等用
字规范，内容健康；

３）街道、社区的宣传栏定期刊登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听取汇

报 ２） ３）
实地考察

３５０

Ⅲ－１０７
市民对

创建工

作的支

持率

＞８０％ ＞７０％ ≤７０％ 问卷调查 ３８０

Ⅲ－１０８
以城带乡，

联动发展

１）落实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和措施，形成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２）对结对帮扶对象的投入逐年增加，帮扶对象的社会事业发
展水平明显提高；

３）各相关职能部门把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列入

经常化的工作；

４）组织文明单位，结对帮扶农村开展创建活动；
５）支持农村地区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户、文明集市和文化
广场建设活动，成效明显。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标准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３）
４）材料审
核５）材料
审核、实地

考察

４０３

注：①Ⅲ－１０７市民对创建工作的支持率＜５０％为Ｃ＃。

②Ⅲ－１０８以城带乡，联动发展中的标准５），若城区无农村地区，该项视为达标。

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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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权数

Ⅰ－９
扎

实

有

效

的

创

建

活

动

Ⅱ－３５
创建

管理

Ⅲ－１０９
管理

制度

１）明确各类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实施办法和长效管理措施；
２）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
３）创建文明城区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标准１）、３）或标准２）、３）
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２９８

Ⅲ－１１０
监督

制度

１）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创建工作，并按规定办理
相关的议案、提案；

２）采取多种形式让群众了解创建工作情况，有市民巡访、听
证会等形式的群众监督机制；市民反映创建问题的渠道畅

通，并能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３）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曝光。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１）３）材料
审核 ２）材
料审核、问

卷调查

２６５

Ⅲ－１１１
投入

机制

１）区财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
２）认真执行文化经济政策，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多元投入
机制；

３）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符合上述 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２项标准为 Ｂ；其余情形

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９２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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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指 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测 评 内 容 测评标准
测评

方法

１
创建工作

集中宣传

创建文明城区先进经验作为重大典

型在全国集中宣传过

创建工作经验在全国集中宣传过得２分，
没有宣传过不得分。

材料审核

２ 工作创新 创建工作有创新，有成效

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组织中央主要
新闻媒体进行集中宣传的先进经验，

每项加０５分；
２）中央文明办在当地召开过专门会议
进行 推 广 的 先 进 经 验，每 项 加

０５分。
该项目累计最高不超过２分。

材料审核

听取汇报

３ 荣誉称号 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荣誉称号
每获得一项有效荣誉称号得 １分，４项
以上 （包括４项）得４分。

材料审核

４
承办大型

活动

成功承办国际、国内大型活动，得

到国际、国家、市级有关部门充分

肯定

近３年内承办一次国际、国内大型活动
得０２５分，８次以上 （包括 ８次）得
２分。

材料审核

５
城区整体

形象

建筑布局，市容环境，社会氛围，

市民精神面貌

１）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环境优美，
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

等造型美观实用，标牌广告用字规

范，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

美的享受；

２）街道环境整洁有序；
３）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
祥和；

４）市民为人和善，精神面貌良好。
每项标准０５分，共２分。

整体观察

问卷调查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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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一、有关城市区域的术语

【建成区】指市政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

和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建设地段，包括

市区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分散在近郊区的与城

市有密切联系，具有基本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

的城市建设用地 （如机场、污水处理厂、通讯

电台等）。

【市区】本指标体系所谓的 “市区”对应

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狭义的城市，包括

城区和郊区，不包括下辖的县和县级市。

【公共场所】指公共广场、公园绿地、风

景游览区、飞机场、公共电汽车 （含长途客运

汽车站）首末站、地铁车站、公路铁路沿线、

河湖水面、停车场、集贸市场、展览场馆、文

化娱乐场馆、体育场馆等。

【主干道】指以交通功能为主，与国道、

省道、城市各区相通的交通干道。一般应分幅

行驶。

【街巷道路】指连接居住区之间的小马路，

以交通功能为主，兼有零星商业设施。

【主要大街和重点地区】指主要商业大街、

大型广场、公园、火车站、公交枢纽等公共

场所。

二、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

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

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最大化的行为。

【窗口行业】本指标体系所谓的 “窗口行

业”包括：公安、税务、工商、燃气、供热、

自来水、供电、公共交通、出租汽车、铁路、

民航、环卫、风景园林、物业管理、邮政、电

信、银行、医院、宾馆、旅行社、商业零售等

行业。

【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在群众性体育活动

中从事运动技能传授、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

作的人员。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指导社会体

育活动者学习、掌握体育健身的知识、技能和

方法；组织人们进行健身、娱乐、康复等活

动；协助开展体质测定、监测、评价等活动；

承担经营、管理及服务工作。

【社区物防】指社区防范设施，如电控防

盗门、实时图像监控探头、居民住宅门牌、门

岗、铁门、居民区路灯、门窗铁栅栏等。

【群众对党政机关行政效能的满意度】指

群众对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街道党工委

和街道办事处办事效率、办事能力、服务态

度、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满意度。

【虐待、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虐待和

不赡养老人案件数量以法院统计的立案数为

准，经过二审以及依据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的案件不重复计算。

虐待和不赡养老人案件发生率 ＝虐待和不
赡养老人案件数量 ÷全市 （城区）居民户数

（万户）。

【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事件投诉率】侵犯

残疾人合法权益事件数量以残疾人联合会收到

的投诉为准。

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事件投诉率 ＝侵犯残
疾人合法权益事件数量 ÷全市居民户数 （万

户）。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教育经费包括各级

教育部门和各部门举办由国家拨款的高等学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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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教育、中学、小学、

幼儿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普通业余教育、教

师进修及民办教师补助费、特殊教育费、广播

电视教育费及其他教育事业经费。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教育经费总额 ÷市区
人口总数。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指全市 （城区）范

围内体育场、体育馆、社区内专门用于居民体

育运动的健身房、健身点、学校体育场地以及

社会经营性体育场地的面积之和。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体育场地总面积 ÷市
区人口总数。

【全市性科普教育活动】指由市级政府部

门举办的科普教育活动。系列科普教育活动根

据主题计算活动次数，同一主题不重复计算。

科普宣传工作中必须包含环境教育、公共卫生

和健康知识教育的内容。

【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及城市公

共交通分担率】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

指按城市人口计算的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公共交

通车辆标台数。

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量 ＝全市公共
交通营运车辆标台数÷市区人口总数 （万人）。

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 ＝城市公共交通年客
运量÷城市居民全方式年出行总量×１００％。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指在城市范围内设

置的、经区 （市、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登

记注册并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出生政策符合率】指在一定时间区域内

（通常是一年），符合政策生育人员占总出生的

比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有非农业户口，在

一定的劳动年龄内 （１６周岁至退休年龄），有
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

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占非农业户籍人口

的比例。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指城市建成区内一切用于绿化的乔灌木和多

年生草本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建成区面积×１００％。
【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绿地率 ＝建成区

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１００％。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在统计

时，由于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不易计算，可用清

运量代替。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１００％。

【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率】指工业危险废

弃物的处置量占总产生量的百分比。

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率 ＝工业危险废弃物
处置量÷工业危险废弃物产生量×１００％。

【医疗危险废弃物处置率】指医疗危险废

弃物的处置量占总产生量的百分比。

医疗危险废弃物处置率 ＝医疗危险废弃物
处置量÷医疗危险废弃物产生量×１００％。

【城市污水处理率】指城市市区经过城市

污水处理厂或其他污水处理设施，经过二级或

二级以上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量与城市

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的污水量＋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的污水量）
÷城市污水排放总量×１００％。
【环境保护投资指数】指当年城市环境保

护投资占当年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城市环境保护投资
（万元）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０％。

【人均公园绿地】指城市居民人均占有的

公园绿地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公园绿地面积 （
!

） ÷建
成区内城区人口数量 （人）。

以下术语、指标解释仅适用于文明城区测

评体系

【残疾人保障覆盖率】残疾人可以分为轻

残和重残，依据 《残疾人保障法》，对无业轻

残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安排就业为主，对重残人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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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社会救助为主。残疾人保障覆盖率指安排

就业或得到社会救助的残疾人员总数与城区残

疾人口总数的比例。

残疾人保障覆盖率＝（安排就业残疾人总
数＋得到社会救助残疾人总数） ÷残疾人口
总数×１００％。

【公园绿地】指城市中向公众开放的、以

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

施，同时兼有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

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共分５大类１１小类：
一是综合公园 ，含全市性公园、区域性公园；

二是社区公园，包括居住区公园、小区游园；

三是专类公园，含有儿童公园、动物园、植物

园、历史名园、风景名胜公园、游乐公园、其

他专类公园；四是带状公园；五是街旁绿地。

简言之，公园绿地，并非公园和绿地的叠加，

而是对具有公园作用的所有绿地的统称，即公

园性质的绿地。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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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２０１１年版）

简 要 说 明

１测评对象：主要用于测试直辖市所辖区
县和地级以上城市 （地、州、盟）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进展及成效。测试范围包括

所属城区和农村。

２结构：测评体系包括 “基本指标”和

“浮动指标”两个部分。“基本指标”包括６个
测评项目、２２个测评指标、７４个测评内容。
“浮动指标”包括加分、减分２个测评指标。
３基本指标的测评项目：包括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 “三结合”教育体系、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未成年人特殊

群体的教育管理、工作成效评价６个部分。
４分值构成：总分为 １００＋２０分。其中，

“基本指标”１００分；“浮动指标”的 “加分指

标”满分值为２０分，“减分指标”得分根据实
际测评情况计算。（“减分指标”在评选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时作为一票否决

的前提指标。）

５测评方式：主要采用材料审核、问卷调
查、网络 （媒体）调查、实地考察、整体观察

五种方法。材料审核以测评年度前两年的材料

为主，各类数据取测评年度前两年的平均值。

６实地考察方法： （１）实景 （情）模拟

验证，如拨打热线电话等；（２）实地调查，即
实地对照分析，如实地查看 “社区教育委员会

工作记录”等；（３）实地观察，即根据测评要
求，在实地考察点、在一定时间内，对考察对

象进行实地查看。

７材料审核的数据来源： （１）国家或省
（区、市）统计年鉴；（２）省 （区、市）相关

政府部门的统计或提供的材料；（３）省 （区、

市）文明委、文明办提供的材料。

８评分方法：采用 “状态描述法”，以Ａ、
Ｂ、Ｃ、Ｄ描述测评内容的状态。Ａ为该项测评
内容的满分；Ｂ为该项测评内容满分的６６％；
Ｃ为该项测评内容满分的３３％；Ｄ为０分。每
一指标的状态确定后，经过计算机处理，得出

测评总分。

９测评结果运用：测评结果作为考核评价
各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评选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的重要依

据，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城市 （区）的前置

条件。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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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指 标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１

领

导

体

制

和

工

作

机

制

ＩＩ－１
党委

统一

领导

ＩＩ－２
党政

群齐

抓共

管

Ⅲ－１
关心

重视

Ⅲ－２
检查

考核

Ⅲ－３
工作

保障

Ⅲ－４
分工

合作

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列
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听取

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１（次／年）；
２）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做出有关批示、参加相
关活动均≥１（次／年）；

３）采取切实措施，充实发挥各级文明委办事机构的职能作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３）或２）、３）项为 Ｂ；
其余情形为Ｃ

１）纳入地方和有关单位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范围；
２）列入地方和有关单位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３）列入党委政府督查工作，每３年至少进行１次专项督查。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符合１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２）每年确定１件以上实事项目，有实施方案、有资金保障、
有专人负责、有完成时间、有督促检查；

３）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提供专项经费②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２）或２）、３）为Ｂ；符
合２）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列入年度工
作计划和目标管理范畴；

２）在实施重点工作、组织专项治理中，有关单位密切合作，
形成整体合力；

３）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联合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题
教育实践活动≥３（次／年）。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２）或２）、３）为Ｂ；符
合２）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材料审核 ３５０

材料审核 ２７５

材料审核 ３７５

材料审核 １７０

５９７

①

②

有关单位包括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有关部门指宣传、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科技、广电、建设、新闻出

版、工业和信息化、民政、公安、工商、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群团组织指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

文联、关工委、残联等组织。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专项经费是指由当地财政划拨、由文明办管理使用、用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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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１

领

导

体

制

和

工

作

机

制

ＩＩ－３
文明

委组

织协

调

ＩＩ－４
有关

部门

各负

其责

Ⅲ－５
文明委

职责

履行

Ⅲ－６
文明办

职能

作用

Ⅲ－７
责任

落实

Ⅲ－８
社会公

众对重

大举措

的知晓

率

１）文明委每年专题研究部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建立健全指导协调、任务分工、督促检查和奖惩激励机制，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３）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等群众性创建活动考评标准，作为评选先进的前

置条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和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
Ｂ；符合３）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认真落实文明委交办的工作任务，切实承担起组织协调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责任；

２）召开总结经验、推进工作的专门会议≥１（次／年）；
３）组织开展专项调研≥１（次／年），掌握工作情况，提出工作
建议；

４）直辖市所辖区县与地级以上城市文明办现有科 （处、室）

具体承担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任务，或有专人负责

此项工作。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４）和其余标准中２项为 Ｂ；
符合４）和其余标准中 １项，或同时符合 １）、２）、３）为 Ｃ；
其余情形为Ｄ

１）明确分管领导、分管处室，严格实行责任制，做到事事有
人管、件件有着落；

２）牵头部门能有效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开展工作。

符合上述２项标准为Ａ；符合１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Ｄ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０％

Ａ Ｂ Ｃ Ｄ

材料审核 ３５０

材料审核 ３５０

材料审核 １７５

问卷调查 １２５

ＩＩ－５
全社

会积

极参

与

Ⅲ－９
群众

参与

Ⅲ－１０
社会

组织

参与

１）组织开展吸引群众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
２）认真听取群众对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建议，利用报刊、电
视、网络、电话等方式，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

３）关爱未成年人成为当地志愿者行动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项
重要内容。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用；
２）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有成效；
３）学术机构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为推进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４）社会各界重视、支持并积极参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１８０

材料审核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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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１
领
导
体
制
和
工
作
机
制

ＩＩ－５
全社

会积

极参

与

Ⅲ－１１
社会

氛围

１）主要新闻媒体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宣传报
道，每年推出一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典型；

２）主要新闻媒体在寒暑假、“六一”儿童节等时段集中报道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情况；

３）重要公共场所设有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公益广告。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２）或１）、３）为Ｂ；符
合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２）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实
地考察

１７５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６
学校

教育

Ⅲ－１２
德育

保证

机制

Ⅲ－１３
课堂

德育

Ⅲ－１４
日常

德育

１）中小学德育工作纳入教育教学评估体系，作为中小学督导
的重要内容，作为对学校和校长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

２）建立健全并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评优和升学
的重要参考依据；

３）通过建立家长委员会、举办家长学校、设立家长接待日、
组织教师家访和建立社区活动联系卡等方式，加强学校与

家庭、社区的联系，共同做好德育工作；

４）直辖市所辖区县和地市级、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机构承担
中小学德育工作，或由专职人员管理；

５）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为开展德育工作提供经费保证。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符合３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按照课程计划开设思想品德课 （思想政治课），无减少课时

和挪用现象；

２）各门课程充分发掘和利用自身的德育资源，在教学中落实
好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课程目标；

３）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进行地域文化、传统美德等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

４）积极进行思想品德课 （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学生对德育教学的满意率≥８５％。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２）和其余标准中的１
项为Ｂ；符合１）、２）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坚持升降国旗和校会、班会制度；
２）利用重要纪念日、节庆日、寒暑假等时机，集中开展各类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３）定期开展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集体等活动，
树立先进典型，优化校风学风；

４）中小学生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比例≥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００

１）、 ２）、
３）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３００

１）、 ２）、
３）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２２５

７９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６
学校

教育

Ⅲ－１５
健康

素质

Ⅲ－１６
课业

减负

Ⅲ－１７
德育

队伍

Ⅲ－１８
师德

建设

１）深入开展 “阳光体育运动”，学生体育锻炼列入教学计划，

确保学生在学校体育锻炼≥１小时／天；
２）每学年召开运动会，经常因地制宜地开展以班级、年级为
单位的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

３）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组织中小学生每年进行 １
次体检；

４）确保中小学生休息睡眠时间≥８小时／天①；
５）全面实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确保中小学生体质达

到及格等级以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５）及其余标准中的２
项为Ｂ；符合１）、５）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小学生一、二年级无书面家庭作业，三年级以上 （包括三

年级）书面家庭作业量≤１小时／天；
２）无占用节假日、双休日组织学生上课或集体补课，及各种
形式的有偿上课、补课现象；

３）无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以赛促销代销等现象；
４）无挤占音乐、美术和体育课现象。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实行校长负责的德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普通中学明确专
门机构主管德育工作，城市小学、农村乡镇中心小学有１
名教导主任分管德育；

