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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综述 ( １ )

文 献 讲 话

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
　 力量ꎬ 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寄语全国
　 各族少年儿童强调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ꎬ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 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在颁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 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习近平 ( 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时时铭记、
　 事事坚持、 处处上心ꎬ 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 １７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更好构筑
　 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ꎬ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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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
　 伟大爱国主义精神ꎬ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 ( ２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李克强 ( ２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刘云山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并讲话 ( ２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刘云山主持召开中央文明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 ２８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锲而不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刘云山 ( ２９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刘云山会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并在座谈会上讲话 ( ３４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刘云山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不断巩固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 ３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牢固树立和自觉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刘云山 ( ３６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延东 ( ４１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在长城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延东 ( ４７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在昌都市中小学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延东 ( ５１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推动中国特色妇女事业发展 刘延东 ( ５４ )

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刘延东 ( ５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在纪念遵义会议 ８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刘奇葆 ( ６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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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营造更加清朗的网上网下文化空间 ( ６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大力推进宣传文化系统 “基层工作加强年” 各项工作 刘奇葆 ( ６４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刘奇葆 ( ７０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强起来 刘奇葆 ( ７５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黄坤明 ( ８０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黄坤明 ( ８４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弘扬抗战精神ꎬ 推进伟大事业 黄坤明 ( ８９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黄坤明 ( ９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 徐令义 ( ９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法 规 文 件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１０７)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 (节选) (１１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意见» (１２２)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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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
　 改革的意见» (１３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决定 (１３４)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 (区) 和第三届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１６１)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１６９)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和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的通知 (１７０)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１９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印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通知 (２００)
　 中宣发 〔２０１５〕 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科技部　 司法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　 关于 ２０１６ 年深入开展文化
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的通知 (２０６)

　 中宣发 〔２０１５〕 ３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央文明办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区) 和继续保留的
　 全国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名单的通报 (２０８)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关于运用
　 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２４４)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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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 (２４６)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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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关于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２６１)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７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招标征集活动的通知 (２６３)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保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　 关于开展宣传推选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 活动的通知 (２６５)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１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２７２)
　 文公共发 〔２０１５〕 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公安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司法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５ 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 的通知 (２８０)
　 公交管 〔２０１５〕 １６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全国妇联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庆祝
　 ２０１５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２８３)
　 妇字 〔２０１５〕 ２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进一步做好志愿助残工作的通知 (２８５)
　 残联发 〔２０１５〕 １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开展２０１５年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２８８)

　 食安办 〔２０１５〕 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 　 关于开展第２８个世界无烟日暨健康中国行
———２０１５ 年度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２９４)

　 国卫办宣传函 〔２０１５〕 ４３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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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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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７)

　 中青联发 〔２０１５〕 ２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评选全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通知 (３０１)

　 中关工委 〔２０１５〕 １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规范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３０７)

　 民发 〔２０１５〕 １４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表彰全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决定 (３１０)

　 中关工委 〔２０１５〕 １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推广应用 «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通知 (３３４)

　 民函 〔２０１５〕 ２７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国家发改委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
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资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
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　 国家文物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印发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３５３)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５〕 ２０４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中华职业教育社　 关于进一步开展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
风采” 竞赛活动　 促进活动育人的意见 (３６７)

　 教职成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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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 (３７１)
　 教基一 〔２０１５〕 ７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商务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消费者
　 协会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 (３７５)
　 商秩函 〔２０１５〕 ８５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关工委　 关于开展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评估工作的通知 (３７９)

　 妇字 〔２０１５〕 ４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农办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全国爱卫办　 全国妇联　 关于
印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的通知 (３８８)

　 建村 〔２０１５〕 １９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河北省志愿服务激励办法 (试行) (３９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江苏省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行动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３９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 (３９９)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１４日)

典 型 宣 传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事迹简介 (４０５)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１０ 名) (４０５)
　 王福昌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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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秉华 (４０５)
　 嘎　 罗 (４０６)
　 周丽娜 (４０６)
　 高君芷 (４０６)
　 孔胜东 (４０７)
　 张　 宝 (４０７)
　 房泽秋 (４０８)
　 文　 兵 (４０８)
　 盛春德 (４０９)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１１ 名) (４０９)
　 周美玲 (４０９)
　 秦开美　 王林华 (４１０)
　 彭伟平 (４１０)
　 金　 汉 (４１１)
　 阿不力孜买买提尼牙孜 (４１１)
　 刘发燕 (４１１)
　 张青彬 (４１２)
　 任凤祥 (４１２)
　 吴永秀 (４１３)
　 王喜阳 (４１３)
　 赵勇波 (４１４)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１０ 名) (４１４)
　 江玉珍　 江远斌 (４１４)
　 杜长胜 (４１５)
　 李江福 (４１５)
　 刘真茂 (４１５)
　 朱国萍 (４１６)
　 刘平贵　 李继林 (４１６)
　 方联海 (４１７)
　 杜正云 (４１７)
　 刘萌刚 (４１８)
　 孙世福 (４１８)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１５ 名) (４１９)
　 于　 敏 (４１９)
　 官　 东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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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荣 (４２０)
　 许　 光 (４２０)
　 高宝来 (４２０)
　 王忠心 (４２１)
　 朱彦夫 (４２１)
　 赵亚夫 (４２２)
　 黄志丽 (４２２)
　 胡双钱 (４２３)
　 沙吾尔芒力克 (４２３)
　 吉日嘎拉 (４２４)
　 俞复玲 (４２４)
　 马善祥 (４２５)
　 郑久强 (４２５)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１６ 名) (４２６)
　 李玉枝 (４２６)
　 宁宏昌 (４２６)
　 樊桂英 (４２７)
　 米德格玛 (４２７)
　 陈春林 (４２７)
　 陈　 明 (４２８)
　 陈若星 (４２８)
　 陈如豪　 吴清琴 (４２９)
　 周淑琴 (４２９)
　 冷　 木 (４２９)
　 由艳丽 (４３０)
　 王峥嵘 (４３０)
　 赵小参 (４３１)
　 任全来 (４３１)
　 姜威威 (４３２)
　 贺　 频 (４３２)

２０１５年 “时代楷模” (４３３)
　 文朝荣 (４３３)
　 李　 超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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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碧华 (４３３)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医疗队 (４３３)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４３３)
　 张国春 (４３３)
　 吕榕麟 (４３３)
　 廉福章 (４３３)
　 江苏南京站 “１５８” 雷锋服务站 (４３４)
　 汪　 勇 (４３４)
　 毛丰美 (４３４)
　 第二炮兵某洲际战略导弹旅 (４３４)
　 黄志强 (４３４)
　 金春燮 (４３４)
　 郑福来 (４３４)
　 李文祥 (４３４)
　 李登海 (４３４)
　 贠恩凤 (４３４)
　 段江华 (４３５)
　 广西军区某边防团十连 (４３５)
　 郭　 峰 (４３５)
　 阎　 肃 (４３５)
　 高思杰 (４３５)
　 崔光日 (４３５)

２０１５年最美人物 (４３６)
　 最美女性 (４３６)
　 最美基层公安民警 (４３６)
　 最美职工 (４３６)
　 最美检察官 (４３６)
　 最美家庭 (４３６)
　 国企敬业好员工 (４３６)
　 最孝美家庭 (４３６)

２０１５年中国好人榜 (４３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上榜名单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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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上榜名单 (４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上榜名单 (４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上榜名单 (４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１)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２)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３)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４)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上榜名单 (４４６)

经 验 交 流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 (４５１)
山东省威海市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　 人民因城市而骄傲 (４５１)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　 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老区全面奔小康的样板镇 (４５２)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　 以航天梦助推中国梦　

　 　 打造国际一流航天企业 (４５４)
青海省海北电视台少儿栏目　 格桑花为我引路 (４５５)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４５７)
教育部　 努力办好农村教育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４５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４５９)
文化部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４６０)
浙江省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抓实农村精神文明 (４６２)
黑龙江省　 坚持 “三高” 标准　 建设美丽乡村 (４６５)
安徽省　 打造美好乡村建设的精神高地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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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巴中市　 建好 “巴山新居” 　 构筑精神家园 (４６８)
海南省琼海市　 建设美丽乡村　 构建幸福家园 (４７０)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４７３)
教育部　 深入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扎实推进师生思想道德建设 (４７３)
北京市　 大力选树道德模范　 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 (４７４)
河南省　 用榜样引领风尚　 让美德润泽中原 (４７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弘扬道德模范大爱精神　 建设团结和谐大美新疆 (４７６)
人民日报　 用道德模范群星照亮精神天空 (４７７)
中央电视台　 担起责任　 不辱使命　 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４７８)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 (４８０)
安徽省　 践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安徽 (４８０)
北京市　 善用互联网思维　 打造 “文明北京” 新媒体品牌 (４８２)
重庆市　 好人微访谈　 传播正能量 (４８４)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打造 «好人 ３６５» 品牌　 助推网络

　 　 精神文明建设 (４８５)
江苏省无锡市　 凝聚 “大 Ｖ” 正能量　 引领文明新风尚 (４８７)
浙江省宁波市　 建好建强宁波文明网　 推动网络文明新提升 (４８９)
福建省福州市　 运用先进网络平台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４９０)
广东省惠州市　 打造 “惠人惠语” 新品牌　 传递文明惠州 “好声音” (４９２)
上海市嘉定区　 依托新媒体服务平台　 提升文明城区创建水平 (４９４)
东北新闻网　 开设好人微博　 创新典型宣传 (４９５)

中央文明办简报信息工作培训班 (４９８)
首都文明办　 把握规律　 找准定位　 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４９８)
福建省文明办　 提高思想认识　 摆上重要位置　 努力做好

　 　 简报信息工作 (５００)
湖南省文明办　 运用简报小载体　 做好创建大文章 (５０２)
重庆市文明办　 强化服务功能　 发挥指导作用　 为精神文明创建

　 　 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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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文明办　 找准目标定位　 服务中心工作 (５０６)
广东省江门市文明办　 发挥简报信息功能　 助力城市文明提升 (５０７)
河北省文明办　 实行 “纸网融合” 做强信息工作 (５０９)
湖北省文明办　 明确措施保障　 做好简报工作 (５１０)
四川省文明办　 用好简报信息　 提升工作绩效 (５１２)

各地经验交流 (５１５)
　 北京市联席联动打造文明旅游新环境 (５１５)
　 河北省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报告 (５１７)
　 关于河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试点的调查与思考 (５２２)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打造社区志愿服务品牌 (５２４)
　 辽宁省 “文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５２８)
　 福建省晋江市弘扬诚信精神　 建设诚信晋江 (５２９)
　 福建省永春县致力美丽乡村建设 (５３１)
　 贵州省开展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 (５３４)
　 关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探索 “４５６” 工作法治理农村滥办

酒席的调研报告 (５３８)

部 委 篇

中央直属机关 (５４５)

　 概况综述 (５４５)

中央网信办 (５４８)

　 概况综述 (５４８)

　 特色活动 (５４９)
　 开展网上正能量微传播 (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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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动 (５５０)

司法系统 (５５１)

　 概况综述 (５５１)

　 特色活动 (５５４)
　 全国法院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 (５５４)
　 开展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 (５５４)

教育系统 (５５６)

　 概况综述 (５５６)

　 特色活动 (５５９)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５５９)
　 赏中华诗词、 寻文化基因、 品生活之美 (５５９)
　 “英雄不朽” ２０１５ 年 «开学第一课» (５６０)

科技系统 (５６１)

　 概况综述 (５６１)

　 特色活动 (５６４)
　 科技列车行活动 (５６４)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 (５６４)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５６５)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５６６)

　 概况综述 (５６６)

民委系统 (５６８)

　 概况综述 (５６８)

　 特色活动 (５７１)
　 举办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５７１)

环境保护系统 (５７２)

　 概况综述 (５７２)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５７６)

　 概况综述 (５７６)

４１



目　 　 录

交通运输行业 (５８０)

　 概况综述 (５８０)

　 特色活动 (５８２)
　 开展 “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 (５８２)
　 举办第二届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推选宣传活动 (５８３)
　 浙江交通运输系统创建 “最美行业” (５８３)

水利系统 (５８４)

　 概况综述 (５８４)

农业系统 (５８７)

　 概况综述 (５８７)

文化系统 (５９１)

　 概况综述 (５９１)

　 特色活动 (５９４)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５９４)
　 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５９５)
　 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 (５９６)

卫生计生系统 (５９７)

　 概况综述 (５９７)

人民银行系统 (６００)

　 概况综述 (６００)

　 特色活动 (６０３)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色” 品牌活动 (６０３)
　 开展 “家风行风伴我行” 活动 (６０４)
　 开展学习宣传 “微故事” 活动 (６０４)

中央企业系统 (６０６)

　 概况综述 (６０６)

　 特色活动 (６０９)
　 中央企业系统全面推进 “道德讲堂” 建设 (６０９)

税务系统 (６１０)

　 概况综述 (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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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６１２)
　 北京市国税局选树先进典型 (６１２)
　 辽宁省国税局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 (６１２)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 (６１３)

　 概况综述 (６１３)

气象系统 (６１６)

　 概况综述 (６１６)

银监会系统 (６１９)

　 概况综述 (６１９)

　 特色活动 (６２１)
　 深入开展 “送金融知识下乡” 活动 (６２１)
　 “积分圆梦” 公益行动在全国推广 (６２１)

保监会系统 (６２２)

　 概况综述 (６２２)

　 特色活动 (６２４)
　 开展保监会部级荣誉称号评选表彰 (６２４)
　 开展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和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申报命名活动 (６２４)

共青团系统 (６２５)

　 概况综述 (６２５)

　 特色活动 (６２８)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分享团走基层活动 (６２８)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６２８)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网络话题传播活动 (６２９)

妇联系统 (６３０)

　 概况综述 (６３０)

　 特色活动 (６３１)
　 常态化推进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 (６３１)
　 全面启动实施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６３２)
　 开展 “千名巾帼环境友好使者” 行动 (６３２)

中国文联 (６３４)

　 概况综述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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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６３６)
　 加强文艺界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 (６３６)
　 推进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化、 制度化 (６３６)

中国作家协会 (６３７)

　 概况综述 (６３７)

　 特色活动 (６４１)
　 举办 “梦想烛照未来” 文学作品朗诵会 (６４１)

中国科协 (６４２)

　 概况综述 (６４２)

　 特色活动 (６４４)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 (６４４)
　 深入推进科学道德和诚信制度化建设 (６４５)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６４６)

　 概况综述 (６４６)

地 方 篇

北京市

　 概况综述 (６５１)

　 特色活动 (６５３)
　 建设乡情村史陈列室和精神文明宣传视屏 (６５３)
　 “北京榜样” 主题活动形成品牌 (６５４)
　 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 “北京榜样” 宣传活动 (６５５)
　 组织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 (６５５)

天津市

　 概况综述 (６５７)

　 特色活动 (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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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问题导向　 开展 “四个文明专项行动” (６６０)
　 用信息化推动落实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６６１)
　 积极开展 “千村美院” 活动 (６６２)
　 “抗战歌曲大家唱　 爱国诗篇颂英雄” 市民主题活动 (６６２)

河北省

　 概况综述 (６６４)

　 特色活动 (６６５)
　 全国首家省级志愿服务学院初见成效 (６６５)
　 河北———巴州 “边疆少年心向党　 携手共筑中国梦” 联谊活动 (６６６)
　 “百场儿童剧圆梦进校园” 活动 (６６６)

山西省

　 概况综述 (６６８)

　 特色活动 (６７０)
　 潞城市 “五化” 并举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６７０)
　 长治市三项措施建好、 用好、 管好少年宫 (６７１)
　 寿阳县兴办大讲堂　 传播正能量 (６７２)

内蒙古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６７３)

　 特色活动 (６７７)
　 内蒙古自治区坚持 “五抓五重” 　 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６７７)
　 包头市志愿服务培训出实招见实效 (６７７)
　 通辽市积极推进身边好人评选发布工作 (６７９)
　 鄂尔多斯市健全五项机制　 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大行动 (６７９)
　 乌海市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６８０)

辽宁省

　 概况综述 (６８２)

　 特色活动 (６８４)
　 大连市以家风教育为抓手　 推动核心价值观进家庭 (６８４)
　 开原市全面开展农村互助志愿服务惠民生 (６８５)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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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概况综述 (６８６)

　 特色活动 (６８９)
　 吉林市开展 “圆梦微心愿　 温暖满江城” 志愿服务活动 (６８９)
　 通化市启动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活动 (６８９)
　 白城市品牌化推进志愿服务 (６９０)

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６９１)

　 特色活动 (６９４)
　 建立智慧志愿支持系统 (６９４)
　 未成年人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 (６９５)
　 “道德模范在身边” 系列学习宣传活动 (６９５)
　 “德礼满龙江” 文明知识普及和文明习惯养成活动 (６９５)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主题实践活动 (６９６)

上海市

　 概况综述 (６９７)

　 特色活动 (６９９)
　 开展 “除陋习、 有素养、 行文明” 宣传教育实践整治活动 (６９９)
　 推进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建设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７００)
　 积极构建上海志愿服务 “四位一体” 保障体系 (７０１)
　 上海市学校少年宫联盟建设的新尝试 (７０１)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５ 上海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 (７０２)

江苏省

　 概况综述 (７０３)

　 特色活动 (７０５)
　 探索 “互联网＋” 助推志愿服务制度化 (７０５)
　 强化诗教乐教　 推进优秀少儿文化精品创作生产 (７０６)
　 南京市创设 “南京好人 ３６５” 　 打造弘扬核心价值观新平台 (７０７)
　 宿迁市大力推行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抓实文明小细节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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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概况综述 (７０９)

　 特色活动 (７１３)
　 浙江省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７１３)
　 立足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　 打造精神文明宣传新品牌 (７１３)
　 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 “最美行业” 创建 (７１４)
　 宁波市以项目化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７１５)
　 长兴县全力打造 “和文化” 道德品牌 (７１５)

安徽省

　 概况综述 (７１７)

　 特色活动 (７１８)
　 合肥市 “社区帮客” 志愿服务融洽邻里情 (７１８)
　 滁州市 “道德信贷” 让好人好报、 德者有得 (７１９)
　 弋矶山公共服务中心打造 “３６５ 幸福家园” (７２０)
　 铜陵市 “四化” 工程促创城 (７２１)

福建省

　 概况综述 (７２２)

　 特色活动 (７２５)
　 精心编印 «文明地图集» (７２５)
　 福州市积极打造两岸志愿者生态保护共同行动项目 (７２５)
　 厦门市全力推进全国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市创建 (７２６)
　 三明市成立 “身边好人” 联谊会 (７２７)
　 武平县开展 “七个一” 活动　 打造 “好人之城” (７２７)

江西省

　 概况综述 (７２９)

　 特色活动 (７３７)
　 传承好家风　 弘扬正能量 (７３７)
　 全方位开展学习、 宣传、 关爱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活动 (７３８)

山东省

　 概况综述 (７３９)

０２



目　 　 录

　 特色活动 (７４０)
　 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城乡环卫一体化提前实现全覆盖 (７４０)
　 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７４１)
　 “山东好人之星” 评选活动形成品牌 (７４２)
　 新建 ８００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省级项目 (７４２)
　 举办第二届 “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及观后感征文活动 (７４３)