２）选配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形成了班主任聘任、培训、考
核、评优等制度；

３）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小学校按规定配备少先队辅导员；
４）选派优秀公安干警或其他司法人员担任中小学校法制副校
长，保证每学期到校上法制教育课；

５）建立和完善校外辅导员制度，选聘热心少先队工作、有经
验的人士担任校外辅导员。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符合３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把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教师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适时组织
培训，开展主题教育；

２）严格师德考核，建立奖惩机制，无造成不良影响的失德现
象发生；

３）重视并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４）学生、家长对师德的满意率≥９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标准４）≤７０％为
Ｄ；其余情形为Ｃ

１）、 ３）、
４）问卷调
查 ２）、５）
材料审核

２００

问卷调查 １６５

材料审核 １５５

１）、 ２）、
３）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２００

８９７

①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１０小时，初中学生９小时，高中学生８小时。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６
学

校

教

育

ＩＩ－７
家

庭

教

育

Ⅲ－１９
团队

建设

Ⅲ－２０
校园

文化

Ⅲ－２１
校园

安全

Ⅲ－２２
组织

指导

１）把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的总体布局，纳入教
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

２）各级共青团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积极参与
同级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工作；

３）学校团队组织健全、团队活动制度化；
４）团队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少先队干部由队员定期轮流任职；
５）积极办好中学生业余党校、团校，做好初中生 “团队衔接”

和高中生 “推优入党”工作；

６）重视中学学生会、学生社团的工作，支持和指导他们更好
地发挥作用。

符合上述６项标准为Ａ；符合５项为Ｂ；符合４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校园内有富有教育意义的挂图、画像、景观、设施等，环
境整洁优美；

２）校园内有宣传栏、广播站、校园网、校报校刊或少先队鼓
号队、队室等文化阵地；

３）举办歌咏、书画、读书演讲、经典诵读、科技小发明等丰
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４）学校学风、教风和校风良好，师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师
生、同学、家校关系和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有计划地开展自护自救教育，向中小学生普及治安防范、
灾害避险、交通和消防安全知识以及有关法律常识；

２）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和校园意外伤害事件应
急管理机制；

３）无食品卫生、火灾、校舍倒塌、校车安全、人身伤害等责
任事故；

４）配备专业保安人员，严格落实门卫制度，加强校内巡逻。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３）、４）或２）、３）、４）
为Ｂ；符合３）、４）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各级党委政府把家庭教育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安排，
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家庭教育工作规划；

２）建立健全由妇联、教育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家庭教育工作协
调机制；

３）将家庭教育工作经费和事业发展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４）把家庭教育情况作为评选文明职工、文明家庭、文明社区
（街道）的重要内容。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 ２）、
３）、 ５）、
６）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３００

１）、 ２）、
４）实地考
察３）材料
审核

２２５

１）问卷调
查２）、３）、
４） 材 料

审核

３００

材料审核 ３００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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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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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７
家

庭

教

育

ＩＩ－８
社

会

教

育

Ⅲ－２３
家长

学校①

Ⅲ－２４
家教

活动

Ⅲ－２５
家庭

环境

Ⅲ－２６
行为

示范

Ⅲ－２７
社区 （村）

未成年

人教育

协调组

织

Ⅲ－２８
社区 （村）

未成年人

教育工作

队伍

１）直辖市城区和地级市有相应组织承担家庭教育指导职能，
依托社区 （村）、中小学校、幼儿园和企事业机关单位等，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手段，形成多元化的办学

模式；

２）家长学校制订教学计划，并能正常开展活动；
３）开展创建示范家长学校活动，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符合１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深入开展 “小公民道德建设”、“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

人才”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

２）成立家庭教育讲师团，组织开展宣讲活动；
３）针对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特殊家庭的实
际情况，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

４）家长对科学教子观念和方法的知晓率≥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４）和其他２项为Ｂ；其余情
形为Ｃ

１）广泛开展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
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
３）年均家庭暴力投诉率＜２起／万户。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家长能以身作则的比例≥８０％；
２）家长能够尊重未成年子女隐私的比例≥８０％；
３）家长了解未成年子女交友状况并给予指导的比例≥８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城市的区、街道，农村的乡镇，建立由党政领导负责、有
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参加的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相关组织，统

筹指导辖区未成年人教育，做好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

业生的劳动技能培训；

２）社区 （村）成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协调组织，掌

握了解辖区内未成年人基本情况，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活动；

３）社区 （村）普遍建立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机构，积极开

展团队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有负责未成年人教育工
作的专兼职人员；

２）建立教师进社区制度，城市有专门的社区教师，农村中小
学校指派专门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在节假日开展活动；

３）组建了来源多样、专兼结合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队伍。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２７５

１）、 ２）、
３）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１８５

１）、３）材
料审核 ２）
问卷调查

１２５

问卷调查 １２５

材料审核 ３００

材料审核 ２２０

００８

① 家长学校是以未成年人的家长及其抚养人为主要对象，以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

为主要任务，以提高家长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为主要目的的成人教育机构。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８
社

会

教

育

ＩＩ－９
重

点

工

作

Ⅲ－２９
社区 （村）

活动

场所

Ⅲ－３０
社区 （村）

未成年

人教育

活动

Ⅲ－３１
未成年

人权益

保护

Ⅲ－３２
社会主

义核心

价值体

系学习

教育

１）依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站、室）① 和乡镇文化站、村文

化室等，开辟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

２）中小学校的文体设施、活动场地等，在节假日和放学后面
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３）活动场所有专人负责管理维护，保证未成年人能够开展
活动。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符合１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利用寒暑假、双休日，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文艺演出、体育
比赛、科技制作、公益服务等活动；

２）普遍建立多种形式的工作平台 （如 “少年之家”、“儿童俱

乐部”等），解决学校放学后、家长下班前，以及节假日未

成年人的失管失教问题；

３）社区与学校加强协调沟通，建立青少年参与活动的档案资
料，为学校评价学生提供依据。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积极开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２）建立健全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形成完善的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网络；

３）建立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开通青少年维权热线、创建
“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４）及时发现并查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５）义务教育普及率不低于所在省 （区、市）平均水平。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符合３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渗
透到中小学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的各个环节，

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２）坚持不懈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
强化未成年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３）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实践活动，引导未成
年人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其余情形为Ｄ

１）、３）实
地考察 ２）
材料审核

２７５

１）材料审
核 ２）、３）
实地考察

２５０

１）、 ２）、
４）、５）材
料审核 ３）
实地考察

２３０

材料审核 ３２０

１０８

① 在城市的旧区改建或新区开发建设中，配套建设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并纳入社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

施建设规划，统一管理使用。老城区积极新建、改建、扩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不具备场所建设条件的能实现

社区活动场所资源共享，明确向未成年人开放的时间段；人口规模在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人以上的居住区要建设文
化活动中心，人口规模在７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的居住小区要建设文化活动站，重点镇和县城关镇要设置文化活动站
或青少年之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站、室）中开设专门供未成年人活动的场地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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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２

『

三

结

合

』

教

育

体

系

ＩＩ－９
重

点

工

作

Ⅲ－３３
“做一

个有

道德

的人”

活动

Ⅲ－３４
心理

健康

辅导

Ⅲ－３５
建设 “乡

村学校

少年宫”

Ⅲ－３６
经典

诵读

１）围绕 “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在社会奉献他

人”的主题，广泛深入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２）健全完善适合未成年人的道德规范，引导未成年人践行社
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争做有道德的人；

３）认真组织 “美德少年”、“文明小公民”、“小道德模范”等

评选表彰；

４）在中小学校建立一批主题活动联系点，及时督促检查，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建立地市级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积极开展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２）在城市社区、城区中小学校和乡镇中心学校设立心理咨询
室 （心理辅导室），利用网络、电话、授课等多种方式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３）建立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和志愿
服务队伍，并有相应的培训和保障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以农村中小学校为基本场所，大力推进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２）依托学校现有场地、设施，配备必要器材设备，为开展活
动创造条件；

３）利用学校现有管理体制、师资队伍，由校长兼任少年宫主
任，教师兼任辅导员和管理人员，统一组织开展活动；

４）坚持公益原则，每天放学后、节假日和寒暑假面向农村中
小学生免费开放。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２项为
Ｂ；符合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把经典诵读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作为未成年人道德实践的
重要内容；

２）把诵读中华经典、革命经典和学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先进
事迹相结合，引导未成年人继承优良传统、提高道德素养；

３）组织开展诵读展演、竞赛交流、冬 （夏）令营等活动，建

立推进经典诵读的工作机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材料审核 ３２０

１）实地考
察、材料审

核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２５０

１）、３）材
料审核 ２）、
４） 实 地

考察

３００

材料审核 ２８０

Ｉ－３
文化

产品

和文

化服

务

ＩＩ－１０
文

化

产

品

供

给

Ⅲ－３７
影视

文艺

１）中央电视台和省电视台少儿频道在县级行政区落地覆盖；
２）城市电台、电视台开设有少儿专栏、动画专栏或专题节目①；
３）鼓励扶持少儿题材影视、动漫等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加
强宣传、发行工作；

４）积极组织开展优秀童谣征集推广传唱活动；
５）每年定期组织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文艺演出，并开展送
演出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２）、４）及其余标准中
的１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
料审核、网

络 （媒体）

调 查 ３）、
４）、５）材
料审核

２７５

２０８

① 副省级城市电视台开设有少儿频道，保证少儿节目的播出时间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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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３

文

化

产

品

和

文

化

服

务

ＩＩ－１０
文

化

产

品

供

给

ＩＩ－１１
爱国

主义

教育

基地

和公

益性

文化

设施①

Ⅲ－３８
图书

出版

Ⅲ－３９
网络

阵地

Ⅲ－４０
免费

开放

措施

Ⅲ－４１
服务

保障

１）鼓励少儿读物的创作生产，积极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 “阅

读推广”活动；

２）公共图书馆设有未成年人阅览室；
３）新华书店在显著位置设有未成年人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
专柜；

４）家长对本地销售的少儿出版物品种、内容、质量的满意度
≥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依托中小学校网络教室、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青少年宫等
处的上网设施，建立面向未成年人的公益性上网服务场所，并

有实现持续运营、规范管理、健康上网的保障机制；

２）支持鼓励开办面向青少年的网站，开展 “文明小博客”、

“班级博客”等健康有益的网络活动；

３）促进适合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数字化、
网络化传播。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
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所属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
年人开放；

２）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开放时间以及免费开放的详细
情况；

３）把公益性免费开放相关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切实予以
保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３）为 Ｂ；符合１）为
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通过聘请专业人才、招募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专兼职结合
的讲解队伍；

２）根据未成年人特点，丰富展示内容，改进陈列方式，配备
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讲解词，未成年人集体参观时有义务

讲解；

３）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主题教育活动；
４）未成年人对免费开放后服务质量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材料审
核 ２）、３）
实 地 考 察

４） 问 卷

调查

１３５

１）实地考
察 ２）、３）
网 络 （媒

体）调查

２８５

１）材料审
核、实地考

察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５０

１）、 ２）、
３）材料审
核４）问卷
调查

２７５

３０８

① 公益性文化设施包括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博物馆 （院）、展览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烈士纪

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文化馆 （站）、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体育

场 （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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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３

文

化

产

品

和

文

化

服

务

ＩＩ－１２
未成

年人

校外

活动

场所①

ＩＩ－１３
校馆

衔接

Ⅲ－４２
加强规

划和建

设

Ⅲ－４３
体现

公益性

原则

Ⅲ－４４
衔接

措施

Ⅲ－４５
活动

开展

１）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并作为城市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２）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运转、维护和开展公益性活动的经
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政策享受税收优惠；

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或资助公益性未成年人校外活动
场所；

４）地级以上城市建立１所适合未成年人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的综合素质教育基地；

５）确保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性，配备安全保护人员，
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符合上述 ５项标准为 Ａ；符合 １）、２）、３）、５）或 １）、
２）、４）、５）为Ｂ；符合１）、２）、５）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坚持面向广大未成年人，活动场所８０％的时间用于开展普
及性活动；

２）坚持常年开放，节假日延长开放时间；
３）无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②，无挤占、挪用、租借等
现象；

４）未成年人对校外活动场所服务的满意率≥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成立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校外活动，
整合各类校外场所资源，促进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有效

衔接；

２）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把校外活动列入教育教学计划，
主动加强与各类校外活动场所的联系；

３）校外活动场所制订了为未成年人开展活动提供便利的方案
并有实际举措。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校外活动场所根据学校校外活动的需要，及时调整活动内
容，精心设计开发与学校教育教学有机结合的活动项目；

２）校外活动场所采取流动少年宫、科普大篷车、巡回展览等
方式，到学校、社区 （村）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娱

乐活动，每个校外活动场所每学年送活动下基层总时间不

少于５个工作日；
３）校外活动场所将组织接待中小学生轮流免费参加校外活动
列入工作日程，每周安排不少于３个半天。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 ２）、
３）、４）材
料审核 ５）
实地考察

２８５

１）、２）实
地考察 ３）
材料审核、

实 地 考 察

４） 问 卷

调查

３５０

材料审核 ３３０

材料审核 ２２５

４０８

①

②

包括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公益性活动场所。

对集体组织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实行免费。对确需集中食宿和使用消耗品的集体活动，以及特专

长培训项目，只收取成本费用。对特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全部免费。



附　录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４

净

化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ＩＩ－１４
网络

环境

ＩＩ－１５
文化

市场

环境

Ⅲ－４６
网络

管理

Ⅲ－４７
网络

净化

Ⅲ－４８
网吧

监管

Ⅲ－４９
网吧

经营

秩序

Ⅲ－５０
家长对

网吧的

满意度

１）加强对互联网和移动多媒体上淫秽色情和其他不良信息的
打击治理，建立健全网络长效管理机制；

２）采取推广绿色上网软件、推行绿色上网业务等切实可行的
措施，为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公益性上网场所健康上网

创造条件；

３）加强对电信有关业务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数据中
心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联网等单位的监管，依

法治理利用互联网、移动多媒体等信息网络传播不良信息、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行为。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在本地注册的互联网站和手机网站上无淫秽色情、暴力、
凶杀、恐怖、邪教、迷信等内容；

２）本地声讯服务台无传播淫秽色情、暴力、迷信等不良信息
的行为；

３）深入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加强网络行业自律，
开展网络监督。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Ｄ

１）建立健全网吧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队伍，认真执行网吧管理制度，严厉查处网吧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

２）建立社会监督机制，设立举报电话，聘请家长、教师、“五
老”人员等担任网吧监督员，并提供必要经费支持；

３）坚持严控总量、调整存量、优化结构，推动网吧经营连
锁化；

４）成立网吧行业组织，加强网吧行业自律；
５）建立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平台，网吧落实安装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系统、过滤软件等技术措施，有效防范含有色情、暴

力、赌博、邪教等违法内容的网络游戏和网络信息。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符合３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网吧严格执行上网消费者实名登记制度，在显著位置设置
“未成年人不得进入”等标志；

２）网吧无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现象；
３）建立查处 “黑网吧”联动机制，坚决取缔 “黑网吧”。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３）为Ｂ；其余情形为Ｄ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０％

Ａ Ｂ Ｃ Ｄ

材料审核 ３３０

１） 网 络

（媒体）调

查２）实地
考察 ３）材
料审核

３１０

１）、 ２）、
３）、４）材
料审核 ５）
实地考察

３００

实地考察 ３２５

问卷调查 １５０

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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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４

净

化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ＩＩ－１５
文化

市场

环境

ＩＩ－１６
校

园

周

边

环

境

Ⅲ－５１
银 （荧）

屏声频

净化

Ⅲ－５２
游戏机

经营场

所监管

Ⅲ－５３
“扫黄

打非”

Ⅲ－５４
治安和

交通

环境

１）建立健全严格的节目审查制度和节目播出程序，有高素质
的节目审查人员队伍；

２）本地频率频道没有不宜于未成年人收听观看的广播剧、影
视剧、影视动画片和纪实电视专题节目①；

３）加强对本地广播电视综艺类、情感类、法制类、选拔类、
谈话类节目的管理，有效遏制低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４）及时清理含有不良内容及提供不良服务的各类短信、声讯
服务广告和电视点播节目；

５）本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在本地注册的网站上没有
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３）、４）、５）及其余标准中
的１项为Ｂ；符合３）、４）、５）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设置未成年人限入标志；
２）除节假日外，无未成年人进入；
３）无具有赌博功能的设施设备和赌博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１）、３）为Ｂ；其余情形为Ｄ

１）坚持开展 “扫黄打非”，执法检查措施力度大，成效显著；

２）文化市场上无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邪教、迷信、教
唆犯罪及其他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出版物；

３）无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制售淫秽色情等妨害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出版物的案件。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３）和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
Ｂ；其余情形为Ｄ