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７４４)

　 特色活动 (７４５)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推进文明旅游 (７４５)
　 全力打造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 (７４６)
　 努力提高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覆盖面 (７４６)

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７４８)

　 特色活动 (７５１)
　 全覆盖开展 “十星创建” 活动 (７５１)
　 全面开展 “暑期集中行动” (７５１)
　 扎实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７５２)

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７５４)

　 特色活动 (７５７)
　 开展 “学雷锋　 见行动　 认领微心愿　 温暖身边人”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７５７)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通文明体系建设与倡导活动 (７５７)
　 岳阳市以 “公益格子铺 ＆ 阅读吧” 推进公益常态化 (７５８)

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７６０)

　 特色活动 (７６３)
　 佛山开展百村升级行动　 建设美丽文明新农村 (７６３)
　 惠州 “八个一” 打造 “十分钟志愿服务圈” (７６４)
　 中山以 “邻里＋” 主题活动促进文明社区建设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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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源传扬客家谚语　 践行当代价值 (７６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７６７)

　 特色活动 (７６９)
　 乡村学校少年宫打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乐园 (７６９)
　 积极 “洒扫应对” 　 养成美德少年 (７６９)
　 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 (７７０)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７７１)
　 以五个 “文明同行” 为抓手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７７２)

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７７３)

　 特色活动 (７７６)
　 三亚市提升服务强化监管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７７６)
　 琼海市寓教于乐　 开展创城宣传 (７７７)

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７７８)

　 特色活动 (７８２)
　 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微访谈 (７８２)
　 开展 “小米粒儿成长记”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７８２)
　 “你帮我帮大家帮” 志愿服务叫响山城 (７８３)
　 开展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系列活动 (７８４)
　 依礼而行　 唱响文明旅游主旋律 (７８４)

四川省

　 概况综述 (７８６)

　 特色活动 (７８８)
　 志愿服务工作亮点纷呈 (７８８)
　 泸州市 “五德” 践行核心价值观 (７８９)
　 巴中市广泛开展 “菜单式” 文艺志愿服务 (７９０)
　 成都学雷锋爱心联盟成为 “互联网＋” 时代下的活雷锋 (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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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江县创新开展 “四讲四赛四提升” 引领乡风文明 (７９１)

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７９３)

　 特色活动 (７９６)
　 贵阳市打造 “袁老师” 工作站品牌 (７９６)
　 毕节市 “三载体” 培塑精神文明示范点 (７９７)
　 铜仁市 “三维” 拓展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 (７９８)
　 黔南州民族文化 “四进” 校园 (７９８)
　 黔西南州搭建百姓舞台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７９９)

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８０１)

　 特色活动 (８０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０４)
　 临沧市实施 “三大工程”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８０５)
　 曲靖市以道德讲堂 “小支点” 撬动核心价值观建设 “大工程” (８０６)
　 大理市以 “文化墙” 为载体　 打造农村精神文明 (８０６)
　 “关爱九大高原湖泊” (８０７)

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８０８)

　 特色活动 (８１１)
　 文明和谐过清明 (８１１)
　 格桑梅朵杯美德少年 (８１２)

陕西省

　 概况综述 (８１３)

　 特色活动 (８１７)
　 实施 “六德” 工程　 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 (８１７)
　 开展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活动 (８１９)
　 铜川市深入开展 “心系未来ꎬ 做未成年人成长最美守护者” 评选表彰活动 (８２０)

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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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活动 (８２３)
　 嘉峪关市创新开展家风家训 “四进” 活动　 共谱文明家庭新风尚 (８２３)
　 甘肃省华亭煤业集团运用道德大讲堂汇集文明正能量 (８２４)
　 甘肃省委网信办开展网络植树公益活动　 开启网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新模式 (８２４)
　 兰州市探索运用网络文明传播新途径　 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８２５)

青海省

　 概况综述 (８２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８３０)

　 特色活动 (８３３)
　 中卫市打造农村民风建设升级版 (８３３)
　 青铜峡市唐滩村巾帼志愿者服务温暖一座村庄 (８３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８３５)

　 特色活动 (８３７)
　 四种语言 “道德模范网上展馆” 上线 (８３７)
　 库尔勒市全力打造志愿服务工作新名片 (８３７)
　 克拉玛依市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打造信用城市 (８３８)
　 若羌县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 建设 (８４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概况综述 (８４１)

　 特色活动 (８４３)
　 “美德少年” 对口游学 (８４３)
　 五师双河市高中成就困难职工子女梦想 (８４４)
　 十一师三中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８４５)
　 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细小实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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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８４９)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 (８４９)

１ 月 １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 文朝荣和李超的
先进事迹 (８４９)

１ 月 １４—１６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在贵州调研 (８４９)

１ 月 ２２ 日　 高德荣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８４９)

２ 月 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８４９)

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 并发表重要讲话 (８５０)

３ 月 ２ 日　 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８５０)

３ 月 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布第一批 ５０ 个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 ５０ 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８５０)

３ 月 ８ 日　 中央宣传部、 全国妇联发布李元敏等 １０ 位全国
“最美女性” 的先进事迹 (８５０)

３ 月 ２４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在西安召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 (８５０)

３ 月 ３０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 “时代楷模”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医疗队和武汉长江救援
志愿队的先进事迹 (８５１)

４ 月 １ 日　 中央文明办在江西省井冈山市召开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座谈会 (８５１)

４ 月 ６ 日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定的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施行ꎬ 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工作同时开展 (８５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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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 ８ 日　 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发布王聪颖等 １０ 位
“最美基层公安民警” 的先进事迹 (８５１)

４ 月 １５ 日　 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８５２)

４ 月 １６ 日　 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就印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行动方案» 答记者问 (８５２)

４ 月 ２３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到中华书局ꎬ
参加读者开放日活动 (８５２)

４ 月 ２４—２５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在河北调研 (８５２)

４ 月 ２８ 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８５２)

４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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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等 ６ 单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ꎬ 启动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８５３)

５ 月 １４ 日　 在 ２０１５ 年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ꎬ 全国妇联举行全国
“最美家庭” 揭晓仪式 (８５３)

５ 月 ２１ 日　 中央宣传部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召开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现场交流会 (８５３)

５ 月 ２８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向西部 １２ 个省 (区、 市) 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小学和幼儿园赠送了一批 «中华是我家»
优秀童谣图书 (８５３)

５ 月 ２９ 日—６ 月 ７ 日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联合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 (８５３)

５ 月 ３０ 日—６ 月 ２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四川调研 (８５３)

６ 月 １０ 日　 中央宣传部、 全国妇联发布汪宝柱等 １０ 户全国教子有方
“最美家庭” 的先进事迹 (８５３)

６ 月 １５ 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１８ 部门ꎬ 在京正式启动 ２０１５ 年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８５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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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 民政部、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全国党建
研究会联合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
共产党员志愿服务现场交流会” (８５４)

６ 月 ２６ 日　 中央宣传部发布 “时代楷模” 汪勇和毛丰美的先进事迹 (８５４)

６ 月 ２７ 日　 中央宣传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开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 (８５４)

７ 月 ７ 日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７８ 周年暨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
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８５４)

７ 月 １５ 日　 中央宣传部在河南省濮阳市召开 “全民敬业行动”
工作经验交流会 (８５４)

７ 月 ２４ 日　 中央文明办在安徽合肥召开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 (８５５)

８ 月 １４ 日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浙江湖州召开 (８５５)

８ 月 １４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中国记协联合举办
“抵制网络低俗语言、 倡导文明用语” 专题座谈会 (８５５)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ꎬ 以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为主题ꎬ 在大中小学校组织开展 “开学第一课” 活动 (８５５)

８ 月 ２７ 日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推广应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通知 (８５５)

９ 月 ３ 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８５６)

９ 月 １５ 日　 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８５６)

９ 月 １９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ꎬ 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８５６)

９ 月 ２０—２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在云南调研 (８５６)

９ 月 ２４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国记协召开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工作
交流研讨会 (８５６)

９ 月 ２９ 日—１０ 月 ８ 日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共同举办了全国未成年人 “向国旗敬礼” 网上签名
寄语活动 (８５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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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在京举行 (８５６)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调研文艺界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情况 (８５７)

１０ 月 ２０ 日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在京召开 (８５７)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ꎬ
在全国开展宣传推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活动 (８５７)

１０ 月 ２７—２９ 日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同志到江苏省张家港市、
浙江省湖州市调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８５７)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视频会议ꎬ 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 (８５８)

１１ 月 ２ 日　 中宣部理论局、 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
第十一批学习书目 (８５８)

１１ 月 １０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召开媒体通气会ꎬ
就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建立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的有关情况进行解读 (８５８)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中央宣传部发布 “时代楷模”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
阎肃的先进事迹 (８５８)

１２ 月 １０日　 中央宣传部等 １２部门在湖北麻城联合召开全国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 ２０ 周年工作座谈会 (８５８)

１２ 月 １４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出席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座谈会 (８５９)

１２ 月 １６ 日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８５９)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
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 (８５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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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

别是在接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着力推进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和思想道德建设ꎬ 不断提高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各项工作保持了良好态

势ꎬ 取得了新成效、 新进展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 发表重要讲

话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

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ꎮ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

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ꎬ 是对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者的亲切关怀ꎬ 同时更是对精神文

明建设和创建工作的战略指引和战略部署ꎬ 使

精神文明战线全体同志深受教育和激励ꎬ 备感

责任重大和使命荣光ꎮ 一年来ꎬ 各地各级文明办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着重学习领会 “２２８” 重要

讲话精神和对道德模范表彰活动的重要批示精

神ꎬ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ꎬ 做到学而

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不断增进政治认同、 理论

认同、 情感认同ꎬ 切实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

动ꎬ 指导实际工作ꎬ 推动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

面、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新发展ꎮ
二、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实践

持续深化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穿结合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全过程ꎬ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以及价值观自信ꎮ 着

力推进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活

动ꎬ 中央文明委隆重表彰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 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ꎮ 隆重表彰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ꎬ 推动全社

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

氛围ꎮ 按照中央要求ꎬ 广泛开展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群众

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ꎮ 加强家庭文明建

设ꎬ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和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持续深化文明旅游ꎬ 大力制作刊播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ꎬ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ꎬ 传承

中华美德ꎬ 树立时代新风ꎮ
三、 聚焦重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一年来ꎬ 中央文明办坚持问题导向ꎬ 紧紧

围绕精神文明建设重点难点问题ꎬ 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ꎬ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ꎬ 进一步总结实践

经验、 探索工作规律ꎮ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家

庭文明建设、 诚信建设制度化、 志愿服务制度

化、 网上公益活动等进行重点调研ꎻ 就文明城

市创建、 文明行业创建、 文明校园创建、 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 不文明行为整治等开展专项

调研ꎬ 反映基层情况ꎬ 研究存在问题ꎬ 提出对

策建议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ꎬ 围绕

如何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 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等课题进行普遍调研ꎬ 向中央文明办提交了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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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调研报告ꎮ 通过调查研究ꎬ 形成了一批

有价值、 有分量、 对决策有重要借鉴意义的调

研成果ꎬ 为工作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ꎮ
四、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一年来ꎬ 文明办系统下大力气抓好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ꎮ 组织中央新闻媒体集中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要

思想ꎬ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论断ꎮ 召开全国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明确提出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明确提出实现乡风民风、 人居环境、 文化

生活 “三个美起来” 的任务要求ꎮ 各地各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会议精神ꎬ 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

度ꎬ 着力改变农村环境面貌ꎬ 丰富农民文化生

活ꎬ 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ꎬ 不断

开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局面ꎮ
五、 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２０１５ 年是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各级文明办进

一步夯实基层基础ꎮ 一是广泛开展基层群众性

道德实践活动ꎮ 推荐评议身边好人ꎬ 开展 “五
好文明家庭” “星级文明农户” “最美家庭”
创建活动ꎮ 以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

为主题ꎬ 不断扩大基层志愿服务覆盖面ꎮ 深化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引导人们在辞旧迎

新、 慎终追远、 阖家团圆、 孝老敬老中弘扬文

明新风ꎮ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ꎬ 依托网络阵地ꎬ
引导未成年人开展 “我的中国梦” 系列道德实

践活动ꎮ 二是加强基层文化设施阵地建设ꎮ 推

动各地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ꎬ 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科

学普及、 普法教育、 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实现设施资源综

合利用、 共建共享ꎮ 建好、 管好、 用好乡村学

校少年宫ꎬ 顺利完成 “十二五” 期间 １ ２ 万所

项目建设任务ꎬ 累计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３３ ８５ 亿元ꎬ 示范带动各地采取多种方式自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 万余所ꎬ 为农村孩子快乐学

习、 健康成长搭建平台ꎮ 三是强化基层队伍建

设ꎮ 注重提高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业务素

质ꎬ 中央文明办围绕做好简报信息、 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志愿服务信息管理、 地方文明网站

建设等工作开展培训ꎮ 各地各部门着力改善基

层工作者待遇和工作条件ꎬ 帮助解决后顾之

忧ꎬ 引导他们紧跟中央、 安心热爱、 钻研求

索、 积极作为ꎮ 重视发挥广大志愿者、 “五老”
人员、 居民代表、 新乡贤等社会力量作用ꎬ 做

到基层工作有人抓、 事情有人干ꎮ
六、 着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创新

中央文明委各成员单位ꎬ 各地文明委、 文

明办ꎬ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ꎬ 在继承优良传

统基础上ꎬ 坚持贴近群众、 紧盯问题、 着眼发

展谋创新ꎬ 推动工作不断增强生机活力ꎮ 一是

贴近群众谋创新ꎮ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

文化需求ꎬ 以抓项目、 办实事的做法ꎬ 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ꎮ 文化部门探索运用政府购买、 市

场机制、 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ꎬ 整合资源ꎬ 逐

步增加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总量ꎮ 一些

省市分期分批开展农村村史馆建设、 实施农民

文化乐园项目、 创办文化礼堂等ꎮ 二是紧盯问

题谋创新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深入开展专项治理ꎬ 破除道

德领域顽疾ꎮ 中央文明办、 公安部、 教育部、
司法部、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每年确定一个主题

开展交通安全文明行动ꎬ 聚焦机动车不礼让行

人、 行人 “闯红灯” 等现象ꎬ 加大对马路上陋

习的教育惩戒力度ꎮ 中央文明办与最高人民法

院等八部门会签 “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

备忘录ꎬ 推出惩戒 “老赖” 措施ꎬ 限制 “老

赖” 乘坐飞机和火车软卧等ꎬ 让失信者初步付

出失信的代价ꎮ 一些省市坚持眼睛向下、 小处

入手ꎬ 解决市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办好家

门口的 “小事情”ꎬ 形成创建工作态势与社会

文明程度同步向好ꎮ 三是着眼发展谋创新ꎮ 根

据精神文明建设新形势、 新任务ꎬ 以改革的思

路和创新的手段ꎬ 大力推进内容形式、 渠道载

体、 方式方法、 工作机制创新ꎬ 做到老品牌有

新亮点ꎬ 新载体有生命力ꎮ 各有关部门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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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作实际和自身特点ꎬ 大力推动志愿服务创

新发展ꎬ 形成了以文化志愿服务、 职工志愿服

务、 巾帼志愿服务、 环保志愿服务、 文艺志愿

服务等为代表的一批品牌志愿服务项目ꎮ
七、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制度

规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ꎬ 对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ꎮ 各级文明办认真学习

贯彻五中全会精神ꎬ 科学谋划 “十三五” 时期

精神文明建设ꎬ 并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之中ꎮ 中央文明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重要指

示精神ꎬ 与全国妇联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深

化家庭文明建设的工作方案»ꎬ 提出家庭文明建

设总体安排ꎻ 与教育部制定颁布 «关于深入开

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着力推进文

明校园创建ꎬ 形成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 “五大创建” 格局ꎮ
着眼树立鲜明工作导向ꎬ 修订 «全国地级以上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ꎬ 制定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ꎬ 颁布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

措施 (负面清单) »ꎬ 明确文明城市创建基本遵

循ꎬ 健全工作评价和动态管理机制ꎻ 组织国家统

计局和中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对 １２３ 个地级以

上提名城市进行年度测评ꎬ 委托各省 (区、 市)
文明委对 １６５ 个县级提名城市和 ８７ 个全国文明

城市 (区) 测评督查ꎮ 推动完善精神文明建设

法律法规ꎬ 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列入

立法程序ꎻ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牵头起草的

«志愿服务条例» 报国务院审批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

领导下ꎬ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 刘延东、
刘奇葆同志的指引指导下ꎬ 在中央文明委的统

筹协调下ꎬ 在全国各级文明委、 文明办系统全

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ꎬ ２０１５ 年精神文明建设取

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成效ꎬ 在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上ꎬ 在改善社会风气、 改变城乡环境面

貌、 推进改革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ꎬ 在

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上ꎬ 都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

到ꎬ 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ꎬ 精神文明建设的机

遇前所未有ꎬ 挑战也前所未有ꎬ 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未来五年征程中ꎬ 精神文明建设任重

道远ꎮ 当前ꎬ 一些党员、 干部信仰迷失的问

题ꎬ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 见利忘

义、 造假欺诈现象时有发生的问题ꎬ 大操大

办、 铺张浪费、 比阔斗富等不良习气在一定范

围存在的问题ꎬ 黄赌毒的问题ꎬ 等等ꎬ 依然是

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不断提高

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是补齐精神文

明建设短板的顽瘴痼疾ꎮ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

识、 责任意识、 紧迫意识ꎬ 按照中央要求ꎬ 扎

实做好工作ꎮ

(中央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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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

强调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ꎬ
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２ 月 ２８ 日下午在北京亲切会见第四届

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 并发表重要讲

话ꎮ 他强调ꎬ 人民有信仰ꎬ 民族有希望ꎬ 国家

有力量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物

质财富要极大丰富ꎬ 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ꎮ
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 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ꎬ 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

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丰润的道

德滋养ꎮ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ꎬ 向受到

表彰的城市、 村镇、 单位、 个人表示热烈的祝

贺ꎬ 向长期奋斗在精神文明建设一线的同志们

表示诚挚的问候ꎮ
习近平指出ꎬ 改革开放之初ꎬ 我们党就

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

略任务ꎬ 确立了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

战略方针ꎮ ３０ 多年来ꎬ 我国亿万人民不仅创

造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世界奇迹ꎬ 也创造了精

神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ꎬ 涌现出一大批精神

文明建设的优秀人物和先进典型ꎬ 你们就是

其中的代表ꎮ
习近平强调ꎬ 一个国家ꎬ 一个民族ꎬ 要同

心同德迈向前进ꎬ 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

撑ꎮ 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ꎬ 高扬主旋律ꎬ 唱响

正气歌ꎬ 不断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

自信ꎬ 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

心中闪亮ꎮ
习近平指出ꎬ 要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

要硬”ꎬ 以辩证的、 全面的、 平衡的观点正确

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ꎬ 把精神文

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 渗透

社会生活各方面ꎬ 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

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ꎬ 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

家园ꎻ 大力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

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ꎬ 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

的浓厚氛围ꎻ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ꎬ 大力加强党风政风、 社风家风建设ꎬ 特

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ꎮ 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ꎬ 领导