１）在上学、放学时，有公安干警在校园周边执勤；
２）对发生在校园周边，侵害师生人身、财产权利的刑事和治
安案件，实行专案专人责任制；

３）学校周边涉校案件的发案率呈下降趋势②；
４）在临街中小学、幼儿园附近，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和其他交
通安全设施。在地处交通复杂路段的小学、幼儿园上学放

学时，有专人维护校园门口道路的交通秩序。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４）材
料审核 ２）、
３）、５）网
络 （媒体）

调查

３５０

实地考察 ２２０

１）、３）材
料审核 ２）
实地考察

３７５

１）、４）实
地考察 ２）、
３） 材 料

审核

３５５

６０８

①

②

指在每晚２３：００以前不能播放含有展示暴力、凶杀、恐怖等内容的影视剧、纪实电视专题节目；无播出不良
广播电视节目而受国家、省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通报的情况。

考察２００７年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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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４
净

化

社

会

文

化

环

境

ＩＩ－１６
校

园

周

边

环

境

Ⅲ－５５
市场和

市容环境

１）加强对学校周边商业网点的管理，取缔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校园周边无 “三无食品”、无恐怖、

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物销售。

２）校园周边２００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
经营场所和彩票投注站点，６００米内无彩票专营场所，不得
在中小学校园周边设立经营性娱乐场所和非法行医或以人

工流产、性病治疗业务为主的诊所；

３）经营者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无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现象；

４）学生、家长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满意度≥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２）及其余标准中的１
项为Ｂ；符合１）、２）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 ２）、
３）实地考
察４）问卷
调查

３００

Ｉ－５
未

成

年

人

特

殊

群

体

的

教

育

管

理

ＩＩ－１７
留

守

儿

童

ＩＩ－１８
流

动

儿

童

Ⅲ－５６
党政部

门和群

团组织

重视

Ⅲ－５７
关爱

行动

Ⅲ－５８
流入地

解决

就地

入学

Ⅲ－５９
流出地

积极

配合

１）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纳入政府统筹城乡
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任务；

２）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各责任单位有具体
工作措施；

３）乡镇政府、村委会掌握了解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基本情
况，定期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留守儿童的普查统计工作，依

法督促家长或临时监护人履行教育和监护责任。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开展 “代理家长”、“亲情电话”、“城乡少年手拉手”、组

建 “留守小队”等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

２）农村中小学校建立留守儿童情况登记、监护人联系、结对
帮扶、寄宿优先等制度；

３）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区域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对留
守儿童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建立以公办学校为主，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的保障机制，入学问题基本解决；

２）教育行政部门对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学校，在办
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给予支持

和指导；

３）学校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做到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 Ａ；符合１）及其余标准中的１项为
Ｂ；符合１）为Ｃ；其余情形为Ｄ

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妥善管理外出学生的学籍档案，随时
掌握学生的流动去向；

２）免费、及时为外出学生办理转学手续，为返乡就学的学生
安排入学；

３）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加强联系，共同做好流动儿童的
管理服务工作。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符合１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材料审核 ２２５

材料审核 ３００

材料审核 ２２５

材料审核 １２５

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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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５
未

成

年

人

特

殊

群

体

的

教

育

管

理

ＩＩ－１９
流

浪

儿

童

、

孤

残

儿

童

及

边

缘

儿

童

Ⅲ－６０
流浪

儿童

Ⅲ－６１
孤残

儿童

Ⅲ－６２
边缘

儿童①

１）有机构承担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有健全的流浪儿童生
活、教育、管理、返乡和安置等保障制度；

２）依法打击强迫、诱骗、教唆未成年人流浪行乞和违法犯罪
的不法行为；

３）对乞讨、流浪未成年人及时进行救助。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Ｄ

１）有机构为孤儿和残疾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康复等提供
服务；

２）孤儿和残疾儿童救助所需资金纳入城乡社会救助和社会福
利事业发展资金，保障其基本生活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

水平；

３）具备就读能力的孤儿和残疾儿童，能够及时就近入学，并
受到必要的照顾；

４）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８５％ （未实现 “两基”② 地区

≥６０％），根据需要设立特殊教育学校；
５）对生活确有困难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帮扶工作，采取提
供最低生活保障、纳入特困救助、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救助。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构建有效的社会帮教网络，对边缘儿童进行心理治疗和行
为矫正帮教工作；

２）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做好司法援助和教育挽救工作；
３）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
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

人办理。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

４）根据需要设置专门学校，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劳动技术教

育和职业教育。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２）材
料审核 ３）
实地考察

１５５

１）实地考
察２）、３）、
４）、５）材
料审核

１８５

材料审核 ２００

Ｉ－６
工

作

成

效

评

价

ＩＩ－２０
未成

年人

思想

品质

Ⅲ－６３
爱国

情感

Ⅲ－６４
理想

信念

１）国家标识 （国旗、国徽、国歌等）知识的知晓率≥９０％；
２）基本国情知识的知晓率≥９０％；
３）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比例≥９０％；
４）了解我国著名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革命先驱、历史文化
名人的比例≥９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对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充满信心的比例≥８０％；
２）相信家庭生活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比例≥８０％；
３）对个人前途充满希望的比例≥８０％。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符合１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问卷调查 ２５０

问卷调查 ２５０

８０８

①

②

指行为、心理、品德有较严重的不良倾向，且经常表现出来的未成年人。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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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６
工

作

成

效

评

价

ＩＩ－２０
未成

年人

思想

品质

ＩＩ－２１
未

成

年

人

文

明

行

为

ＩＩ－２２
社

会

评

价

Ⅲ－６５
道德

品质

Ⅲ－６６
心理

素质

Ⅲ－６７
维护公

共环境

Ⅲ－６８
遵守公

共秩序

Ⅲ－６９
讲究礼

仪礼节

Ⅲ－７０
成年人

满意率

Ⅲ－７１
未成年

人满意率

１）认为身边同学懂得感恩和孝敬父母的比例≥８０％；
２）能够做到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的比例≥８０％；
３）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他人关爱的比例≥８０％；
４）对损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感到羞耻的
比例≥８０％；

５）即使在道德约束条件放松的情况下，仍然能严格自律的比
例≥８０％。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符合３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在遭受挫折和打击的时候，基本上能够做到不气馁，并冷
静反思的比例≥８０％；

２）在和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基本上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
为的比例≥８０％；

３）如果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基本上都能够坚持到底的比例
≥８０％；

４）对自己的过失言行感到惭愧，并勇于承认错误的比例
≥８０％。

符合上述４项标准为Ａ；符合３项为Ｂ；符合２项为Ｃ；其
余情形为Ｄ

１）无乱扔杂物、无随地吐痰和口香糖现象；
２）无攀折、损坏花草树木现象；
３）无乱刻乱画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２）不乱穿马路、闯红灯；
３）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等公共场所，
不大声喧哗，无污言秽语、嬉闹现象。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１）熟练使用 “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文明礼

貌用语，仪容仪表整洁得体；

２）友善对待外来人员，中学生能够热情为陌生人指路；
３）中学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
抱婴儿者让座。

符合上述３项标准为Ａ；符合２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０％

Ａ Ｂ Ｃ Ｄ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０％

Ａ Ｂ Ｃ Ｄ

问卷调查 ２５０

问卷调查 ２５０

实地考察 ２２５

实地考察 ２２５

实地考察 ２５０

问卷调查 ２２５

问卷调查 ２７５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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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

项目
测评指标

测评

内容
测　　评　　标　　准 测评方式 权数

Ｉ－６
工

作

成

效

评

价

ＩＩ－２２
社

会

评

价

ＩＩＩ－７２
未成年

人安全

感

Ⅲ－７３
未成年

人违法

犯罪率①

Ⅲ－７４
测评组

整体

感受

＞８０％ ＞７０％ ＞６０％ ≤６０％

Ａ Ｂ Ｃ Ｄ

≤１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Ａ Ｂ Ｃ Ｄ

１）牢固树立了 “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学校在德育工作中

的主渠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中小学生精神面貌良好，行

为举止文明有礼；

２）强力推进社会文化环境整治，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方面积
极探索创新，各项措施切实有力；

３）注重满足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向未成年人的文化
活动丰富多彩，校外活动场所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功能

配套；

４）农村及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
５）党委政府重视做好 “三结合”教育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工

作，形成了全社会关心支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

氛围。

符合上述５项标准为Ａ；符合４项为Ｂ；其余情形为Ｃ

问卷调查 ２７５

材料审核 ２５０

整体观察 ３００

０１８

① 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占所有违法犯罪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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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动 指 标

指标名称 测　　评　　 标　　 准 分　值

加分

指标

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在中央文明委或中央文明办召开的全国规模会议上做过
经验交流①；

２）获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区）荣誉称号或城市 （区）的经验做法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媒体上做过集中报道；

３）推出的未成年人读物、原创动漫作品、少儿影视作品和音像制品、文艺演出等在全
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中获奖；

４）设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专项经费，按人口总数中西部地区≥０１元／人，东
部地区≥０２元／人②；

５）建立完善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由政府购买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
６）建立少儿图书馆；
７）地市级城市开办少儿频道；
８）建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交流和评选表彰机制。

每符合１项
加１分，最
多加２０分

减分

指标

１）出现了未成年人集体 （３人及其以上）伤亡、中毒等事件或安全事故 （因不可抗力

而产生的上述情况不计入减分指标）；

２）发生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大案件；
３）对出版、销售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良出版物或本地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黑
网吧”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４）在本次受测过程中出现了弄虚作假现象。

每符合１项
减４分，无
下限

１１８

①

②

典型发言加１分、书面交流加０５分。
中西部地区≥０１元／人、东部地区≥０２元／人加１分；中西部地区≥０２元／人、东部地区≥０４元／人加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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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名单

一、全国文明城市 （区）名单 （２７个）

省会、副省级城市

长沙市、广州市、福州市、长春市、杭州

市、郑州市、拉萨市、银川市、贵阳市；

地级市

临沂市、常德市、扬州市、长治市、淄博

市、鄂尔多斯市、洛阳市、绵阳市、宜昌市、

唐山市、江门市、嘉兴市、常州市、克拉玛

依市；

直辖市城区

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长宁区、重庆市渝

中区；

县级市

绥芬河市。

二、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８９９个）

北京市

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海淀区苏家坨

镇车耳营村、丰台区卢沟桥乡张仪村、门头沟

区妙峰山镇樱桃沟村、房山区阎村镇、通州区

于家务回族乡仇庄村、顺义区牛栏山镇、昌平

区南口镇花塔村、大兴区长子营镇留民营村、

平谷区大华山镇、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密云

县古北口镇、延庆县康庄镇火烧营村；

天津市

滨海新区茶淀镇、东丽区华明镇、津南区

葛沽镇、西青区大寺镇、北辰区双街镇、静海

县大邱庄镇、滨海新区大田镇芦前村、滨海新

区港西街联盟村、武清区梅厂镇灰锅口村、武

清区白古屯乡东马房村、宝坻区黄庄乡小辛码

头村、宁河县岳龙镇岳龙村、蓟县穿芳峪镇毛

家峪村；

河北省

栾城县县城、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城、乐亭

县县城、清河县县城、涉县县城、蔚县蔚州

镇、霸州市胜芳镇、定州市大辛庄镇、孟村县

辛店镇、衡水市桃城区何家庄乡、晋州市周家

庄乡周家庄村、元氏县槐阳镇铁屯村、藁城市

廉州镇系井村、井陉县微水镇微水村、平泉县

卧龙镇八家村、承德县三家乡高山营村、丰宁

满族自治县土城镇土城村、张家口市宣化区春

光乡万字会村、蔚县南留庄镇白南场村、张北

县张北镇马莲滩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戴河镇

北戴河村、秦皇岛市海港区北部工业区石山

村、卢龙县刘田各庄镇孙田各庄村、遵化市新

店子镇沙石峪村、迁安市沙河驿唐庄子村、滦

南县姚王庄镇李营村、大城县留各庄镇西留各

庄村、永清县龙虎庄乡瓦屋辛庄村、文安县新

镇镇芦阜庄村、保定市南市区杨庄乡西高庄

村、曲阳县灵山镇小赤涧村、涿州市松林店镇

南马村、任丘市辛中驿镇张施村、青县金牛镇

大鹁鸽留村、沧县崔尔庄镇东村、黄骅市旧城

镇白庄村、枣强县大营镇芍药村、深州市穆村

乡西八弓村、阜城县霞口镇刘仁村、沙河市册

井乡全呼村、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村、沙河市

桥东办事处葛村、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邯郸

县户村镇齐村、永年县刘营乡朱庄村、魏县野

湖拐乡蔡小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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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长治县县城、长子县县城、清徐县县城、

左权县县城、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孙家寨

村、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横渠村、阳曲县黄

寨镇黄寨村、清徐县徐沟镇东南坊村、大同市

南郊区鸦儿崖乡老窑沟村、右玉县新城镇、朔

州市平鲁区白堂乡西易村、河曲县文笔镇蚰蜒

峁村、文水县南安镇西韩村、孝义市中阳楼街

道桥北村、晋中市榆次区郭家堡乡郭家堡村、

祁县昭馀镇下申村、盂县路家村镇闫家沟村、

阳泉市郊区旧街乡枣园村、襄垣县王桥镇东山

底村、长治县荫城镇荆圪道村、潞城市翟店镇

西天贡村、沁源县郭道镇伏贵村、高平市马村

镇、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大张村、高平市永录

乡东山村、阳城县凤城镇水村、陵川县秦家庄

乡庞家川村、沁水县嘉峰镇永安村、襄汾县新

城镇、侯马市新田乡乔村、曲沃县乐昌镇西南

街村、乡宁县管头镇燕家河村、夏县南大里乡

南郭村、垣曲县华峰乡河堤村、临猗县牛杜镇

王景村；

内蒙古自治区

伊金霍洛旗县城、乌审旗县城、鄂温克族

自治旗县城、喀喇沁旗县城、新巴尔虎右旗县

城、托克托县新营子镇黑水泉村、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巴彦镇乔家营村、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

沙图沟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石宝镇腮吾素

村、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东光村、突泉县杜尔

基镇杜祥村、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花灯

嘎查、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种羊场二分场、

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建昌营村、敖汉旗贝

子府镇、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哈尼乌拉嘎

查、多伦县多伦淖尔镇富泉村、察右中旗乌素

图镇三排地村、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准格

尔旗沙圪堵镇、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昂素嘎查、

鄂托克旗蒙西镇新民村、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

联丰奋斗村、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巴彦霍德

嘎查；

辽宁省

长海县县城、本溪满族自治县县城、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岫岩满族自治县大

房身镇、黑山县大虎山镇、辽阳市太子河区东

宁卫乡、铁岭县腰堡镇、大洼县大洼镇、绥中

县王宝镇、法库县冯贝堡镇东团山子村、大连

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王家村、海城市中小镇中

小村、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王家堡村、本

溪市南芬区下马塘镇沈家村、东港市前阳镇新

安村、凌海市小上五旗村、营口市老边区柳树

镇太平山村、彰武县冯家镇柏家村、辽阳市弓

长岭区汤河镇红穆村、调兵山市晓南镇锁龙沟

村、建平县万寿街道办事处小平房村、盘山县

胡家镇红星村、建昌县石佛乡灰窑子村；

吉林省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白朝鲜族自

治县、德惠市布海镇、桦甸市夹皮沟镇、四平

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东丰县东丰镇、梅河口

市山城镇、珲春市敬信镇、农安县合隆镇陈家

店村、九台市卡伦镇任家村、吉林市丰满区建

华村、磐石市呼兰镇孤山村、梨树县梨树镇霍

家店村、双辽市永加乡忠信村、东辽县安石镇

朝阳村、辉南县朝阳镇向阳村、通化市二道江

区鸭园镇四道江村、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

村、临江市苇沙河镇苇沙河村、松原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兴原乡西郊村、通榆县开通镇和平

村、大安市四棵树乡建设村、洮南市福顺镇幸

福村、图们市凉水镇河西村；

黑龙江省

依兰县县城、嘉荫县县城、逊克县县城、

望奎县县城、东宁县绥阳镇、萝北县名山镇、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分局海林农场、哈尔

滨市道外区红光村、哈尔滨市阿城区料甸满族

乡红新村、依安县依龙镇丰林村、拜泉县丰产

乡整洁村、海林市海林镇密南村、同江市街津

口乡赫哲族渔业村、肇源县和平乡华原村、鸡

冠区西郊乡新发村、宝清县尖山子乡北岗村、

嘉荫县青山乡建华村、七台河市新兴区红旗镇

红光村、北安市赵光镇东丰村、庆安县勤劳镇

曙光村、呼玛县三卡乡沿江村、黑龙江省农垦

总局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第十六管理区、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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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分局八五六农场第十管理