干部、 公众人物、 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

好表率、 起好示范作用ꎬ 引导和推动全体人

民树立文明观念、 争当文明公民、 展示文明

形象ꎮ
习近平强调ꎬ 只有站在时代前沿ꎬ 引领风

气之先ꎬ 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发挥更大威力ꎮ 当

前ꎬ 社会上思想活跃、 观念碰撞ꎬ 互联网等新

技术新媒介日新月异ꎬ 我们要审时度势、 因势

利导ꎬ 创新内容和载体ꎬ 改进方式和方法ꎬ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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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ꎮ 抓精神文明

建设要办实事、 讲实效ꎬ 紧紧围绕促进人民福

祉来进行ꎬ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ꎬ 努

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ꎮ 各

级党委要担负好自己的责任ꎬ 切实抓好精神文

明建设各项工作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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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习近平

同志们: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ꎬ 纪念全世界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盛大节日———五一国际

劳动节ꎬ 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ꎬ 目

的是弘扬劳模精神ꎬ 弘扬劳动精神ꎬ 弘扬我国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ꎮ
首先ꎬ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ꎬ 向全国各

族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劳动群

众ꎬ 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和公

安民警ꎬ 向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和

海外侨胞ꎬ 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ꎬ 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这里ꎬ 我

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ꎬ 向全世界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ꎬ 致以诚挚的问候!
五一国际劳动节ꎬ 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

的节日ꎮ 从恩格斯领导成立的第二国际明确将

１８９０ 年 ５ 月 １ 日定为第一个国际劳动节起ꎬ 历

史车轮已走过 １２５ 年ꎮ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通

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ꎬ 启发职工群众觉悟ꎬ
教育引导劳动群众ꎬ 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而奋斗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我国工人阶

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ꎬ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ꎬ 我们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ꎮ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ꎬ

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ꎬ 我们

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

的共同事业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进而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ꎬ 根本

上靠劳动、 靠劳动者创造ꎮ 因此ꎬ 无论时代条

件如何变化ꎬ 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 尊重劳

动者ꎬ 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的主力军作用ꎮ 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的重大意义ꎮ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ꎬ 提出并形成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

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ꎬ 确立了新形势

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

指南ꎮ
历史赋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伟大而

艰巨的使命ꎬ 时代召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谱写壮丽而崭新的篇章ꎮ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一定要以国家主人翁姿态ꎬ 积极投

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ꎬ 为共同创造我们

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作出新的贡献ꎮ
———在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ꎬ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

大正能量ꎮ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ꎬ 劳动光

荣、 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

释ꎮ “民生在勤ꎬ 勤则不匮ꎮ” 中华民族是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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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善于创造的民族ꎮ 正是因为劳动创造ꎬ
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ꎻ 也正是因为劳动创

造ꎬ 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是靠一砖一瓦

砌成的ꎬ 人民的幸福是靠一点一滴创造得来

的ꎮ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ꎬ 他们以

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 卓越的劳动创造、 忘我

的拼搏奉献ꎬ 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ꎮ “爱岗敬业、 争创一流ꎬ 艰苦奋斗、 勇于

创新ꎬ 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ꎬ 生

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ꎮ 今天受到表彰的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ꎬ 就是我国亿万劳动

人民的杰出代表ꎮ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全社会

都要向你们学习!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ꎬ 伟大的精神

来自于伟大的人民ꎮ 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ꎬ 大力宣传劳动模范

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ꎬ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

立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的理念ꎬ
让劳动光荣、 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ꎬ
让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

动最美丽蔚然成风ꎮ 要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

动、 热爱创造ꎬ 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 收

获果实ꎬ 也通过劳动和创造磨炼意志、 提高

自己ꎮ
我们的根扎在劳动人民之中ꎮ 在我们社会

主义国家ꎬ 一切劳动ꎬ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

力劳动ꎬ 都值得尊重和鼓励ꎻ 一切创造ꎬ 无论

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ꎬ 也都值得尊重和鼓

励ꎮ 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

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ꎬ 全社会都要以

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ꎬ 任何时候任

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ꎬ 都不能贪图不

劳而获的生活ꎮ
荣誉是继续前行的动力ꎮ 广大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要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ꎬ 爱岗敬

业、 争创一流ꎬ 用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 模范

行动引导和鼓舞全体人民ꎬ 再立新功、 再创佳

绩ꎮ 各级党委、 政府和工会组织要做好劳模管

理服务工作ꎬ 为他们干事创业创造环境和条

件ꎬ 更好发挥劳模的榜样、 示范、 引领作用ꎮ
———在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ꎬ 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ꎮ 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ꎬ 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

基本依靠ꎮ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必须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

造性ꎮ
我们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ꎬ 切实保障

和不断发展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权

利ꎮ 要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ꎬ 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

位ꎬ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

化、 程序化ꎬ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ꎬ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ꎬ 促进人民

依法、 有序、 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ꎮ 要推进基层民主建

设ꎬ 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

单位民主管理制度ꎬ 更加有效地落实职工群众

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ꎮ 要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ꎬ 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ꎬ 把蕴藏

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

焕发出来ꎬ 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和

力量凝聚到推动各项事业上来ꎮ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增强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ꎬ 立足本职、 胸怀全局ꎬ 自觉

把人生理想、 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 民族复

兴的伟业之中ꎬ 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

一起ꎬ 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

己的自觉行动ꎮ
———在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要始终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ꎮ 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ꎬ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ꎮ 全心全意为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ꎬ 是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ꎬ 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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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ꎬ 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

力军作用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ꎮ
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ꎬ 国家发

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ꎮ 我们一

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新形势ꎬ 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法律、
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ꎬ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ꎬ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ꎬ 特别是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广大

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ꎮ
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ꎬ 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ꎬ 改善就业环境ꎬ 提高就业质量ꎬ
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ꎮ
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

制ꎬ 抓住劳动就业、 技能培训、 收入分配、 社

会保障、 安全卫生等问题ꎬ 关注一线职工、 农

民工、 困难职工等群体ꎬ 完善制度ꎬ 排除阻碍

劳动者参与发展、 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ꎬ 努力

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全面发展ꎮ 要面对

面、 心贴心、 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ꎬ 把人民群

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ꎬ 雪中送炭ꎬ 纾难解困ꎬ
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ꎮ
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ꎮ 要最

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

素ꎬ 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ꎬ 促进社会和

谐ꎮ 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ꎬ 健全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ꎬ 及时正确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ꎮ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发扬识大体、
顾大局的光荣传统ꎬ 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发展

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ꎬ 正确处理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ꎬ 树立法治观念ꎬ
增强法律意识ꎬ 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ꎮ

———在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

提高劳动者素质ꎬ 培养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

军ꎮ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至

关重要ꎮ 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ꎬ 创造

能力就越大ꎮ 提高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民

族文明素质ꎬ 是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ꎮ 面对日

趋激烈的国际竞争ꎬ 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

机、 赢得主动ꎬ 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

广大劳动者素质ꎮ 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ꎬ
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 技术型、 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ꎮ
我们一定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

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把提高职工队

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ꎬ 帮助

职工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增长新本领ꎬ
拓展广大职工和劳动者成长成才空间ꎬ 引导广

大职工和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理念ꎬ 不断提高

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ꎮ 要深入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ꎬ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开展以职业道德为重点的 “四德” 教育ꎬ 深化

“中国梦劳动美” 教育实践活动ꎬ 不断引导

广大群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方法ꎬ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ꎬ 打造健康文

明、 昂扬向上的职工文化ꎬ 丰富职工精神文化

生活ꎬ 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ꎮ
三百六十行ꎬ 行行出状元ꎮ 任何一名劳动

者ꎬ 要想在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的洪流中勇立

潮头ꎬ 在不进则退、 不强则弱的竞争中赢得优

势ꎬ 在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的人生中有所作

为ꎬ 就要孜孜不倦学习、 勤勉奋发干事ꎮ 一切

劳动者ꎬ 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ꎬ 练就一身真本

领ꎬ 掌握一手好技术ꎬ 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

才ꎬ 就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ꎬ 在劳动

中体现价值、 展现风采、 感受快乐ꎮ
同志们!
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

级基础ꎮ 我国工人阶级从来都具有走在前列、
勇挑重担的光荣传统ꎬ 我国工人运动从来都同

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在当代中国ꎬ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ꎮ 那

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ꎬ 那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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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ꎬ 那种以为

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

点ꎬ 都是错误的、 有害的ꎮ 不论时代怎样变

迁ꎬ 不论社会怎样变化ꎬ 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

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 不能淡化ꎬ
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 不容

忽视ꎮ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ꎬ 要解决认识问

题ꎬ 更要解决实践问题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贯彻到经

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

的建设各方面ꎬ 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政策、 推

进工作全过程ꎬ 体现到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ꎮ
要不断营造环境、 搭建平台、 畅通渠道、 创新

方式ꎬ 为广大职工成长成才、 就业创业、 报效

国家、 服务社会创造更多机会ꎬ 为广大职工参

与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 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打开更广阔的通道ꎮ
同志们!
今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９０ 周年ꎮ ９０

年来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ꎬ 中华全国总工会

及其各工会组织为我国革命、 建设、 改革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在此ꎬ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

院ꎬ 向为党的工运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代

工会工作者ꎬ 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

干部ꎬ 向广大职工和工会积极分子ꎬ 表示热烈

的祝贺!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ꎬ 工

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 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 基础性工

作ꎮ 新形势下ꎬ 工会工作只能加强ꎬ 不能削

弱ꎻ 只能改进提高ꎬ 不能停滞不前ꎮ 希望各级

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ꎬ 坚守工会工作的主战

场ꎬ 狠抓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ꎬ 模范履行工会

组织的政治责任ꎬ 更好发挥工会组织作用ꎮ 要

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ꎬ 牢牢把握

正确政治方向ꎬ 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

主题ꎬ 带领亿万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ꎮ 要

坚决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ꎬ 把竭

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ꎬ 帮助职工群众通过正常途径依法表

达利益诉求ꎬ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劳动

群众心坎上ꎬ 不断赢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支

持ꎮ 要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

和根本工作路线ꎬ 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广大普通

职工身上ꎬ 着力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维权能

力ꎬ 改进工作作风ꎬ 破除衙门作风ꎬ 坚决克服

机关化、 脱离职工群众现象ꎬ 让职工群众真正

感受到工会是 “职工之家”ꎬ 工会干部是最可

信赖的 “娘家人”ꎮ 要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

推进工会工作ꎬ 创新组织体制、 运行机制、 活

动方式、 工作方法ꎬ 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

阶ꎮ 要发挥民间外交优势ꎬ 增进我国工人阶级

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友谊ꎬ 发展同各国工会组

织、 国际和区域工会组织的关系ꎬ 为维护世界

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工会的领导ꎬ 注

重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ꎬ 健全组织制度ꎬ 完善

工作机制ꎬ 加大对工会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ꎬ
及时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ꎬ 热情关

心、 严格要求、 重视培养工会干部ꎬ 为工会工

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ꎮ
同志们!
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ꎬ 庄严的使命激励

着我们ꎮ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ꎬ 勤奋劳动、 扎实工

作ꎬ 锐意进取、 勇于创造ꎬ 在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创新的业绩ꎬ 以

劳动托起中国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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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强调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ꎬ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六一” 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ꎬ 中国少年

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ꎮ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

切会见全体代表ꎮ 他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从

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 从小学习创造ꎬ
强调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ꎬ 在这个

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ꎬ 培养好思

想、 好品行、 好习惯ꎬ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ꎬ
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ꎬ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ꎬ
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ꎮ

习近平表示ꎬ 今天是全国各族少年儿童的

好日子ꎬ 是 “六一” 国际儿童节ꎬ 也是第七次

全国少代会开幕的日子ꎮ 他代表党中央ꎬ 向全

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ꎬ 向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ꎬ 向全国各族少先队员、 少先

队辅导员、 少先队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ꎮ
习近平强调ꎬ 人们想起童年都是美好的、

最难忘的ꎬ 童年也是人的一生中经常会回忆的

时光ꎮ 我看到你们ꎬ 就想到了我们民族的未

来ꎮ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ꎬ 将来要在你们手中实现ꎬ 你们是未

来的主力军、 生力军ꎮ 希望全国各族少年儿童

都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ꎮ
习近平强调ꎬ 要从小学习做人ꎮ 世界上最

难的事情ꎬ 就是怎样做人、 怎样做一个好人ꎮ
要做一个好人ꎬ 就要有品德、 有知识、 有责

任ꎬ 要坚持品德为先ꎮ 你们现在都是小树苗ꎬ
品德的养成需要丰富的营养、 肥沃的土壤ꎬ 这

样才能茁壮成长ꎮ 现在把自己的品德培育得越

好ꎬ 将来人就能做得越好ꎮ 要学会做人的准

则ꎬ 就要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ꎬ 学习

和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ꎬ 热爱生活ꎬ 懂得感

恩ꎬ 与人为善ꎬ 明礼诚信ꎬ 争当学习和实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小模范ꎮ
习近平指出ꎬ 要从小学习立志ꎮ 志向是

人生的航标ꎮ 一个人要做出一番成就ꎬ 就要

有自己的志向ꎮ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ꎬ 但

人生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

一起ꎬ 这是人们各种具体志向的底盘ꎬ 也是

人生的脊梁ꎮ 你们要注意培养追求真理、 报

效祖国的志向ꎬ 爱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ꎬ 时刻把祖国和人民放

在心中ꎬ 从小听党的话、 跟着党走ꎬ 努力做

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ꎬ 做祖国和人民事

业发展的接班人ꎮ
习近平强调ꎬ 要从小学习创造ꎮ 幸福不是

毛毛雨ꎬ 幸福不是免费午餐ꎬ 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ꎮ 人世间的一切成就、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

和创造ꎮ 时代总是不断发展的ꎬ 等你们长大

了ꎬ 生活将发生巨大变化ꎬ 科技也会取得巨大

进步ꎬ 需要你们用新理念、 新知识、 新本领去

适应和创造新生活ꎬ 这样一个民族、 人类进步

才能生生不息ꎮ 从现在起ꎬ 你们就要争当勤奋

学习、 自觉劳动、 勇于创造的小标兵ꎮ
习近平指出ꎬ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

任务ꎬ 事关长远ꎮ 长期以来ꎬ 一代又一代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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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辅导员、 少年儿童工作者为国家和民族未

来、 为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ꎬ 作出了重要贡

献ꎬ 党和人民感谢你们ꎮ 希望少先队组织牢记

使命ꎬ 教育引导亿万少年儿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ꎮ 各级党委和政

府、 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 创造未来的

工作ꎬ 关心爱护少年儿童ꎬ 重视支持少先队工

作ꎬ 为少年儿童办实事ꎬ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

好ꎮ 每一位家长、 每一个成年人都要为孩子们

做出榜样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人民日报» )

４１



文献讲话

在颁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

习近平

同志们ꎬ 朋友们: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ꎬ 为抗战

老战士、 老同志、 抗战将领ꎬ 为帮助和支持中

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 “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纪念章ꎬ 目的是表

达对抗战英雄的崇敬ꎬ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ꎮ
首先ꎬ 我代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

委ꎬ 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

士ꎬ 表示崇高的敬仰! 向抗战老战士、 老同

志、 抗战将领ꎬ 向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

友人ꎬ 致以崇高的敬意!
天下艰难际ꎬ 时势造英雄ꎮ 在 １４ 年反抗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 ８ 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

月中ꎬ 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ꎬ 凝

聚起抵御外侮、 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ꎬ 谱写了

感天动地、 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ꎬ 涌现出杨靖

宇、 赵尚志、 左权、 彭雪枫、 佟麟阁、 赵登

禹、 张自忠、 戴安澜等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军

“狼牙山五壮士”、 新四军 “刘老庄连”、 东北

抗联八位女战士及国民党军 “八百壮士” 等众

多英雄群体ꎮ 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ꎬ
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ꎬ 所有投身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ꎬ 都是抗战英雄ꎬ 都是

民族英雄ꎮ 在座很多人都是抗战的亲历者、 见

证者ꎬ 经历了战火洗礼ꎬ 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

人类和平事业ꎮ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ꎬ 苏

联、 美国、 英国、 朝鲜、 加拿大、 印度等国的

反法西斯战士和国际友人ꎬ 同中国人民并肩作

战ꎬ 在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

谊ꎮ 今天在座受奖的 １０ 位外籍老战士、 老朋友

就是他们中的英雄代表ꎮ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

你们ꎬ 记住世界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

的牺牲和贡献!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ꎬ 千千

万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 洒热血ꎬ 为战争胜利

作出了重大贡献ꎬ 为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作出

了重大贡献ꎮ 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永远是激励中

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ꎮ
———在抗战英雄身上ꎬ 充分展现了天下兴

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ꎮ 以身许国、 精忠报

国是抗战英雄最鲜明的品质ꎮ 面对民族生死存

亡ꎬ 全体同胞以 “誓死不当亡国奴” 的民族自

尊ꎬ 挺身而出ꎬ 共赴国难ꎮ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ꎬ 海内外中华

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ꎬ 空前团结起来ꎬ 争先

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ꎬ 形成了人民战

争的汪洋大海ꎬ 谱写下惊天地、 泣鬼神的爱国

主义篇章ꎮ
———在抗战英雄身上ꎬ 充分展现了视死如

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ꎮ “时穷节乃见ꎬ 一

一垂丹青ꎮ”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其残暴ꎬ
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对待中国人民ꎬ 企图以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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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和死亡让中国人民屈服ꎮ 面对侵略者的屠

刀ꎬ 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ꎬ 人

人抱定必死之心ꎮ 成千上万的英雄们ꎬ 在侵

略者的炮火中奋勇前进ꎬ 在侵略者的屠刀下

英勇就义ꎬ 彰显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

然正气ꎮ
———在抗战英雄身上ꎬ 充分展现了不畏强

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ꎮ 毛泽东同志说过ꎬ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

概ꎬ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ꎬ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ꎮ 近代以后ꎬ 面

对强敌的一次次入侵ꎬ 中华民族没有屈服ꎬ 而

是不断集结起队伍ꎬ 前仆后继ꎬ 顽强抗争ꎬ 誓

与侵略者血战到底ꎬ 奏响了无数气壮山河的英

雄凯歌ꎮ
———在抗战英雄身上ꎬ 充分展现了百折不

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ꎮ 信念如炬ꎬ 九死未

悔ꎮ 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大

地之时起ꎬ 中国人民就开展了抗击侵略者的伟

大斗争ꎬ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ꎬ 无论战争多么残

酷ꎬ 无论牺牲多么巨大ꎬ 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

动摇光复河山的决心ꎮ 中国人民抱定了抗战到

底的信念ꎬ 坚持抗战ꎬ 持久抗战ꎬ 终于打败了

凶恶的侵略者、 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ꎬ 创造

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ꎮ
同志们、 朋友们!