区、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大海林林业局双峰

林场；

上海市

浦东新区高东镇、宝山区淞南镇、闵行区

虹桥镇、嘉定区南翔镇、青浦区朱家角镇、金

山区山阳镇、崇明县横沙乡、浦东新区川沙新

镇界龙村、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嘉定区江桥

镇太平村、金山区朱泾镇大茫村、松江区新浜

镇新浜村、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崇明县陈家

镇瀛东村；

江苏省

泗阳县县城、灌南县县城、射阳县县城、

宝应县县城、海安县县城、宜兴市官林镇、江

阴市华士镇、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沛县大屯

镇、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常熟市虞山镇、吴

江市同里镇、太仓市城厢镇、海门市三厂镇、

涟水县高沟镇、东台市溱东镇、仪征市真州

镇、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泰兴市黄桥镇、宜

兴市万石镇、高邮市菱塘回族乡、南京市雨花

台区宁南街道丁墙村、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侯

冲村、宜兴市和桥镇北庄村、新沂市港头镇新

圩村、溧阳市埭头镇埭头村、张家港市金港镇

长江村、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旺山村、海安

县城东镇泰宁村、如皋市如城镇顾庄 （社区）

村、赣榆县罗阳镇岭灶村、淮安市淮阴区西宋

集镇洪北村、盐城市亭湖区毓龙街道环城村、

滨海县滨淮镇东罾村、大丰市大中镇同德村、

扬州市邗江区汊河街道建华村、扬州市江都区

仙女镇横沟村、扬中市八桥镇红光村、丹阳市

新桥镇群楼村、姜堰市沈高镇河横村、靖江市

新桥镇孝化村、兴化市戴南镇董北村、宿迁市

宿豫区蔡集镇张油坊村、句容市华阳镇下

甸村；

浙江省

桐庐县县城、长兴县县城、安吉县县城、

云和县县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奉化市溪

口镇、慈溪市长河镇、平阳县昆阳镇、乐清市

柳市镇、嘉善县大云镇、桐乡市洲泉镇、绍兴

县夏履镇、诸暨市大唐镇、东阳市横店镇、江

山市峡口镇、岱山县东沙镇、温岭市大溪镇、

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皋城村、杭州市萧山区衙

前镇凤凰村、富阳市永昌镇唐昌村、余姚市泗

门镇谢家路村、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

村、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光明村、永嘉县桥

下镇双进村、洞头县北岙街道双垅村、湖州市

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长兴县夹浦镇父子岭

村、平湖市独山港镇穗轮村、嘉兴市秀洲区王

店镇建林村、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村、嵊州市

仙岩镇西鲍村、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下范村、

兰溪市灵洞乡白坑村、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黄

土岭村、常山县何家乡文图村、舟山市定海区

干 镇新建村、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村、台州市

黄岩区宁溪镇桥亭居村、仙居县安洲街道下园

村、遂昌县云峰镇长濂村、云和县雾溪畲族乡

坪篛岗村；

安徽省

芜湖县县城、霍山县县城、肥西县县城、

凤台县县城、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合肥市庐

阳区三十岗乡东瞿村、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

村、淮北市杜集区高岳街道任庄村、淮北市相

山区渠沟镇桥头村、蒙城县许疃镇许疃村、利

辛县王人镇曹店村、宿州市維桥区夹沟镇夏刘

寨村、蚌埠市龙子湖区李楼乡黄郢村、蚌埠市

淮上区小蚌埠镇、阜阳市颍州区西湖景区白行

村、临泉县谭棚镇郭大庄村、淮南市田家庵区

安成镇连岗村、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滁州

市南谯区沙河镇新塘村、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

镇、舒城县城关镇幸福村、当涂县太白镇宁兴

村、当涂县太白镇太仓村、含山县陶厂镇卜李

村、无为县开城镇羊山村、南陵县籍山镇、芜

湖县六郎镇永和村、郎溪县新发镇、绩溪县瀛

洲镇龙川村、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镇朝山村、

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乡代村村、青阳县庙

前镇高源村、桐城市新渡镇、桐城市新渡镇香

山村、怀宁县高河镇谢山村、祁门县闪里镇、

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山岔村、黄山市徽州区潜

口镇潜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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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永春县县城、惠安县县城、泰宁县县城、

武平县县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园村、福

清市宏路街道周店村、长乐市航城街道洋屿

村、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厦门市同安区五显

镇炉村、长泰县岩溪镇、龙海市港尾镇卓岐

村、晋江市东石镇、安溪县城厢镇经岭村、南

安市梅山镇蓉中村、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宁

化县石壁镇石碧村、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莆

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仙游县榜头镇紫泽村、

建瓯市房道镇吴大元村、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

西芹社区村、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培斜村、长

汀县策武乡南坑村、上杭县古田镇、宁德市蕉

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

江西省

新干县县城、上饶县县城、莲花县县城、

金溪县县城、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武宁

县鲁溪镇、崇义县铅厂镇、景德镇市昌江区竟

成镇、丰城市梅林镇、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

余江县黄庄乡、新建县望城镇小桥村、南昌市

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蛟桥镇下罗村、德安县宝塔乡岳山垅村、星子

县泽泉乡关帝庙村、九江市浔阳区白水湖街道

三里村、吉水县文峰镇低坪村、遂川县雩田镇

龙脑村、安福县金田乡柘溪村、瑞金市沙洲坝

镇沙洲坝村、信丰县安西镇田垅畲族村、兴国

县埠头乡垓上村、广丰县沙田镇十六都村、铅

山县湖坊镇安兰村、德兴市海口镇新源村、南

丰县市山镇包坊村、崇仁县许坊乡长沙坑村、

宜黄县中港乡鹿岗村、乐平市镇桥镇百乐村、

上栗县金山镇高山村、芦溪县芦溪镇东阳村、

高安市石脑镇赤岸村、靖安县香田乡吉洛村、

万载县马步乡寨下村、新余市孔目江生态经济

区欧里镇昌坊村、贵溪市流口镇盛源村；

山东省

沂源县县城、莒县县城、沂水县县城、邹

平县县城、长岛县县城、昌乐县县城、济南市

长清区归德镇、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锦绣川艾

家村、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办事处相公庄

村、胶南市张家楼镇大泥沟头村、莱西市水集

街道沙旺庄村、平度市经济开发区城东埠村、

淄博市张店区卫固镇傅山村、淄博市临淄区凤

凰镇北金村、滕州市滨湖镇、枣庄市山亭区水

泉镇、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北孙庄村、广饶县

大王镇刘集后村、利津县汀罗镇毛坨村、东营

市河口区仙河镇海星村、招远市阜山镇九曲蒋

家村、莱阳市姜疃镇濯村、青州市王坟镇侯王

村、寿光市营里镇西浊北村、济宁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王因镇、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后八

里村、兖州市大安镇辛北庄村、肥城市石横

镇、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埠阳庄村、泰安市

岱岳区天平街道办事处大陡山村、乳山市白沙

滩镇大陶家村、荣成市成山镇西霞口村、日照

市东港区涛雒镇下元一村、莱芜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鹏泉街道办事处郭家沟村、蒙阴县蒙山

云蒙景区百泉峪村、沂南县依汶镇后峪子村、

临邑县临盘镇、德州经济开发区长河街道办事

处簸箕刘村、东阿县大桥镇、冠县斜店乡前社

庄村、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段李村、沾化县

下洼镇东平村、济阳县曲堤镇、菏泽市牡丹区

马岭岗镇穆李村、定陶县陈集镇前沙海村；

河南省

长垣县县城、西峡县县城、淮阳县县城、

平舆县县城、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登封市卢

店镇、兰考县城关镇、栾川县冷水镇、汝州市

寄料镇、卫辉市唐庄镇、修武县岸上乡、西峡

县丹水镇、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鹿邑县涡北

镇、开封新区闫砦村、尉氏县门楼任乡文家

村、洛宁县涧口乡明珠村、新安县石寺镇上孤

灯村、郏县广阔天地乡邱庄村、宝丰县赵庄乡

袁庄中心村、内黄县二安乡后安村、安阳市殷

都区北蒙街道办事处秋口村、鹤壁市淇滨区金

山街道办事处蔡庄村、新乡经济开发区张青

村、辉县市孟庄镇孟坟村、孟州市大定街道办

事处段东村、沁阳市水南关村、修武县七贤镇

丁村、濮阳县城关镇东窦堤村、范县王楼乡苏

庄村、禹州市梁北镇梁北村、长葛市后河镇小

辛庄村、舞阳县保和乡二郎村、义马市东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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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河口村、陕县原店镇郭家村、内乡县

灌涨镇杨岗村、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达士营

村、新野县城郊乡李湖村、商丘市梁园区中州

街道办事处解放村、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

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上官岗村、罗山县铁铺

乡何家冲村、太康县独塘乡轩庄村、商水县巴

村镇上城村、正阳县兰青乡杨楼村、西平县盆

尧镇于营村、济源市梨林镇范庄村；

湖北省

保康县县城、秭归县县城、京山县县城、

嘉鱼县县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

鸦渡大队石榴红村、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道办

事处、大冶市还地桥镇、大冶市灵乡镇坳头

村、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郧县茶店镇、丹江

口市六里坪镇狮子沟村、竹山县擂鼓镇烟墩梓

村、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枣阳市新市镇火青

村、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军田坝村、宜都市五

眼泉镇鸡头山村、监利县新沟镇、松滋市刘家

场镇三堰淌村、荆州市荆州区川店镇太阳村、

荆门市掇刀区白庙街道办事处江山村、鄂州市

鄂城区长港镇峒山村、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恒

大新村、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村、安陆市王义贞

镇三合村、孝感市孝南区祝站镇堰河村、罗田

县三里畈镇、蕲春县横车镇九棵松村、武穴市

刊江办事处朱木桥村、广水市广水镇、巴东县

沿渡河镇、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灯笼坝村、咸丰

县小村乡小村村、仙桃市三伏潭镇栗林嘴村、

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天门市岳口镇健康

村、潜江市浩口镇；

湖南省

华容县县城、沅陵县县城、江华瑶族自治

县县城、泸溪县县城、宁乡县花明楼镇、衡阳

县库宗乡、炎陵县鹿原镇、株洲县南阳桥乡、

新宁县高桥镇、隆回县桃洪镇、平江县城关

镇、石门县太平镇、益阳市河坝镇、益阳市沧

水铺镇、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镇、桂阳县城关

镇、双牌县打鼓坪国有林场、龙山县茨岩塘

镇、长沙县江背镇印山村、长沙市开福区捞刀

河镇大明村、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山塘村、常

宁市宜潭乡塘湾村、祁东县白地市镇流泉町

村、衡阳市蒸湘区长湖乡立新村、株洲市荷塘

区仙庾镇仙庾村、株洲市天元区雷打石镇砖桥

村、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中心村、新宁县黄龙

镇三星村、汨罗市新市镇新书村、岳阳县筻口

镇西冲村、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澧县张公庙

镇兔子口村、慈利县零阳镇民和村、安仁县坪

上乡桥石村、宜章县城南乡寿福村、祁阳县白

水镇竹山村、道县洪塘营瑶族乡大洞田村、麻

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中方县中方

镇荆坪村、冷水江市岩口镇农科村、吉首市社

塘坡乡十八湾村；

广东省

梅县县城、大埔县县城、广州市番禺区东

涌镇、增城市新塘镇西南村、珠海市斗门区井

岸镇坭湾村、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汕头市澄

海区溪南镇西社村、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木

棉村、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韶关市曲江区乌

石镇、仁化县董塘镇高莲村、东源县涧头镇、

兴宁市石马镇新群村、博罗县罗阳镇、海丰县

黄羌镇坑联村、东莞市常平镇、东莞市石碣

镇、东莞市大朗镇、中山市黄圃镇、中山市古

镇镇冈南村、开平市百合镇马降龙村、阳西县

织 镇鸡? 村、湛江市霞山区爱国街道特呈

岛坡尾村、遂溪县河头镇油河塘村、化州市笪

桥镇高志塘村、肇庆市端州区黄岗街道沙布

村、德庆县马圩镇上彭新村、广宁县坑口镇上

林村、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东村西村、饶平县

三饶镇、揭东县玉湖镇姑山村、新兴县六祖镇

山口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

富川瑶族自治县县城、蒙山县蒙山镇、合

浦县石康镇、东兴市东兴镇、玉林市玉州区茂

林镇、田东县平马镇、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圩

镇、宁明县爱店镇、横县校椅镇龙省村、南宁

市青秀区长塘镇加踏坡村、柳州市柳北区沙塘

镇江湾村、柳城县沙埔镇碑田村、恭城瑶族自

治县平安乡北洞源村、阳朔县白沙镇古板村、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同仁村、岑溪市归义镇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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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北海市铁山港区高田村、东兴市东兴镇河

洲村、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高沙村、灵山县

灵城镇三海村、平南县大新镇大黎村、兴业县

葵阳镇四新村、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望高镇立头

村、靖西县新靖镇旧州村、都安瑶族自治县地

苏乡大定村、忻城县马泗乡马泗村、来宾市兴

宾区良塘乡北合村、龙州县上龙乡荒田村；

海南省

海口市红旗镇、琼海市博鳌镇、澄迈县福

山镇、屯昌县枫林镇、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龙鳞村、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村、文昌市东阁镇

排港村、琼海市阳江镇上科村、万宁市龙滚镇

福塘村、儋州市南丰镇红山村、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三道镇什纳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

平镇新民村；

重庆市

云阳县县城、酉阳县县城、巫山县县城、

大渡口区八桥镇、南岸区迎龙镇、巴南区花溪

镇、长寿区江南镇、万州区大周镇五土村、黔

江区小南海镇桥梁村、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

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兰村、渝北区兴隆镇徐堡

村、南川区大观镇观溪村、綦江县永城镇中华

村、铜梁县巴川街道接龙村、大足县古龙镇大

林村、璧山县璧城街道马家桥村、城口县修齐

镇旦坪村、垫江县白家镇合兴村、武隆县仙女

山镇龙宝塘村、奉节县平安乡射淌村、巫溪县

凤凰镇双凤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歇镇双坝

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镇龙凤村；

四川省

双流县县城、长宁县县城、米易县县城、

石棉县县城、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都江堰市

虹口乡、什邡市红白镇、江油市青莲镇、南充

市顺庆区潆溪镇、剑阁县剑门关镇、犍为县罗

城镇、邻水县丰禾镇、松潘县川主寺镇、蒲江

县寿安镇插旗山村、郫县唐昌镇战旗村、成都

市龙泉驿区山泉镇桃源村、攀枝花市东区银江

镇阿署达村、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格里坪

村、什邡市马祖镇马祖村、绵竹市汉旺镇香山

村、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平武县平

通镇牛飞村、富顺县东湖镇蒱坝村、自贡市贡

井区长土镇元坝村、泸州市江阳区华阳街道白

湾村、泸州市纳溪区天仙镇银罗村、青川县青

溪镇阴平村、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天雄村、大

英县回马镇文武村、蓬溪县赤城镇莲珠桥村、

隆昌县古湖街道办事处春光村、资中县顺河场

镇双峰寺村、乐山市五通桥区金粟镇刘家山

村、峨眉山市黄湾乡黑水村、资阳市雁江区丰

裕镇新华村、安岳县岳阳镇水观村、南充市高

坪区永安镇青林村、若尔盖县班佑乡班佑村、

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渠县中滩乡寨坪村、大

竹县竹阳镇幸福村、广安市广安区观塘镇八里

村、眉山市东坡区广济乡鸭池村、彭山县黄丰

镇团结村、名山县茅河乡香水村、天全县紫石

乡紫石关村、巴中市巴州区柳林镇玉金村、南

江县元潭乡字库村、茂县南新镇牟托村、会东

县姜州乡民权村、雷波县汶水镇马道子村、德

格县龚垭乡龚垭村；

贵州省

雷山县县城、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

村、贵阳市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清镇市红枫

湖镇平寨村、修文县谷堡乡平寨村、余庆县龙

家镇、道真县洛龙镇、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

村、习水县大坡乡罗家坝村、赤水市元厚镇米

粮村、凤冈县永安镇田坝村、湄潭县兴隆镇龙

凤村、湄潭县鱼泉镇新石村、盘县淤泥乡岩博

村、盘县珠东乡大槽子村、黄果树风景名胜区

黄果树镇烈山村、普定县补郎乡大垅村、黎平

县茅贡乡地扪村、三穗县桐林镇对河村、平塘

县苗二河乡新寨村、独山县兔场镇京寨村、兴

义市顶效镇绿化村、兴义市则戎乡冷洞村、普

安县三板桥镇十里村、黔西县洪水乡解放村、

金沙县岩孔镇板桥村、纳雍县老凹坝乡平寨

村、大方县黄泥塘镇、织金县白泥乡、德江县

平原乡、石阡县中坝镇河东村、玉屏县新店乡

朝阳村；

云南省

石林县县城、水富县县城、晋宁县县城、

罗平县县城、安宁市青龙镇、禄丰县黑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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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镇小箐村、师宗县竹基镇

竹基村、会泽县待补镇鹧鸡村、昭通市昭阳区

永丰镇三甲村、盐津县豆沙镇石门村、大理市

喜洲镇喜洲村、祥云县下庄镇下庄村、丽江市

古城区祥和街道庆东村、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

史跨迪村、武定县狮山镇狮山村、凤庆县凤山

镇安石村、开远市羊街乡老燕子村、建水县临

安镇马军村、马关县仁和镇阿峨新寨村、文山

市开化镇黑卡布岱村、新平县漠沙镇南碱村、

玉溪市红塔区凤凰路街道办事处灵秀村、孟连

县娜允镇勐外村、景洪市勐龙镇曼景法村、勐

腊县勐满镇曼飞拢村、泸水县老窝白族乡崇仁

村、芒市遮放镇南见村、昌宁县田园镇勐

廷村；

西藏自治区

堆龙德庆县乃琼镇、聂拉木县樟木镇、昌

都县城关镇通夏村、林芝县鲁朗镇扎西岗村、

林芝县布久乡仲果村、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塔

玛村、萨迦县吉定镇吉定村、噶尔县狮泉河镇

加木村、乃东县泽当镇金鲁村、洛扎县洛扎镇

马木村；

陕西省

户县县城、凤县县城、凤翔县县城、府谷

县县城、城固县县城、子长县马家砭镇、西安

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事处祥裕沟村、西安市临

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刘寨村、户县甘河镇胜利

村、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办事处苏王村、

宝鸡市金台区陵原乡宝陵村、凤翔县城关镇周

家门前村、千阳县张家塬镇王家庄村、咸阳市

渭城区周陵镇司魏村、武功县贞元镇南可村、

旬邑县张洪镇鹏旗村、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甘

草塬村、铜川市耀州区寺沟镇张郝村、宜君县

尧生乡郭寨村、渭南市临渭区杜桥街道办事处

盈田村、韩城市金城街道办事处晨钟村、白水

县雷牙乡富卓村、洛川县凤栖镇谷咀村、黄陵

县阿党镇咀头村、横山县响水镇白岔峁村、米

脂县杜家石沟镇柳家洼村、汉中市汉台区七里

街道办事处胡家扁村、勉县新街子镇立集村、

宁强县巩家河乡山坪村、白河县冷水镇三院

村、岚皋县四季乡头桥村、汉阴县双乳镇三同

村、商洛市商州区黑龙口镇梁坪村、山阳县高

坝店镇石头梁村、丹凤县棣花镇万湾村、杨凌

示范区杨陵区杨村乡崔东沟村；

甘肃省

瓜州县县城、高台县县城、华池县县城、

两当县县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

榆中县三角城乡高墩营村、嘉峪关市镜铁区文

殊镇石桥村、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三角城村、

永昌县水源镇胜利村、酒泉市肃州区泉湖乡四

坝村、山丹县位奇镇芦堡村、武威市凉州区东

河乡蔡家滩村、民勤县薛百乡宋和村、白银市

白银区四龙镇民乐村、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

村、麦积区伯阳镇曹石村、泾川县党原乡丁寨

村、灵台县星火乡蔡家塬村、定西市安定区青

岚山乡大坪村、临洮县玉井镇店子村、通渭县

平襄镇店子村、成县店村镇张寨村、成县城关

镇李武村、康县阳坝镇阴坝村、碌曲县玛艾镇

花格村、卓尼县纳浪乡羊化村、康乐县鸣鹿乡

郭家庄村；

青海省

海晏县西海镇、互助县丹麻镇、湟中县共

和镇苏尔吉村、循化县街子镇三兰巴亥村、贵

德县河东乡王屯村、祁连县八宝镇高塄村、甘

德县青珍乡青珍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南旗村、

民和县马场垣乡团结村、兴海县温泉乡长

水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

彭阳县县城、吴忠市利通区板桥乡、贺兰

县习岗镇沙渠村、平罗县通伏乡马场村、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长胜街道办事处龙泉村、同心县

王团镇沟南村、青铜峡市陈袁滩镇补号村、银

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塔桥村、固原市原州区头营

镇马园村、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胜金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富蕴县县城、鄯善县县城、轮台县县城、

泽普县县城、昌吉市榆树沟镇、伊宁县愉群翁

回族乡愉群翁村、巩留县阿尕尔森乡沙尔乌泽

克村、沙湾县大泉乡三道沟村、福海县解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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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勒乡阔聂科买村、呼图壁县大丰镇红柳塘

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开发区 （新市区）六十

户乡星火村、伊吾县淖毛湖镇克尔赛村、鄯善

县连木沁镇连木沁巴扎村、若羌县铁干里克乡

果勒吾斯塘村、沙雅县古勒巴格乡古如其阔坦

村、阿图什市上阿图什乡尧勒其拉村、疏勒县

巴仁乡尤卡克克其其村、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

吐格曼贝希村、和田县巴格其镇恰勒巴什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农三师四十二团、兵团农四师六十六

团二十一连、兵团农五师八十一团八连、兵团

农六师奇台农场一一○社区四连、兵团农七师
古尔图农场、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清泉集十

一连、兵团农十师一八三团、兵团二二二团冰

湖农业示范基地。

三、全国文明单位名单 （１７９４个）

北京市

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中区社区、石景山

区五里坨街道军区联勤部大院社区、门头沟区

大峪街道峪园社区、房山区城关街道永安西里

社区、怀柔区龙山街道丽湖社区、首都博物

馆、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洛

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北京叶氏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财政部驻

北京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北京市建设工程

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北

京化工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本部）、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北京新北水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北

京协和医院、北京佑安医院、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证券营业部、北京绿伞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东城区地方税务局 （机关）、北

京市广渠门中学、西城区地方税务局 （机关）、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北京蓝岛大厦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办

事处、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翠微小学、

海淀区财政局、丰台区丰台街道办事处、北京

市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石景山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电

力公司门头沟供电公司、房山区人民法院、通

州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北京天竺空港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大兴

区邮政局、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平谷支行、怀柔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密云县环境保护局、中

共延庆县委党校、延庆县环境保护局、北京北

海公园；

天津市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和平区体育馆街道办

事处、河东区人民检察院、河西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南开区教育局、天津渤海商品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红桥区教育局、天津市交通

集团滨海有限公司、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

会、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滨海新

区北塘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天津市电力公司滨

海供电分公司、滨海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东丽

区义工服务协会、津南区房地产管理局、西青

区水务局、北辰区教育局、天津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武清分局、宝坻区中医医院、静海县地方

税务局、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万事

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机关）、天津海事局、武清海关、天津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

程有限公司、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军

粮城发电有限公司、天津利和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 （控股）有限公

司、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地质

工程勘察院、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中海

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

分行、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员办事处、天津市滨

海农村商业银行河头支行、西青区国家税务

局、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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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竞赛训练中心、天津

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天津市荣复军

人疗养院、天津博物馆、天津市网球运动中

心、天津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

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街道百乐苑社区、河

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石家庄市卫生

局、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

社、石家庄市公路管理处、承德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万利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德市自来水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张家口

分公司、张家口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张家

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

四地质队、秦皇岛市财政局、秦皇岛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唐山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唐山市教育局、唐山百货大

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

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唐山市统计局、中国二

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廊坊市地方税

务局 （机关）、廊坊市公路管理处、三河汇福

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廊坊供

电公司、河北农业大学、保定日报社、保定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

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沧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海事局、盐山县财

政局、中国石油物资沧州公司、河北衡水中

学、衡水供电公司、衡水市人民检察院、冀中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邢台供电公

司、邢台市建设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

限公司邢台分公司、邢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市中心医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邯

郸市教育局、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省水利

工程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野三坡风景名

胜区；

山西省

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街道亲贤社区、长治

市城区太东街道电力社区、太原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电分公司、太

原市热力公司、太原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太原

分公司、山西省电力公司大同供电分公司、大

同市公安消防支队、大同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朔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朔州市应县

国家税务局、朔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忻州市公

安消防支队、山西省公路局忻州分局、河曲县

地方税务局、山西省电力公司吕梁供电分公

司、孝义市人民医院、吕梁市公安消防支队、

晋中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山西省公路局晋

中分局、晋中市交通局、太原市育英幼儿园、

中国工商银行阳泉分行、阳泉市公安消防支

队、长治市审计局、屯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长治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长治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局、晋城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晋城市城区地方税务局、陵川县地方税务

局、山西省电力公司洪洞供电支公司、蒲县国

家税务局、乡宁县国土资源局、运城市地方税

务局 （机关）、河津市审计局、永济市地方税

务局、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分公司、山西

省监狱管理局 （机关）、山西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能源动

力总厂、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洗煤厂、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太原有限公司、潞

安环能股份公司五阳煤矿、山西六建集团有限

公司 （本部）、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太原理工大学、北方自动控制技术研

究所、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皇城相府风景旅

游区；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华能北方联合电力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第二中学、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内蒙

古公安厅消防局、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部）、呼和浩特热电厂、核工业

二○八大队、包商银行、包头市土右电力有限

０２８



附　录

责任公司、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包头市

社会福利院、包头钢铁 （集团）公司 （本部）、

包头烟草专卖局、呼伦贝尔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华能呼伦贝尔分公司伊敏煤电公司、呼

伦贝尔市根河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兴安分公司、兴安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中央储备粮通辽直属库、通辽市第

五中学、内蒙古源源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风水沟煤

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分

公司、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

勒盟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乌兰察布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达拉特发电厂、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国家税务局、鄂尔多斯市准格

尔旗薛家湾供电局、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

司、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山发电

厂、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审计局、乌海市公路管理局、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乌海分公司、内蒙古阿

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公安边防大队、中盐吉兰泰

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二连海关、二连浩特市国家 （地方）税务

局 （机关）、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满归林业

局、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客运段 Ｋ８９／９０次列
车、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内蒙

古自治区交通厅 （机关）；

辽宁省

辽宁省民政厅 （机关）、辽宁省交通厅

（机关）、辽宁省教育厅 （机关）、辽宁省林业

厅 （机关）、辽宁省邮政公司 （本部）、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中国石油辽河油田油气

集输公司、沈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沈阳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沈阳市第四

十三中学、沈阳铁路局沈阳北站、沈阳供电公

司、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沈阳造币有限公

司、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供电分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和平支行、沈阳海关

现场业务处、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

连市西岗区日新街道办事处、大连晚报社、辽

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中国船级社大连

分社、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登峰街派出

所、鞍山市立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处、鞍山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辽宁省海城市国家税务局、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抚顺供电公司、本溪市公

安局 （机关）、东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锦州

港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市自来水总公司、鲅鱼

圈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营口客运集团有限公

司、营口水务有限公司、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阜新银行、辽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辽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辽宁有限公司辽阳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辽

阳分行、铁岭市财政局、朝阳市交通局、朝阳

供电公司、盘锦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盘锦市分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盘锦分行、葫芦岛供电公司、葫芦岛百

货大楼；

吉林省

长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长春工业

大学、长春市中心医院、长春市绿园区春城街

道办事处、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九台市国

家税务局、长春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长春

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长春市二道区国家税务

局、白山发电厂、东北电力大学、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吉林省红石林

业局、吉林市气象局、吉林市第一中学、吉林

市第一实验小学、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

热电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平卷

烟厂、吉林省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四平分公司、辽源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辽县人民检察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辽源市分公司、通

化市交通运输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通化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

司通化市分公司、通化市财政局、吉林省白山

方大商贸有限公司、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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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公司、白山市喜丰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白

山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松原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松原市宁江区实验小学、松原市中心

医院、松原市运输管理处、吉林省烟草公司白

城市公司、白城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白城市分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珲春市分公司、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财政局、敦化市地方税务局、吉林延

边林业集团和龙林业有限公司、汪清县邮政

局、吉林省民政厅 （机关）、吉林省电力有限

公司 （本部）、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吉

林省孤儿学校、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本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

公司 （本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

林省分公司 （本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本部）；

黑龙江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三研究所、哈尔
滨市太阳岛风景区管理局、哈尔滨市邮政局、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中航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央储备粮哈尔滨直属

库、哈尔滨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哈尔滨市

地方税务局 （机关）、齐齐哈尔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齐齐

哈尔分公司、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富拉尔基

发电厂、齐齐哈尔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处、

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市财政局、牡丹江市

财政局、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第二发

电厂、绥化学院、牡丹江市公路管理处、佳木

斯市财政局、佳木斯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佳木斯市第一中学、佳木斯市环境保护局、中

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大庆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大庆市公安局、鸡西市人民检察院、中国

工商银行双鸭山分行、国电双鸭山发电有限公

司、伊春市财政局、铁力林业局、七台河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鹤岗市财政局、鹤岗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黑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黑河边境经

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机关）、绥化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

公司绥化分公司、大兴安岭地区塔河林业局、

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局、大兴安岭地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九三粮油工业集团、黑龙江省森

工总局柴河林业局、哈尔滨机务段、黑龙江省

电力公司 （本部）、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黑龙江省财政厅 （机关）、黑龙江省

地方税务局 （机关）、黑龙江省实验中学、东

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科技学院、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庆油田总医院；

上海市

浦东新区公路署、上海市进才中学、上海

海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公安局黄

浦分局、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上海市曹杨

第二中学、杨浦区殷行街道办事处、杨浦区四

平路街道办事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徐汇

区徐家汇街道办事处、上海市北高新 （集团）

有限公司、闸北区人民法院、上海市向明中

学、长宁区妇幼保健院、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

办事处、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宝山区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上海市七宝中学、嘉定区

真新街道办事处、青浦区徐泾镇文化体育服务

中心、金山区石化街道办事处、奉贤区排水运

行管理中心、松江区方松街道办事处、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崇明局、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东方商厦有限公司、上海华谊丙烯酸

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上海市

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市测绘院、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

政法学院、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上海市燃气管理处、上海市邮政公司 （本部）、

上海市电力公司 （本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上海大学、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

大学、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上海图书馆上海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五十研究所、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建设银行浦东分

行、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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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永达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油轮公司、上海

豫园；

江苏省

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民乐社区、扬州市

邗江区双桥街道康乐社区、南通市崇川区和平

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

道江滨新村第一社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江苏省专用通信局、江苏海事局 （机

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禄

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本部）、江苏开元股份

有限公司 （本部）、南京证券有限公司 （本

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本部）、江苏

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南京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本

部）、中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本部）、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无锡市图书馆、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无锡市崇安

区崇安寺街道办事处、无锡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江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徐州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市公安消

防支队、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常

州市排水管理处、常州供电公司、苏州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机关）、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

警察支队、苏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南通地

方税务局 （机关）、江苏省南通中学、南通博

物苑、海安县总工会、连云港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机关）、连云港市航道管理处、华能

淮阴电厂、淮安邮政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盐城民航站、盐城邮

政局、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招商场分局、扬州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自来水公司、镇

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扬子江药业集

团公司 （本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分公司、泰州供电公司、泰州市市级机关事务

管理局、宿迁工商行政管理局 （机关）、宿迁

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南京钟山风景名胜

区、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上保社区、宁波市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浙江省送变电

工程公司、浙江医院、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

院、华东电网有限公司新安江水力发电厂、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本部）、浙

江传媒学院、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杭州市萧

山区国家税务局、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杭州汽

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大榭海关、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８１８９０
求助服务中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温州分行、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温州市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温州电

力局、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湖州市妇幼保

健院、湖州师范学院、浙江红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嘉兴市司法

局、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绍兴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省绍兴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金华分公

司、浙江婺剧团、金华电业局、永康市人民检

察院、衢州东方集团、浙江省衢州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衢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舟山市

自来水有限公司、嵊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台

州电业局、玉环县广播电视台、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

支行、浙江省丽水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丽

水市人民医院、舟山市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安徽省

淮北市相山区相南街道海宫社区、芜湖市

３２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镜湖区弋矶山街道周家山社区、铜陵市铜官山

区朝阳社区、安徽省财政厅 （机关）、安徽省

旅游局 （机关）、安徽省审计厅 （机关）、安徽

日报报业集团 （本部）、安徽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合肥师范学院、滁州学院、淮北矿业

集团铁路运输处、铜陵有色集团金昌冶炼厂、

合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机

关）、安徽省电力公司合肥供电公司、淮北市

市容管理局、淮北市财政局、淮北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蒙城县国家税务局、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安徽省电力

公司宿州供电公司、宿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蚌埠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蚌埠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阜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上海铁路局阜阳车务段、淮南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安徽有限公司淮

南分公司、滁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

移动安徽有限公司滁州分公司、徽商银行六安

分行、金寨县财政局、马鞍山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马鞍山市第二中学、安徽星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芜湖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安

徽省核工业勘查技术总院、宣城中学、安徽省

电力公司宣城供电公司、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铜陵市第一中学、池州市烟草专卖

局、池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池州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高界公路管理处、安徽省电力公司安庆

供电公司、安庆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黄山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安徽省电力公司黄山