正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不懈抗争

和持续奋斗ꎬ 正是因为前人们浴血奋斗和英勇

牺牲ꎬ 我们的国家才有了今天的独立自主ꎬ 我

们的民族才有了今天的发展繁荣ꎬ 我们的人民

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ꎮ
近代以来ꎬ 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

牺牲的人们ꎬ 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

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ꎬ 一切为中华民族

掌握自己命运、 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ꎬ 都

是民族英雄ꎬ 都是国家荣光ꎮ 中国人民将永远

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天地英雄气ꎬ 千秋尚凛然ꎮ” 一个有希望

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ꎬ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

没有先锋ꎮ 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

雄ꎬ 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ꎬ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

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ꎮ
今天ꎬ 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ꎬ 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ꎮ 实现我们的目标ꎬ 需要英

雄ꎬ 需要英雄精神ꎮ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

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ꎬ 崇尚英雄ꎬ
捍卫英雄ꎬ 学习英雄ꎬ 关爱英雄ꎬ 勠力同心为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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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时时铭记、 事事坚持、 处处上心ꎬ
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就践行 “三
严三实” 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ꎮ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ꎬ 党中央在部

署这次专题教育时明确提出要以上率下ꎬ 中央

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以 “三严三实” 为题ꎬ 就

是落实这一要求的行动ꎮ 中央政治局每位同志

都要以身作则ꎬ 为全党做好示范ꎮ “三严三实”
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要求ꎬ 大家要时时铭记、
事事坚持、 处处上心ꎬ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 随

时准备修正错误ꎬ 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

的ꎬ 就坚决干、 加油干、 一刻不停歇地干ꎻ 凡

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ꎬ 就坚决改、 彻底

改、 一刻不耽误地改ꎮ
习近平指出ꎬ 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

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是今年党的建设的

一个工作重点ꎮ ４ 月下旬ꎬ 我们对开展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作出部署以来ꎬ 各级党委主要

抓了集中学习、 专题党课、 专题研讨、 查摆整

改 ４ 方面的工作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所在单

位、 所在地方、 所分管领域讲了党课ꎬ 省部级

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县委书记也讲了党课ꎬ 讲清

楚了不严不实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ꎬ 也讲清

楚了落实 “三严三实” 要求的具体举措ꎮ 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围绕加强党性修养、 坚定理想

信念、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实实在

在谋事创业做人开展研讨ꎬ 聚焦不严不实问

题ꎬ 认真查、 仔细找ꎬ 立行立改ꎮ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针对性强ꎬ 是思想、 作风、 党性上的

又一次集中 “补钙” 和 “加油”ꎬ 使全面从严

治党的氛围更浓厚了、 领导干部的标杆作用更

明显了ꎮ
习近平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后ꎬ 我们在全

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ꎬ 紧接着我们又开展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ꎮ 我们党是执政党ꎬ 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 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

的命运ꎬ 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 人民的命

运、 民族的命运ꎮ 历史使命越光荣ꎬ 奋斗目标

越宏伟ꎬ 执政环境越复杂ꎬ 我们就越要从严治

党ꎬ 使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 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ꎮ 我们要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必须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ꎮ

习近平强调ꎬ 践行 “三严三实”ꎬ 要立根

固本ꎬ 挺起精神脊梁ꎻ 要落细落小ꎬ 注重细节

小事ꎻ 要修枝剪叶ꎬ 自觉改造提高ꎻ 要从谏如

流ꎬ 自觉接受监督ꎮ 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ꎬ 就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ꎬ 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信念ꎬ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ꎮ 立根固本ꎬ 就

是要坚定这份信仰、 坚定这份信念、 坚定这份

忠诚ꎬ 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ꎬ 才会有

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ꎮ 修身、 用权、 律己ꎬ
谋事、 创业、 做人ꎬ 贯穿领导干部工作生活方

方面面ꎬ 严和实是一件一件事情、 一点一点修

为积累起来的ꎬ 必须落细落小ꎬ 多积尺寸之

功ꎬ 经常防微杜渐ꎮ 每个同志都有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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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己的职责ꎬ 打扫思想灰尘、 祛除不良习

气、 纠正错误言行永无止境ꎬ 永远都是进行

时ꎮ 领导干部践行 “三严三实”ꎬ 靠自身努力ꎬ
也靠党和人民监督ꎮ 我们党有严密的组织性和

纪律性ꎬ 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ꎬ 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义ꎮ 要总结经

验ꎬ 健全体制机制ꎬ 使各种监督更加规范、 更

加有力、 更加有效ꎮ
习近平指出ꎬ 所有党员、 干部都要按照

“三严三实” 要求鞭策自己ꎮ 在引领社会风尚

上ꎬ 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ꎬ 全体党

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ꎮ 中国人历来崇尚气

节、 崇尚严谨、 崇尚务实ꎬ 讲良知、 守信用ꎬ
严和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ꎬ 是传

承民族品性、 倡导社会新风、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ꎮ 要根据不同人群

的特点、 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ꎬ 在全社会弘扬

严和实的精神ꎮ
习近平强调ꎬ 下一步ꎬ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要从多方面继续努力ꎮ 党委 (党组) 要强

化主体责任ꎬ 党委 (党组) 书记要敢抓敢管ꎬ
在以身作则上见表现ꎬ 在遵规守矩上见行动ꎬ
在整改落实上见实效ꎮ 要坚持以正反典型为镜

子ꎬ 实行组织力量、 班子力量、 个人力量、 群

众力量相结合ꎬ 在查找和解决不严不实突出问

题上下功夫ꎮ 要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

活会ꎬ 联系班子和个人实际深入查摆问题ꎬ 严

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ꎮ 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立规执纪ꎬ 推动领导干部践行 “三严三实”
制度化、 常态化、 长效化ꎮ 要把专题教育同推

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ꎬ 努力营造

积极向上、 干事创业、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ꎬ 激励领导干部积极应对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ꎬ 积极应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ꎬ 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隐患ꎬ 扎扎实实把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落到实处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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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ꎬ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
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１０ 月 １３ 日下

午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批示ꎬ 向受表

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ꎮ
习近平指出ꎬ 隆重表彰全国道德模范ꎬ

对展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ꎬ
彰显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ꎬ 凝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他强调ꎬ 道德模范是道德实践的榜样ꎮ 要深

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ꎬ 创新形式、 注重实效ꎬ

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

动实践ꎬ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

思想道德建设ꎬ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ꎬ 弘扬时

代新风ꎬ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ꎬ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ꎬ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

神动力和道德滋养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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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ꎬ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就中华民

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

九次集体学习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

学习时强调ꎬ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ꎮ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是当代中国爱

国主义的鲜明主题ꎮ 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

精神ꎬ 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

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ꎮ
习近平指出ꎬ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ꎮ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

中ꎬ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ꎬ 维系着华夏大地

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ꎬ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ꎮ ５０００ 多年

来ꎬ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

的风险和考验ꎬ 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ꎬ 生生不

息ꎬ 薪火相传ꎬ 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

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ꎮ
习近平强调ꎬ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

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ꎬ 始终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ꎮ ９０ 多年来ꎬ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 建

设、 改革实践ꎬ 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ꎬ 写下

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ꎮ
习近平指出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把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ꎮ 要把爱国主义教

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ꎮ 要深

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ꎬ 不

断丰富教育内容、 创新教育载体、 增强教育效

果ꎮ 要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 重

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

华民族传统节庆、 国家公祭仪式等来增强人民

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意识ꎬ 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

体ꎬ 以理服人、 以文化人、 以情感人ꎬ 生动传

播爱国主义精神ꎬ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ꎬ 让爱

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

靠ꎮ 要结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 持久、 生动的爱国

主义宣传教育ꎬ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大青少年

心中牢牢扎根ꎬ 让广大青少年培养爱国之情、
砥砺强国之志、 实践报国之行ꎬ 让爱国主义精

神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ꎮ
习近平强调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坚

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ꎮ 我国爱国主义

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 人民幸福而发展ꎬ
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祖国的命运和

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ꎮ 只

有坚持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相统一ꎬ 爱国

主义才是鲜活的、 真实的ꎬ 这是当代中国爱国

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ꎮ 今天我们讲爱国主

义ꎬ 这个道理要经常讲、 反复讲ꎮ
习近平指出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ꎮ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

族团结作为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ꎮ 要教育引导

全国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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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ꎬ 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局面ꎬ
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ꎬ 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ꎬ 旗帜鲜明反

对分裂国家图谋、 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ꎬ 筑牢

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ꎮ
习近平强调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尊

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ꎮ 对祖国悠久历

史、 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ꎬ 是人们爱国主义

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ꎮ 要努力从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和智慧ꎬ 延续文化基因ꎬ 萃取思想精华ꎬ 展

现精神魅力ꎮ 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ꎬ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

起来ꎬ 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

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ꎬ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 认同感、 尊严感、 荣誉感ꎮ
习近平指出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必须坚

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ꎮ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

命运紧密相关ꎮ 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

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ꎬ 尊重各国的历史特

点、 文化传统ꎬ 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ꎬ 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 汲取营养ꎬ
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ꎮ 我们要积极倡导求同

存异、 交流互鉴ꎬ 促进不同国度、 不同文明相

互借鉴、 共同进步ꎬ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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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李克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以下简称 «建议» )ꎬ 确定了 “十
三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目

标任务和重大举措ꎮ 这是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

宏伟蓝图ꎬ 也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文

件ꎮ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ꎬ 我们要全面把握新的目标要求ꎬ 坚持创

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

享发展ꎬ 统筹做好各项工作ꎬ 确保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ꎬ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

基础ꎮ
一、 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以来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ꎬ 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 ６３ ６ 万亿多元 (现价ꎬ 下同)ꎬ 按汇率折

算ꎬ 迈上 １０ 万亿美元的大台阶ꎬ 占世界经济份

额 １３ ３％ꎬ 一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的经济总量ꎻ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７５９４ 美元ꎬ 按

世界银行标准ꎬ 居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ꎻ 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２ ９ 万元和 １ １
万元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１３ 亿多人口的大