供电公司、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天柱山风景

名胜区；

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厦门市

集美区集美街道银亭社区、漳州市芗城区南坑

街道群裕社区、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道丰泽社

区、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道高岩社区、福州电

业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福州分

公司、福州市审计局、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

办事处、厦门电业局、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厦门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漳

州分公司、漳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建炼油

化工有限公司 （本部）、泉州电业局、石狮市

人民检察院、中国农业银行泉州分行、三明电

业局、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福建省闽西地质

大队、莆田市烟草专卖局、莆田电业局、南平

电业局、光泽圣农实业有限公司、龙岩电业

局、龙岩第一中学、宁德电业局、福建省白马

船厂、福建省审计厅 （机关）、福建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机关）、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实验

小学、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机关）、福建

省气象局 （机关）、福建省邮政公司 （本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本部）、中

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 （本部）、中国建设银

行福建省分行 （本部）、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本部）、闽侯县地税局、福州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晋江市

人民法院、中国农业银行莆田分行、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龙岩古田会议会址

景区；

江西省

上饶县旭日街道信江社区、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机关）、江西省财政厅 （机关）、江西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机关）、中国井冈山

干部学院、江西省国家安全厅 （机关）、江西

省出版集团公司 （本部）、江西省测绘局 （机

关）、江西省林业厅 （机关）、江西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 （机关）、江西省电力设备总厂、江西

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南昌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工业二七○研究所、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六

一台、新建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地质

调查研究院、九江海关、九江市第一人民医

院、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九江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景德镇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景德镇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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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一地质大队、萍乡
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新余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新余市

国土资源局、中国银行江西省新余分行、鹰潭

市邮政局、江西梨温高速公路公司鹰潭管理

处、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司、赣州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赣

州分公司、瑞金市公安消防大队、赣州市财政

局、赣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寻乌县人民

法院、宜春供电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宜春分公司、宜春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玉

山县地方税务局、上饶市公路管理局广丰分

局、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东北大队、

吉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万安水力发电厂、吉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吉安海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

司抚州分公司、抚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公司、滕王阁风

景名胜区；

山东省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济南市公共

交通总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

南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即墨市人民检

察院、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山东省北墅监

狱、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淄博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淄博市分

公司、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山东黄河

河务局淄博黄河河务局、枣庄市公路管理局、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枣庄供电公司、东营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东营市公安局、烟台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烟台毓璜顶医院、蓬莱阁管

理处、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潍坊市教育

局、潍坊市审计局、潍坊市国土资源局、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济宁

市审计局、济宁市统计局、济宁供水集团总公

司、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有限责任公司、泰

安市财政局、威海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威

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莱芜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莱芜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临

沂市国土资源局、临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

沂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临沂市统计局、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德

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德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聊城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滨州市财政局、滨州市公安局、菏泽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菏泽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机关）、山东省审计厅 （机关）、山东省

地方税务局 （机关）、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 （机关）、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鲍

店煤矿、胜利油田胜利工程建设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济南铁路局青岛站；

河南省

河南省公安厅 （机关）、河南省司法厅

（机关）、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河南省

女子劳教所、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郑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郑州市

人民检察院、郑州市金水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开封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开封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河南大学、洛阳市人民检察

院、洛阳市财政局、洛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洛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平顶山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平顶山市财政局、平顶山天安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安阳市审计局、安阳

市财政局、河南省电力公司安阳供电公司、鹤

壁市人民检察院、鹤壁市财政局、新乡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河南师范大学、新乡市公路

管理局、河南省电力公司新乡供电公司、焦作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濮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濮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河南省第三

监狱、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漯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漯河市财政局、河南省电力公司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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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市供电公司、三门峡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南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南阳鸭河口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南阳分公司、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检察院、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商

丘市人民检察院、商丘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信阳市审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

司信阳分公司、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周口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项城市财政局、周口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驻马店市财政局、驻马店市人

民检察院、驻马店市公路管理局、济源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

湖北省

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中建三局第二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

服务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黄石市长江公路大桥管理局、十堰市审

计局、十堰市交通运输局、湖北黄龙滩水力发

电厂、襄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襄阳市审

计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一○研究所、湖
北稻花香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

司宜昌分公司、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分行、

荆门市龙泉中学、鄂州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鄂州市地方税务局东城分局、黄冈市交通运输

局、黄冈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黄冈中学、

湖北省电力公司咸宁供电公司、田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随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湖北

省电力公司随州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北有限公司恩施分公司、仙桃市国家税务

局、天门市国家税务局、湖北省电力公司潜江

市供电公司、神农架林区审计局、中共湖北省

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石化集团江

汉石油管理局 （本部）、华中电网有限公司

（本部）、国营红林机械厂、长江武汉航道工程

局、中建三局工程总承包公司、武汉工业学

院、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京

珠高速公路管理处、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

院、武汉市江汉区国家税务局、孝感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襄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沙

洋县地方税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

公司 （本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

司武汉分公司、宜昌市气象局、湖北省漳河工

程管理局、湖北省洪湖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

中国工商银行随州广水支行、湖北省司法厅

（机关）、湖北省电力公司武汉供电公司、武汉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花桥工商所、荆州

市邮政局；

湖南省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道白沙井社区、湖

南省电力公司长沙县电力局、长沙生殖医学医

院、长沙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湖南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七队、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衡阳市妇幼保健院、南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

限公司株洲分公司、株洲市财政局 （机关）、

株洲市行业办公室、株洲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湘潭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南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邵阳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新邵县国家税务局、邵阳市邮政

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邵阳分公

司、岳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岳阳市烟草

专卖局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

公司岳阳分公司、岳阳电业局、中石化长岭炼

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常德市邮政局、澧县艳洲水利水电工程

管理局、常德市财政局 （机关）、张家界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慈利县交通运输局、益阳

电业局、湖南省电力公司柘溪水力发电厂、益

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郴州电业局、郴州

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郴州市财政局 （机

关）、郴州市气象局、永州电业局、中国人民

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永州市第一中学、怀化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

南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四七○队、湖南省电力公司凤滩水力发
电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娄底分

公司、娄底电业局、武警吉首市消防大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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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县地方税务局、凤凰县财政局、湖南省审计

厅 （机关）、湖南省电力公司超高压管理局、

湖南农业大学、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南岳

衡山风景名胜区；

广东省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耀华社区、深圳市宝

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社区、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

道下沙社区、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广

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地铁总公司、

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外国语学

校、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办事处、深圳市

行政服务大厅、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办事

处、珠海市烟草专卖局、汕头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汕头分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容桂街道办事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佛山分公

司、韶关市交通局、韶关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紫金县人民检察院、河源市源城区地税

局、广东电网公司梅州供电局、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惠州分公司、惠州市公用事业局、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汕尾分公司、汕尾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东莞图书馆、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江门市工商局、江门市新会区供电局、江门市

蓬江区国家税务局、阳江市地税局 （机关）、

阳东县财政局、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湛江

直属库、中国石油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中国

电信茂名分公司、佛冈县石角镇人民政府、广

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封开县体育局、潮州

市交通运输局、潮州海关、广东省粤电靖海发

电有限公司、揭阳海关、广东省粤泷发电有限

公司、云浮市气象局、广东省红岭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省委办公厅总值班室、广东省老干部

活动中心、黄埔海关驻凤岗办事处、中交四航

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省水文局、广东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中国建筑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 （总部）、广东电网公司 （本部）、

广东省华海糖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广州东山支行营业室、化州市第一中学、湛江

现代科技职业学院、清远市清城区凤城街道办

事处、韶关市丹霞山风景名胜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兴宁区朝阳街道望州南社区、广西

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

校、上林县国家税务局、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五星商业大

厦、广西电网公司柳州供电局、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桂林市气象局、灵川县地方税务局、桂

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梧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广西桂东公路管理局、广西电网公司梧

州供电局、北海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北海

海关、防城港市气象局、东兴海关、钦州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钦州海关、广西电网公司

钦州供电局、广西电网公司贵港供电局、贵港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

院、玉林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玉林市北流

市交通运输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

司玉林分公司、贺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昭平

县地方税务局、百色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龙邦海关、百色市气象局、中国农业银行河池

分行、河池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广西华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河选矿厂、来宾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来宾市第二中学、凭祥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崇左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广

西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广

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广西壮族

自治区审计厅 （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

管理局 （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

督局 （机关）、南宁铁路局 （本部）、南宁铁路

局玉林车务段；

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三亚

市河东区港门村社区、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海口海关 （机关）、海

南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海南省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海南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海南

省离休退休军官休养所、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海南省国营八一总场 （场部）、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公司 （本部）、三亚市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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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文昌市国家税务局、琼海市财政局、琼海

市国家税务局、万宁市财政局、中国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万宁供电局、五指山市国家税务

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定安分公

司、陵水黎族自治县气象局、中国南方电网海

南电网公司儋州供电局、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澄迈县国家税务局、临高县人民

检察院、昌江黎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乐东

黎族自治县邮政局、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海南省三亚农垦医院、三亚热带海滨风景

名胜区南山景区；

重庆市

渝北区龙溪街道龙湖社区、大渡口区九宫

庙街道新工社区、万州区国家税务局、黔江区

国家税务局、涪陵区国家税务局、渝中区市政

管理局三所、江北区国家税务局、沙坪坝区文

化馆、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北碚区国

家税务局、万盛区地方税务局、江津区人民法

院、合川区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电力公

司永川供电局、荣昌县国家税务局、梁平县地

方税务局、开县临江中学、重庆金益烟草有限

责任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出版集团公司、重庆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重庆海关、重庆海事

局、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红宇精

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畜牧科学院、重

庆市公安消防总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四研究所、重庆航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邮电

大学、重庆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 （本部）、重庆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重庆市盐业 （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维尼纶厂、重庆建工第三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长江重庆航道局、重庆九龙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环卫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市巨成 （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肖家河街道肖家

河正街社区、绵阳市涪城区城北街道铁牛街社

区、广安市广安区万盛街道办事处五福社区、

成都印钞有限公司、成都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成都八益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学

院、国家电网四川德阳电业局、西南科技大

学、绵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梓潼七曲山风景

区管理委员会、自贡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元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遂宁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内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国家电网四川乐山电业局、资阳

市房地产管理局、国家电网四川南充电业局、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宜宾市地方税

务局 （机关）、国家电网四川攀枝花电业局、

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达州市地方

税务局 （机关）、四川省广安中学、眉山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中市

分行、雅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审计署驻

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家税务

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

究所、成都市锦江区地方税务局、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本部）、成中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市分行、

泸州市房地产监理所交易所、甘孜藏族自治州

国家税务局 （机关）、四川烟草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成都第一支行、内江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国家电网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公司、四川公路

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南充公共事务管理中心、成都市温江区地方税

务局、中国工商银行成都春熙支行、九寨沟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机关）、国家电网四川广安电业局、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燎原无线电厂、四川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成都铁路局成都车站、中国石油

川庆钻探工程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公司；

贵州省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日报社）、贵阳

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成都铁路局贵阳火车

站、贵阳供电局、开阳县供电局、遵义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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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遵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遵义市红花

岗区北京路街道办事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公司、遵义会议纪念馆、六盘水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水城矿业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医院、六盘水市国家税务局、中共安

顺市委办公室、贵州省地矿局 １１２地质大队、
黔东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凯里供电局、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福泉

市地方税务局、黔南州中医院、黔南州气象

局、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天生桥局、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西南分公

司、毕节供电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

公司毕节分公司、铜仁地区国家税务局 （机

关）、铜仁地区气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

州有限公司铜仁分公司、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 （机关）、贵州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贵州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贵州省经济学

校、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电网公司 （本部）、

贵州航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贵州织金洞风景

名胜区、贵州赤水风景名胜区；

云南省

曲靖市麒麟区南宁街道瑞东社区、云南省

国家税务局 （机关）、云南省审计厅 （机关）、

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厅 （机关）、

云南省财政厅 （机关）、云南电网公司 （本

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

公司、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昆明市第一中学、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云南机

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曲

靖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曲靖

市中心支行、曲靖师范学院、昭通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鲁甸县人民检察院、华能澜沧江

水电有限公司小湾水电厂、大理白族自治州国

家税务局 （机关）、丽江公路管理总段、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迪庆监管分局、楚雄彝

族自治州审计局、楚雄彝族自治州烟草公司、

楚雄公路管理总段、临沧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云南电网公司临沧供电局、云南锡业股

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建水第一中学、云南省小

龙潭监狱、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文山公路管理总段、云

南电网公司玉溪供电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

南有限公司玉溪分公司、玉溪师范学院、中国

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景东彝族自治县财

政局、云南电网公司西双版纳供电局、怒江公

路管理总段、德宏公路管理总段、保山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

公司保山分公司、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５０１
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丽江玉

龙雪山风景名胜区；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城关区扎细社区、拉萨市城关区俄

杰塘社区、拉萨市城关区绕赛社区、中共拉萨

市委宣传部、拉萨市气象局、日喀则地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

司日喀则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

公司山南分公司、山南地区气象局、西藏电力

有限公司巴河发电分公司、林芝地区交通局米

林公路养护管理段、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中共

昌都地委组织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

公司阿里分公司、西藏自治区公路局日喀则公

路分局、昌都地区气象局、工布江达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小学、青藏铁路

公司拉萨火车站、山南地区水利局、昌都地区

质监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西藏有限公司 （本

部）、西藏自治区妇联、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罗

布林卡管理处、西藏自治区气象局防雷中心、

那曲地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西藏地勘局区

域地质调查大队、山南地区雅砻河风景名

胜区；

陕西省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庆龙凤园社区、

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陕西黄河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第四医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

院、西安市地方税务局高新分局、宝鸡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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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 （机关）、宝鸡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陕西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咸阳分公司、陕西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彩虹集团公司、核工业二○三研
究所、铜川市财政局、铜川市第一中学、渭南

市财政局、陕西龙门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黄陵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延安治平建工集团、延长油田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吴起采油厂、延安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榆林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榆

林市榆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汉中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中核工业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

洋县国家税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

公司安康分公司、旬阳县国家税务局、安康水

力发电厂、商洛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商洛分公司、杨凌

示范区国家税务局、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交

通运输厅 （机关）、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机

关）、陕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五研究所、陕西省地方电
力集团南郑供电分公司、陕西省发行集团兴平

市新华书店、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商洛市商州区气象局、陕西省华

清池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电力公司 （本

部）、中国农业银行安康江北支行、西安邮区

中心局；

甘肃省

甘肃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兰州市七里

河地方税务局、甘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

关）、中国工商银行兰州金城支行、兰州工业

高等专科学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

司 （本部）、中国联通甘肃省分公司 （本部）、

甘肃大唐国际连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关分局、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兰州市城关区地方税务一局、嘉峪关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嘉峪关供电公司、金川集

团有限公司 （本部）、酒泉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张掖供电公司、

张掖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武威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白银供电公司、白银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天水供电公司、天水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天水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华能

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平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华亭县国家税务局、中国石油长庆油

田分公司、中石油长庆钻井总公司、庆阳供电

公司、庆阳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庆阳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临洮县地方税务局、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定西分公司、陇南

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甘南藏族自治州国家

税务局 （机关）、中共临夏州委办公室、国家

电网公司刘家峡水电厂、中国建设银行临夏州

分行；

青海省

青海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宁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青海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公司、

湟源县国家税务局、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

理局、西宁市城中区地方税务局、大通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西宁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西宁分公司、西宁市贾小庄小学、海东地区

财政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海东分公

司、海东地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海东地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乐都公路段、海东地区地方

税务局 （机关）、格尔木公路总段、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中国建设

银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分行、海南藏族自

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海南供电公司、中

共海北州委办公室、海北州国家税务局 （机

关）、果洛公路总段、果洛藏族自治州国家税

务局 （机关）、结古公路段、玉树藏族自治州

国家税务局 （机关）、黄南藏族自治州地方税

务局 （机关）、黄南藏族自治州财政局、青海

省总工会 （机关）、青海省妇联 （机关）、青海

湖风景名胜区海北州金银滩景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街道锦绣苑社区、

宁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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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局 （机关）、银川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银川市金凤区地方税务局、石嘴山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吴忠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宁夏公路管理局吴忠分局、宁夏公路管

理局中卫分局、固原市气象局、中国人民银行

固原市中心支行、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

中宁县人民检察院、青铜峡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盐池县审计局、彭阳县财政局、宁夏医科

大学、中卫市第一中学、西吉中学、石嘴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永宁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神华

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邮政公司

（本部）、宁夏电力公司 （本部）、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宁夏电力

公司中卫供电局、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

宁夏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嘴山市平罗县

沙湖风景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旭东社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本部）、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本部）、中国石

油新疆油田分公司、新疆机场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分行、新疆天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财政局、国电新疆吉林台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分公司、塔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阿勒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道路运输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石河子地方税务局 （机关）、石河子

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昌吉回族自治州分公司、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

法院、新疆电力公司乌鲁木齐电业局、乌鲁木

齐市市政市容管理局、乌鲁木齐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吐鲁番

分院、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公安消防支队、阿克苏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沙雅县国家税务局、阿合奇县人民医院、

新疆疆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叶城公路管理

局、和田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阿勒泰地区喀

纳斯景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一师塔里木建工集团、农二师机关、农

二师永兴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农三师四十八

团、农五师城建局、农六师党委党校、农七师

一三一团、农八师石河子第二小学、农九师中

学、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农十三

师红星一场、石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机关）；

中央直属机关

中央纪委干部室、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股份

有限公司、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之家、中国科

协中国科技馆、广电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国家机关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国家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机关）、审计署 （机

关）、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谊宾馆、中国气象局 （机关）、宋庆龄故居

管理中心；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天津市燃气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供水管理处、重庆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吉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黑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浙江省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安徽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厦门市建设与管

理局、江西省新余市房产管理局、山东省日照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河南省许昌市

城市管理局、湖北省黄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陕西省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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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建

设局；

交通运输系统

云南省邮政公司 （本部）、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邮政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

川省分行 （本部）、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

公司 （本部）、河北海事局 （机关）、山东海事

局 （机关）、厦门海事局、宁波海事局、交通

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机关）、长江海

事局职工培训中心、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交

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城市交通运

输管理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安徽

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民航系统

民航西南地区空管局、上海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广东监管

局、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

铁道系统

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客运段、沈阳铁路

局长春站、北京铁路局北京西站、呼和浩特铁

路局集宁工务段、郑州铁路局郑州供电段、武

汉铁路局江岸车辆段、西安铁路局西安西站、

上海铁路局徐州站、南昌铁路局福州站、广州

铁路 （集团）公司深圳站、南宁铁路局湛江

站、成都铁路局重庆客运段、兰州铁路局兰州

西站、乌鲁木齐铁路局奎屯车务段、青藏铁路

公司西宁机务段、铁道部党校；

水利系统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机关）、水利部

淮河水利委员会 （机关）、水利部松辽水利委

员会 （机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河

北省水利水电第二勘测设计研究院、上海市水

利管理处、黑龙江省水利厅 （机关）、河南省

漯河市水利局、湖北省水利厅 （机关）、云南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陕西省江河水库

管理局、青岛市水利局 （机关）；

卫生系统

北京地坛医院、河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

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江苏省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安徽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肿瘤医院、江西省宜春

市人民医院、山东省卫生厅 （机关）、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卫生厅 （机关）、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四川省肿瘤医院、贵州

省黔东南州人民医院、陕西省妇幼保健院、甘

肃省肿瘤医院、厦门市药品检验所、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

国资委系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三研究院第三总

体设计部、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中国石油规划总院、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中海

实业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 （本部）、国网电

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本部）、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

司 （本部）、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

部）、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朔黄铁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二重型

机械集团公司 （本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

（本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新

兴集团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中国建筑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中央储备粮大连直属库、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皮革和制鞋

工业研究院、中国盐业总公司 （本部）、北京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北车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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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铁路信号有限公司、中国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五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本部）、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本部）、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公司总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

国铁路物资上海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黄冈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拉萨分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四区分公司、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北辰区分公司、中

国移动山东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中国移动河

南有限公司 （本部）、中国移动江苏有限公司

苏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

分公司；

海关系统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营口海关、杭

州萧山机场海关、蚌埠海关、漳州海关、新余

海关、潍坊海关、澄海海关、黄埔海关缉私局

海上缉私处、霞山海关、海口美兰机场海关、

绵阳海关、伊尔克什坦海关；

税务系统

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黑龙江省鹤岗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江苏省苏州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

局、江西省泰和县国家税务局、山东省烟台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河南省信阳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湖北省黄石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湖南省湘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

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国家税务局、

重庆市渝北区国家税务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

市海勃湾区地方税务局、江苏省无锡地方税务

局 （机关）、浙江省嘉善县地方税务局、福建

省龙岩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山东省枣庄市

地方税务局 （机关）、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机

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地方税务局黎塘

税务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地方税务局；

工商系统

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河北省邢台市工

商局、山西省大同市工商局南郊分局、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工商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工商局、上海市工商局徐汇分局、浙江省宁

波市工商局鄞州分局、安徽省滁州市工商局、

江西省上饶市工商局、山东省潍坊市工商局、

河南省工商局 （机关）、湖南省工商局 （机

关）、四川省德阳市工商局、云南省昭通市工

商局、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工商局、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工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工商局；

气象系统

国家气象中心、江西省气象局 （机关）、

江苏省苏州市气象局、浙江省杭州市气象局、

安徽省黄山市气象局、河南省安阳市气象局、

四川省自贡市气象局、陕西省延安市气象局、

辽宁省台安县气象局、山东省章丘市气象局、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气象局；

银监会系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朔州监管分局、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营口监管分局、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州监管分局、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肇庆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德阳监管分局、中国民生银行

总行营业部；

银行业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市中心支行 （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中心支行 （机关）、中国

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 （机关）、中国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 （机关）、中国人民银行信阳

市中心支行 （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新余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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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新兴县支行、中国人民

银行官渡区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中心支

行 （机关）、中国工商银行山东滨州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河南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陕

西韩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苏州相城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江苏宿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宁波

东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中

国工商银行海南三亚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东

中山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中国

工商银行上海虹口武进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浙江省分行 （本部）、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公

安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大同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 （本部）、中国农业

银行新疆奎屯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

行 （本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石家庄市广安支行、中国

农业银行江苏省无锡新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宁波市慈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软件开发中

心、中国银行辽宁省本溪分行、中国银行河南

省济源分行、中国银行安徽省芜湖分行营业

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鹤岗分行、中国银行苏

州张家港支行、中国银行宁波市鄞州支行、中

国银行新疆石河子分行、中国银行山东省东营

广饶支行、中国银行河北省邢台宁晋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东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黄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河

北省分行唐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杭州之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威海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南昌洪都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桐城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贵阳河滨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江苏省分行徐州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

行四川省分行绵阳分行、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

营业部、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玄武支行、交通

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营业部、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铁西支行；

保监会系统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杏林支公司、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格尔木市支公

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

四、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

国文明城市 （区）名单

省会、副省级城市

厦门市、成都市、大连市、南宁市、南京

市、宁波市、青岛市；

地级市

惠州市、东莞市、大庆市、马鞍市、南通

市、包头市、烟台市、苏州市；

直辖市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天津市和平区、北京市东

城区、重庆市渝北区、上海市浦东新区；

县级市

张家港市、库尔勒市、满洲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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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共５４名）

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１１名）

郭明义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
矿生产技术室采场公路管

理员

王文珍 （女）海军总医院护理部总护士长

阿尼帕·阿力马洪 （女，维吾尔族）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青河县青河镇

居民

毛陈冰 （女）支付宝 （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员工

刘　丽 （女）福建省厦门市名悦休闲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原籍安徽省

阜阳市颍上县

许月华 （女）湖南省湘潭市社会福利院供

养人员

厉　莉 （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

庭庭长助理

王振治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新城大队安监中队

民警

董　明 （女）湖北省武汉市口区汉水桥

街营北社区居民

王文忠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芍药村
党支部书记

阿里木江·哈力克 （维吾尔族）贵州省毕

节市个体工商业者，原籍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和静县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１０名）

邰忠利 （蒙古族）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

军 ６５９３９部队 ６７分队班长，
代理排长

王茂华、谭良才　王茂华生前系江西省

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伯塘中

学教师；谭良才系王茂华的

岳父，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慈化镇伯塘村村民

冯思广　　生前系驻济南空军航空兵某

师飞行２大队正连职飞行员

纪长秋　　生前系吉林省石油化工厅服

务公司工人

甘占恩　　生前系青海省湟中县羊圈中

学初一 （２）班学生
旦增尼玛 （藏族）、仁青达瓦 （藏族）旦增

尼玛系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高三

（５）班学生；仁青达瓦系西藏民
族学院附属中学高三 （１）班
学生

刘兴元、刘贺龙 （父子）刘兴元系河南

省许昌市鄢陵县陶城乡黄庄

村村民；刘贺龙生前系河北

省文安县左各庄镇南陶管营

小学学生，是刘兴元的儿子

曾庆香、刘薇 （女）曾庆香生前系在京

务工人员，原籍江西省信丰

县大塘 埠 镇万星村；刘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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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系中央电视台 “每周质量

报告”栏目记者

胡文传　　　安徽省长丰县岗集镇大窑村
村民

吴菊萍 （女）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员工

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１０名）

刘延宝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
神武村村民

王文彬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龙家
店镇汪上村村民

孙东林　　　武汉东方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湖北省 “信义兄

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

孙　影 （女）广东省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

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常德盛　　　江苏省苏州常熟市支塘镇蒋
巷村党委书记

李　影 （女）上海闸环灵石环境卫生工程

有限公司沪太路 １１７０弄
（龙潭小区）２９号公厕管
理员

唐中和　　　湖南省新宁县丰田乡庄丰村
乡村医生

马国林 （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

吉县硝河乡马昌村村民

丁新民 （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东方路桥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

李郁林　　　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中学教
师、德育室主任

四、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１２名）

杨善洲　　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

书记

何祥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 ７３６５３部队
７３分队上士

沈　浩　　生前系安徽省财政厅干部、

凤阳县小岗村第一书记

马军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

八五团林管站职工

庄仕华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院长、肝

胆外科中心主任医师

孔祥瑞　　 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

公司孔祥瑞操作队队长、党

支部书记

李文祥　　 河南省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

村民

王争艳 （女）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医院金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主任

文建明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城南镇

党委书记

张雅琴 （女）生前系江苏省镇江丹阳市

新桥镇金桥村党总支书记

邓前堆 （怒族）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石月

亮乡拉马底村乡村医生

邵春亮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退休教

师）、少数民族预科班顾问

五、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１１名）

孟佩杰 （女）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学生

王冬梅 （女）甘肃省两当县金洞乡太阳村

村民

张　蕾 （女，土家族）贵州省铜仁学院中

文系学生

王　欣 （女）、顾金钟夫妇　　王欣系大
港油田总医院纪检监察办公

室主任；顾金钟系天津市公

安局大港分局海滨派出所

民警

曹阳飞宇　　福建三明学院外语系学生
陈　九 （女）河南省濮阳市高新区皇甫街

道前皇甫村村民

杨德碧 （女）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义和村

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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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珍 （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局

柳州机车车辆厂工人

王现伟　　　安徽陆军某预备役师步兵一
团副参谋长

朱清章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

矿务局河滩沟矿二采区退休

职工

陈礼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９６４０１部队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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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名单
（共２６０名）

李桓英 （女）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

所研究员

孙茂芳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
赵国强　　　北京银建出租汽车公司司机
马　虎　　　在京建设者，安徽省阜阳市

嘉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

队队长

赵志良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

濮存昕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中国剧协副主席

车亚华 （女）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魏家

社区居民

杨立英 （女）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地区荟万

鸿社区居民

张俊兰 （女）天津日报社编辑、记者

魏　宏　　　天津钢管公司职员
安艳江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九街

村村民

陈永刚 （回族）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

院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维廉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医师

李辉忠　　　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王宝泉　　　天津市体育工作大队副大队
长、天津女子排球队总教练

赵静华 （女）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和平路

社区居民

鲍守坤　　　河北省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运输部车辆段列检工

白宝海、郑炳强　白宝海系河北省黄骅市
出租车司机；郑炳强系河北

省黄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工

作人员

谷岳潘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集贸中
心个体经营者

时翠平 （女）河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师

孙彦荣　　　河北省清河县计划生育服务
站站长

赵德平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
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班银城　　　河北省邯郸市香道食品有限
公司职工

曹　江 （女）唐山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

学系０８级３班学生
张子玉　　　山西省吕梁市泰化石油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赵海生　　　中铁十七局集团五公司职工
张　帆　　　山西省太原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西北环运营部收费科科长

崔旭艳 （女）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原二轻

工业局退休干部

李生祥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
胜区五峰宾馆董事长

胡丙申　　　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乡镇企业
管理局退休干部

赵月芳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邮政局
邮政投递员

赵泉祥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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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处清掏组组长

廉爱新 （女）山西省焦煤霍州煤电集团云

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家属

张莲云 （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爱心妈妈”协会会长

陈允广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
石宝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人大主席

苏日娜 （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萨

仁台嘎查牧民

柴兴恩 （满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

沁旗锦山镇龙山中学体育

教师

王纯玉　　　中国铁建十九局集团第四工
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额尔敦 （蒙古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

军区第二五三医院院长

杜　威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生
高玉贤 （女）辽宁省调兵山市新特药店总

经理

王　东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茨榆
坨采油厂车辆管理大队４中
队副中队长

汤秉贵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
锡伯族乡大孤家子村村民

王秀珍 （女）辽宁省沈阳市辉山乳业有限

公司送奶工

崔继刚　　　辽宁省本溪市济泰出租汽车
有限公司 “党员先锋车队”

队长

孙建设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
局石桥子派出所文昌社区

民警

常桂芹 （女）辽宁省兴城市碱厂满族乡碱

厂村村民

张宝艳 （女）吉林省通化市 “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修　保　　　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主任

姜志宝　　 生前系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

治县宝泉山镇泥粒河村村民

王文学　　　吉林省梅河口市农业经济技
术协会会长

徐金库　　　吉林省蛟河市０５７１０号体彩
投注站经营者

孙　伟　　　吉林省白城市社会精神病院
院长、党总支书记

杜　顺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大兴镇
万福村小学教师

刘春玲 （女）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

区十三局社区居民

陈立荣 （女）吉林省东丰县大兴镇新胜村

村民

李秀芹 （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三利市场

公共厕所管理员

陈艳梅 （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克山镇城西村卫生所所长

杨　辉　　　中国民族证券哈尔滨证券营
业部保安部保安员

杜景仁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花园
镇富强村村民

钟满军 （满族）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幸

福村村民

于雪梅 （女）黑龙江省大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驻大庆市行政服务中心

办公室主任

王　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阿
城分局松峰山派出所所长

高艳居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新
兴街道居民

程秀玲 （女）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分

公司物资供应处档案员

柏万青 （女）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老

年协会会长

查文红 （女）上海市武宁百货公司退休

职工

项全雄　　　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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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体经营者

彭维源　　　上海育海航运有限公司船长
杨兆顺　　　上海市桃浦镇紫藤苑居委会

党总支书记

王　军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轧
厂高级技师

张　浩　　 生前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五支队挂职副支队长

吴幼平 （女）上海市虹口区民防办退休职工

洪岳民　　　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大境
居委会居民

陈燕萍 （女）江苏省泰州靖江市人民法院

副院长

徐兆华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维扬分
局副政委

杨学涛　　　江苏省南京市大方金圣鸿客
运有限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耿高鹏　　 生前系江苏省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

韦　青 （女）江苏省盐城市城管局环卫处

工人

陆立才　　　江苏省常州市拘留所主任科员
张能平 （女）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马坝镇

山北村村民

袁梅芬 （女）江苏省无锡江阴市华士镇步

步高服装城经理

严意娜 （女）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员工

阮炳炎　　　浙江省绍兴上虞市道墟镇肖
金村村民

张　瑜　　 生前系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西周镇隔溪张村人、华中农

业大学学生

马春峰　　　浙江万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俞佳友　　　浙江日报社记者
钟杏菊 （女）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嵊山镇

壁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驻岛

医生

严根妹 （女）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镇

阳光村村民

曹秋芳 （女）浙江省上虞市东关中学学生

刘　磊　　　安徽省岳西县毛尖山乡板舍
村村民

曹　军、卢　帅　曹军生前系安徽省宁

国市森林公安分局狮桥森林

公安派出所副所长；卢帅生

前系安徽涉外经济学院二年

级学生

方海鹰　　　安徽省铜陵市皖能铜陵发电
公司检修分公司国电项目部

经理

何志城　　　安徽省南陵县何湾镇丫山村
村民

任　影 （女）安徽省临泉县城关镇希望小

学校长

刘　琼 （女）安徽省霍山县诸佛庵镇桃源

河村村民

曾德梅　　　福建省仙游县经常性助学活
动联合会副会长

张庄银　　　福建省实验幼儿园职工
陈茂训　　　福建省平潭县大练乡小练岛

东礁村村民

王永澄　　　福建省盲人协会主席
林水英 （女）福建省莆田市华林蔬菜基地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彬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
处级检察员

詹红荔 （女）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

院少年审判庭庭长

范英娇 （女）福建省寿宁县南阳镇含头村

村民

蒋国珍　　　江西省新余市罗坊中学离休
教师

詹学银　　　江西省都昌县太阳村主任
欧阳琦　　　江西省景德镇市鹏飞建陶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

郑宜栋　　　江西省上饶县旭日街道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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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汤怡妹　　 生前系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洪塘镇庄溪村党支部书记

陈勇琦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
局副政委

闵青梅 （女）江西省靖安县环卫所临时工

陈永忠　　　江西省永修县柘林邮政分局
退休职工

张玉贵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东城街
道双月社区居民

陈金良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
退休民警

朱守营　　　山东省章丘市明水街道明二
居居民

张光城　　　山东省齐河县经济开发区火
把张村村民

王钦峰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电火花小组组长

孙建博 山东省淄博市林业局调研员、

淄博市原山林场党委书记

刘明君 （女）山东省莱州市地方税务局

科员

孟凡爱 （女）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

王庄村村民

买世蕊 （女，回族）河南省新乡市糖业烟

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黄久生　　　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
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

黄　伟　　　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路通实
业公司经理

李江福　　　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部经理

程武超　　　河南省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
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沈战东　　 生前系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特巡警支队特警四大队民警

杜明祥　　　河南省鹿邑县赵村乡茧王村

村民

杨昌林　　　武汉大学退休教师

王天喜、王　盼 （父子）王天喜系湖北

省罗田县白莲河乡归云山村

村民；王盼生前系湖北省罗

田县白莲河乡归云山村村

民，是王天喜的儿子

李　豪、伍宗娥 （女）夫妇　李豪生前

系湖北省襄阳市南漳水镜运

输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

伍宗娥系湖北省襄阳市南漳

县城市客运管理处职工

李国楚　　　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水月寺
镇野竹池村村民

江志国　　　湖北省团风县皮肤病防治所
所长

黄桂英 （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西马街

熊家台社区居民

魏迪仁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离休干部
李国武　　　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经理

朱国庆 （土家族）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

澧水冷水渡口船长

陈建教 （土家族）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

大副主席

曾玉萍 （女）湖南省隆回县六都寨镇星星

村卫生室乡村医生

沈国初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直属二大队主任科员

盘晓红 （女，瑶族）湖南省蓝山县楠市中

心小学副校长

陈雪峰　　　湖南省祁东县红旗水库管理
所党支部书记

常林庄 （女）湖南省长沙县北山镇新中村

村民

李　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客户工程师

李满堂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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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人大主席

李元娟 （女）广东省中山市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仓库发料员

潘权普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粤剧团
党支部书记

罗铭华　　　广东省东莞市华辉电脑有限
公司总经理

刘天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
巡查执法支队 “海巡３１”船
船长

侯凡凡 （女）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

科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万香文 （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万香文

儿童自闭症康复中心主任

邬义兴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家炳一
中退休教师

袁　茵 （女）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

区委宣传部党务工作者

蓝绍会 （女，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

市忻城县北更乡塘太村村民

农勇汉、郑文舟 （女）夫妇　农勇汉生

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渔轮厂

职工；郑文舟生前系广西壮

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银滩

中心小学教师

廖秀英 （女，瑶族）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

县那佐苗族乡弄汪村八古屯

村民

许淑清 （女）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中恒集

团董事长、总裁

庞富英 （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富英

制革有限公司总经理

韦寿增 （壮族）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靖西县安宁乡国土

资源管理所所长

覃　俊 （侗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

安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杨海英 （女，侗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龙胜县龙胜镇桂龙社区

居民

邱亚寰　　　海南省澄迈县广播电视台记者
邱宏锐　　　海南竣瑞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家强 （黎族）海南农垦岭门农场防疫站

职工

杨德聪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
中学教师

刘来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医
院院长

王庆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院长
莫广珍 （女）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敬老院

院长

吴作荣 （女）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排溪村

村民

袁初红 （女）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宫花村

村民

赵光富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街道思
居村村民

潘光权　　 重庆市开县临江中学退休教师

杨　阳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绣庄村
村民

黄继雄　　　重庆市万州区分水镇花屋村
村民

郑定祥　　　重庆市忠县涂井乡青坪村３
组村民

赵明财　　　重庆市永川区大南村十三井
小组村民

刘安容 （女）重庆市南川区石墙镇国有林

护林员

赵世术　　　重庆市巫溪县田坝镇上鹿村
小学教师

施春禄　　　重庆市云阳县司法局南溪司
法所负责人

王琼琳 （女）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蚕桑局

退休干部

雷庆瑶 （女）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残联肢

残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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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本禹　　　四川省广汉市小汉镇武装部
部长

黄子梅 （女）四川省攀枝花市瑞雪工贸公

司员工

刘绍英 （女）四川佳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义芬 （女）四川省宜宾市南岸绿州家园

保洁员

贾正方　　　四川省成都彭州市龙门山镇
宝山村党委副书记、宝山企

业集团董事会主席

田义华 （女）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沙坝乡

红寨村村民

吉克毛尔 （女，彝族）四川省乐山市峨边

彝族自治县新林镇水井村

村民

周家德　　　贵州煜峰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师

石健成 （毛南族）生前系贵州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直属支队贵遵四

大队正科级侦查员

李庆丰　　　贵州省经济学校茶叶市场营
销专业学生

彭文军　　　贵州省开阳县黔顺公司驾驶员
蔡　英 （女，侗族）贵州省镇远县蔡酱坊

董事长

朱昌国　　　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冷洞村
党支部书记

彭文忠 （白族）生前系贵州省人民检察

院毕节分院反贪局副局长

陈芝文　　　贵州省平坝县公安局白云派
出所民警

宋卫东 （女）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金湖东

社区绿园关爱中心工作人员

周天伟 （傣族）云南省云县幸福镇掌龙村

村委会副主任

铁飞燕 （女，回族）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昭通管理处

职工

玉的么 （女，傣族）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

洪市勐罕镇曼列胶厂厂长

陈亚忠 （女）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高黎贡

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代普芝 （女）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

小麦地村村民

杨洪彬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第一中
学教师

刘　华 （女，藏族）西藏自治区血液中心

公民献血科科长

尼玛扎西 （藏族）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桑

日县桑日镇颇章村村民

洛桑金巴 （藏族）西藏自治区拉萨远大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群　培 （藏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哈达集团公司董事长

次仁多吉 （藏族）西藏登山队男子分队

队长

贾仁和　　　武警西藏总队第二支队支
队长

仁青拉珍 （女，藏族）西藏自治区昌都地

区洛隆县孜托镇中心小学高

级教师

扎西次仁 （藏族）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政治部宣教处正处级检察员

王金考　　　陕西省合阳县同家庄镇北长
益村村民

罗春明　　 生前系陕西省紫阳县公安局

焕古派出所教导员

王西平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信达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胜强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桔园镇
升仙村六组村民

于进江　　　陕西省华山气象站副站长
王巧芬 （女）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昆明

成都车队副队长

陈进梅 （女）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结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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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史村村民

郑志威　　　甘肃省白银市供电公司员工
常蓬彬　　　兰州大学电子技术开发应用

研究所所长

张庆龙　　　甘肃省庆阳供电公司庆城县
电力局农电工

蔡晓明　　　兰州军区空军某部场站士官
李鹏举　　　甘肃省庆阳市新绿园种猪场

场长

穆泽华 （女）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中医院

内科主任

杨曙光 （藏族）甘肃省舟曲县插岗乡党委

副书记

倪建英 （女）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城市环

卫局职工

王忠民　　　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人民检
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

闫立平　　　青海省西宁市出租行业泰欣
工会主席

罗加扎特 （藏族）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青海湖农场职工

沈贵忠 （回族）青海省西宁市城通公司出

租车分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徐凤茹 （女）青海省个体私营协会副会长

韩海珉 （撒拉族）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

三联电器经销部总经理

赵红霞 （女）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城管执法

局服务科科长

韩慧瑛 （女，藏族）生前系青海省玉树

州人民医院院长

孟丽秀 （女）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

县曲什安镇大米滩村村民

王景光　　　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经济与
管理学院学生，原籍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北塬

街道靖朔门社区

姜丽娟 （女，满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兴庆区富宁街西关社区

居民

白志林 （回族）生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市原州区炭山乡石湾村五

组村民

沈桐、孙志帅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工业
学校学生

黄万彪　　　宁夏万彪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海燕 （女，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海原县民政局干部

海小平 （回族）生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同心县预旺镇派出所

民警

李国峰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
县田坪乡庙山村村民

杜雪梅 （女）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

堡区红寺堡镇红海村村民

刘开瑾　　 生前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源县阿勒玛勒乡塔格尔布拉

村村民，重庆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学生

李　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宏大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

张元清 （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永升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阿孜古丽·阿不都热合曼 （女，维吾尔

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

提县邮政局乌鲁却勒镇邮政

所主任

米吉提·巴克（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委宣传部副部

长、地区文联主席

马连花 （女，回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

城市图书馆副馆长

周喜花 （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第

二中学英语教师

裴永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
红星四场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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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卿　　 生前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

二师华山中学高一 （１７）班
学生

夏留女 （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一

六七团一连退休职工

张庆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一
二三团退休职工

黄立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７５６１５部队
７５分队分队长

习朝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６０１０部队
５５中队有线班班长

旦　增 （藏族）青海省玉树军分区副政治

委员

孙兆群　　　山东陆军预备役炮兵师副师长
彭　燕 （女）西藏军区那曲军分区门诊所

护士

董述勋　　　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气象处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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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二届优秀童谣获奖名单

一等奖 （１０首）

１我们心向共产党 （作者：张伯银　河南
省商丘市梁园区六口一中教师 河南省文明办推

荐）

２我和祖国站一道 （作者：陈嵩云 　上

海市民间文学家协会业余诗人 上海市文明办推

荐）

３对表 （作者：圣野　上海市少儿出版社
编辑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４好像安全锁 （作者：张春明　天津市作

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５草鞋上网 （作者：刘春　江苏省扬州市

文明办退休干部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６生肖歌 （作者：任雅蝉　山东省青岛市

群众艺术馆助理馆员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７狐狸考小鸡 （作者：蒲华清　重庆市出

版集团退休编辑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８懒孩可不好 （作者：赵家瑶　安徽省作

家协会作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９露珠儿 （作者：谭哲　湖南省岳阳市自

由撰稿人）

１０小酒窝 （作者：王俊康　广东省作家
协会作家）

二等奖 （１０首）

１电灯跟我一齐睡 （作者：程宏明　天津
市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２秋天是个大果盘 （作者：韩雪　河北省

沧州市青县文联作家　河北省文明办推荐）
３找北京 （作者：盖尚铎　辽宁省兴城时

讯社作家　辽宁省文明办推荐）
４夸爸爸 （作者：潘与庆　上海市中福会

少年宫教师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５小村官 （作者：江迎娣　江苏省沛县大

学生村官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６吃橘子 （作者：梁临芳　浙江省台州市

黄岩区宁溪文化站干部　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７荷叶 （作者：王玉　山东省青岛市自由

撰稿人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８牛铃 （作者：刘淼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２０１０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　云南省文明办
推荐）

９螃蟹 （作者：卢富平　陕西省汉中市宁
强县黄坝驿乡３组农民　陕西省文明办推荐）
１０手影歌 （作者：李志勇　甘肃省张掖

市幼儿园教师　甘肃省文明办推荐）

三等奖 （２０首）

１小树 （作者：魏媛媛　陕西省西安市新
城区联志村小学学生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２导盲犬 （作者：郜彬儒　天津市河北教

师进修学校特级教师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３白云 （作者：赵小虎　山西省长治市十

八中学教师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４过大年紈姥姥 （作者：杨仲贤　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一小教师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５小水滴 （作者：高咏志　辽宁省彰武县
地税局公务员　辽宁省文明办推荐）
６神奇的零 （作者：赵琦　黑龙江省哈电

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高级工程师　黑龙江省文
明办推荐）

７长大啦 （作者：张硕国　黑龙江省文明
办副主任　黑龙江省文明办推荐）
８三只小鸟 （作者：王森　上海歌剧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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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员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９小蚂蚁 （作者：高山丽　江苏省南京市

古平岗小学五年级学生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０祖国笑了 （作者：李少白　湖南省长

沙市文联退休干部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１懂事了 （作者：杨玉娟　安徽省淮南

市八公山区二小教师　安徽省文明办推荐）
１２板凳龙 （作者：龙家发　广西壮族自

治区防城港市文联退休干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明办推荐）

１３重庆一日游 （作者：谭小乔　重庆市
渝中区文化馆干部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１４弯弯牛角挂书包 （作者：廖弟华　重

庆市巴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重庆市文明办
推荐）

１５花孩子儿 （作者：崔英　重庆市巴南
区供销社离休干部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１６剪刀石头布 （作者：雷先锋　四川省

广安市广安区广罗小学教师　四川省文明办推
荐）

１７数花花 （作者：唐大山　西藏日报社
编辑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１８冬瓜和南瓜 （作者：徐宗德　陕西省

咸阳市音协主席　陕西省文明办推荐）
１９小树手拉手 （作者：高淑英　天津市

作家协会作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推
荐）

２０油气管道如血脉 （作者：尹世霖　中
国作家协会作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推
荐）

优秀奖 （４０首）

１北京让你不迷路 （作者：李复国　北京
市昌平区百善镇政府宣传干事　首都文明办推
荐）

２庆祝七一爱党旗 （作者：王
"

　北京市
宣师一附小教师　首都文明办推荐）
３搭大桥 （作者：傅顺利　天津市作家协

会会员　天津市文明办推荐）

４从小就听党的话 （作者：张艳平　河北
省遵化市安全生产督导管理局干部　河北省文
明办推荐）

５祖国变化大 （作者：许晓光　河北省秦
皇岛市卢龙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河北省文明
办推荐）

６村村通 （作者：刘建　河北省安国市西
城学区教师　河北省文明办推荐）
７伞 （作者：张强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

区广电局干部　河北省文明办推荐）
８夸你好 （作者：赵小虎　山西省长治市

十八中学教师　山西省文明办推荐）
９小溪告诉我 （作者：尹乐祝　吉林省长

白县直属机关党工委退休干部　吉林省文明办
推荐）

１０雪娃娃画画 （作者：大可　黑龙江省
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作家　黑龙江省文明办推
荐）

１１剪纸谣 （作者：闫佳沅　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青云小学四年级学生　黑龙江省文明
办推荐）

１２石头谣 （作者：王海　上海市奉贤区
王海诗歌艺术中心业余诗人　上海市文明办推
荐）

１３风车姐姐 （作者：水永根　上海市杭
州路一小退休教师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１４献血车 （作者：潘与庆　上海市中福

会少年宫教师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１５生肖歌 （作者：张小琴　江苏省如皋

市搬经镇夏堡幼儿园教师　江苏省文明办推
荐）

１６八角帽 （作者：胡扬　江苏省扬州市
退休作家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７太阳能 （作者：杨文　江苏省扬州市

退休教师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８葵花朵朵向太阳 （作者：卢刚　江苏

省镇江市退休教师　江苏省文明办推荐）
１９盖新房 （作者：王玲　安徽省少年儿

童出版社编辑　安徽省文明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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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书包 （作者：胡祁人　安徽省少年儿
童出版社编辑　安徽省文明办推荐）
２１大树 （作者：戴奥麒　江西省资溪县

鹤城三小四年级学生　江西省文明办推荐）
２２剪窗花 （作者：安郁运　山东省日照

市音乐家协会退休教师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２３月亮娃娃 （作者：吴凤霞　山东省滨

州市实验幼儿园教师　山东省文明办推荐）
２４燕子姐姐你真美 （作者：魏道林　江

苏省苏州市安信国际工程师　湖北省文明办推
荐）

２５跷跷板 （作者：周晖　湖南省常德市
文联退休干部　湖南省文明办推荐）
２６彩虹 （作者：郭绮华　广东省广州市

南沙区黄阁中心幼儿园教师　广东省文明办推
荐）

２７这样好不好 （作者：崔文翰　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小学三年级学生　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明办推荐）

２８生活礼仪歌 （作者：李佩锦　海南省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海南省文明办推荐）
２９上网 （作者：戚万凯　重庆市巴南区

文联干部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３０宝宝房 （作者：成再耕　重庆市体育

局干部　重庆市文明办推荐）
３１家家宴 （作者：伍忠余　四川省乐至

县政协干部　四川省文明办推荐）
３２种豆 （作者：陈吉林　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区北仓路小学退休教师　四川省文明办推
荐）

３３雪花 （作者：杨婷雅　四川省阆中市
多维外国语学校四年级学生　四川省文明办推
荐）

３４小铅笔 （作者：金思羽　云南省祥云
县祥城镇城东社区完小一年级学生　云南省文
明办推荐）

３５小雨沙沙 （作者：刘锦　云南省昆明
市西山区昆湖小学教师　云南省文明办推荐）
３６美丽的拉萨我的家 （作者：张金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大办公厅干部　西藏自治
区文明办推荐）

３７节水好娃娃 （作者：郭红梅　甘肃省
武威市凉州区武南幼儿园教师　甘肃省文明办
推荐）

３８水娃娃 （作者：白有?　青海省大通
县园林小学五年级学生　青海省文明办推荐）
３９小路灯 （作者：金黎　天津市 《歌词

月报》编辑部编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
推荐）

４０我是一个兵团娃 （作者：高先惠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１４３团职业高中教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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