国来说ꎬ 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ꎮ 从这个起

点出发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时ꎬ 初步预计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可达 １７ 万亿美元左右ꎬ 经济实力

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ꎬ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

善ꎬ 发展将开始向更高水平迈进ꎮ

党的十八大指出ꎬ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ꎬ 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ꎬ 我国是世

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ꎮ 这 “三
个没有变”ꎬ 不仅现在如此ꎬ 即使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依然如此ꎮ
目前虽然从总量上看ꎬ 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已居

世界前列ꎬ 但按人均算就排到后面了ꎮ 我们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７０％、 美国的 １ / ７、 欧盟的 １ / ５ꎬ 排在全球第 ８０
位左右ꎮ 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序ꎬ 我们在

第 ９１ 位ꎮ 从综合发展水平看ꎬ 特别是在创新能

力、 劳动生产率、 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ꎬ 我国

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ꎮ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时ꎬ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大体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９０％左右ꎮ 发

展是硬道理ꎬ 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ꎮ 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ꎬ 以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ꎬ 全面深化改革ꎬ 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打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和

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双引擎”ꎬ 不断释

放改革红利和人才红利ꎬ 努力把经济潜在增长

率充分发挥出来ꎬ 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ꎮ
二、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产业迈向

中高端水平
实现到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ꎬ 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

增长速度ꎮ 初步测算ꎬ “十三五” 时期ꎬ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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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 ６ ５％以

上ꎬ 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ꎬ 才能实现翻一番

目标ꎮ 即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ꎬ
相当长时间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ꎬ 才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ꎮ 因此ꎬ 保持经济中高

速增长是我们长期的任务ꎮ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的背景下ꎬ 要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

长ꎬ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ꎬ 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 迈向中高端水平ꎮ 世界上不少发展中

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ꎬ 就是因为没有实

现转型升级ꎬ 经济长期停滞ꎬ 结果陷入 “中等

收入陷阱”ꎮ 我们提出 “双中高”ꎬ 是要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的发展ꎮ “双中高” 是两位一体、 互促共进的ꎮ
只有保持中高速增长ꎬ 才能为转方式、 调结构

留下空间ꎬ 为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好的条件ꎻ
只有迈向中高端水平ꎬ 才能既扩大需求、 又创

造供给ꎬ 培育发展新动能ꎬ 实现可持续的中高

速增长ꎮ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在超过 １０ 万

亿美元高基数之上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中ꎬ 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ꎬ 要实现 “双中高”
并不容易ꎮ 从国际看ꎬ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

力ꎬ 复苏进程艰难曲折ꎬ 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

较多ꎮ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ꎬ 外部环

境的复杂性、 多变性必然会影响到我国ꎮ 从国

内看ꎬ 我国正处在 “三期叠加” 阶段ꎬ 长期积

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ꎬ 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ꎬ 劳动力成本上升ꎬ 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

持续问题仍然突出ꎬ 推动经济从粗放增长到集

约增长的升级发展ꎬ 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

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ꎬ 是一个充满阵痛、
十分艰难的过程ꎮ 对此ꎬ 必须有清醒的认识ꎮ
同时ꎬ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ꎬ 有不少有利条件ꎮ 新一轮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孕育形成ꎬ 将给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ꎮ 我国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

化、 农业现代化在深入推进ꎬ 经济发展有很大

的潜力、 韧性和回旋余地ꎮ 近两年多ꎬ 面对世

界经济增长乏力和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

的严峻形势ꎬ 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ꎬ
统筹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

险ꎬ 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ꎬ 取得显著

成效ꎮ 经济保持 ７％左右的增长ꎬ 增速仍居于

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ꎬ 增量比过去两位数增长

时还要大ꎬ 而且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ꎬ 新的

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ꎬ 民生不断改善ꎮ 这些成

绩确实来之不易ꎬ 也增强了各方面的发展

信心ꎮ
实现 “双中高”ꎬ 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ꎬ

激发和释放发展新动能ꎮ 我国基础设施仍比较

薄弱ꎬ 产业装备亟须升级改造ꎬ 有效投资需求

有很大潜力ꎮ 同时总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ꎬ
社会资金充裕ꎬ 扩大有效投资也有条件ꎮ 要创

新投融资机制ꎬ 更多运用市场化办法ꎬ 继续加

大对中西部铁路和公路、 水利、 棚户区和危房

改造、 城市地下管网、 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薄

弱环节投资ꎬ 增加对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和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投资ꎬ 提升投资效率ꎬ 更好发

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ꎮ 目前消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已达 ６０％左右ꎬ 要着力扩大居民消

费ꎬ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ꎬ 充分发挥消费对增长

的基础作用ꎮ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

力所在ꎬ 也是最大的结构调整ꎮ 要通过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 增强城镇就业和公共服务能力等

举措ꎬ 着力解决好 “三个一亿人” 问题ꎮ 要优

化发展空间格局ꎬ 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ꎬ 逐

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ꎮ
实现 “双中高”ꎬ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ꎬ 深入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ꎬ 打造增长

新引擎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ꎮ 要把创

新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ꎮ 加快

推进农业现代化ꎬ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持

续增收ꎬ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ꎮ 加快实施 “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 “互联网＋” 行动计划ꎬ 进一步提

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ꎬ 推动先进制

造业加快发展ꎮ 近年来ꎬ 服务业较快增长ꎬ 已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半壁江山”ꎮ 要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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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ꎬ 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 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ꎮ 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既是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ꎬ 也是

大企业的强盛之道ꎮ 要依靠 “双创”ꎬ 打造众

创、 众包、 众扶、 众筹等平台ꎬ 推动大中小企

业变革生产经营方式、 提升效率ꎬ 促进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ꎮ
三、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ꎬ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主要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是否普遍提高为衡量标准ꎮ 要坚持共享发展ꎬ
在经济平稳增长基础上ꎬ 促进居民收入持续提

高ꎬ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ꎬ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ꎬ 不断增进人民

福祉ꎮ
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任务ꎮ 就业是

民生之本、 社会稳定之基ꎮ 这几年ꎬ 在经济下

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ꎬ 就业一直保持稳定ꎬ 已

很不容易ꎮ “十三五” 时期ꎬ 就业压力依然不

小ꎬ 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ꎮ 要继续实施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ꎬ 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

作用ꎬ 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ꎬ 加强职业培训ꎬ
着力解决好高校毕业生、 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其

他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ꎬ 努力实现比较充分的

就业ꎮ 教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ꎬ 要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ꎬ 使劳动年

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得到明显提高ꎬ 教育现代化

取得重要进展ꎮ 继续发展医疗卫生事业ꎬ 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ꎮ
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供给ꎬ 既是普遍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ꎬ 也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ꎮ 目前ꎬ 公共产品短缺、 公

共服务薄弱等问题依然突出ꎮ 解决这一问题ꎬ
应合理区分基本需求与非基本需求ꎬ 政府主要

是保基本、 兜底线ꎬ 非基本需求主要依靠市场

来解决ꎮ 要创新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供给机

制ꎬ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特许经营等市

场化办法ꎬ 引导社会资本及外商投资参与ꎬ 使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ꎬ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不断提高ꎬ 公平性和可及性明显增强ꎮ 按

照保基本、 建机制原则ꎬ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ꎬ
筑牢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ꎮ “十三五” 期间ꎬ
要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ꎬ 让中低收入群众

和困难群众居住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ꎮ 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

务ꎮ «建议» 要求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现行标准下的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ꎬ 贫困县全部摘帽ꎬ 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ꎮ 我们要加大扶贫攻坚力度ꎬ 实

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ꎬ 多渠道增加投入ꎬ 确

保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全国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ꎮ
推动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ꎬ 既关系效

率也关系公平ꎮ 城乡收入差距大是收入分配中

的突出问题ꎮ 近几年ꎬ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出现

了由过去低于城镇居民到持续高于城镇居民的

重大变化ꎬ 城乡收入相对差距趋于缩小ꎮ «建
议» 提出ꎬ 今后五年ꎬ 收入差距缩小ꎬ 中等收

入人口比重上升ꎮ 完成这一任务ꎬ 仅靠 “二次

分配” 是不够的ꎬ 主要得靠 “一次分配”ꎮ 很

重要的在于推进 “双创”ꎬ 让更多的人富起来ꎬ
畅通社会纵向流动渠道ꎬ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

机统一ꎬ 逐步形成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型收

入分配结构ꎮ
四、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

提高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ꎬ 既要努力满

足人民物质需求ꎬ 也要努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ꎮ 我们要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ꎬ 大

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使人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明显提高ꎮ

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与文

化密不可分ꎮ «建议» 要求ꎬ 要使中国梦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ꎮ 要大力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ꎬ 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ꎬ 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 服

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ꎮ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

动力ꎬ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ꎮ 我国过去

３０ 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也可以说是规模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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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创业创新行动的结果ꎮ 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ꎬ 必须更好发挥创新这个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作用ꎮ 要积极倡导创业创新文化、
理念和社会氛围ꎬ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ꎬ
使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ꎬ 实现人生价

值ꎬ 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新动能ꎮ
«建议» 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ꎮ 完成这一任务ꎬ 政府、 市场、
社会要共同参与ꎬ 构建起多层次、 多方式的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ꎮ 政府主要是推动文

化事业发展ꎬ 创新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模式ꎬ 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好保障ꎮ 要围绕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 要求ꎬ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ꎬ 促进

文化产业转型升级ꎬ 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ꎮ
同时ꎬ 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ꎬ 持续扩大

感召力和影响力ꎮ
五、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良好生态环境ꎬ 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内容ꎬ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ꎮ
目前我国发展面临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

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ꎮ 作为仍处在工

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ꎬ 如何在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ꎬ 从而实现双赢ꎬ
是亟须破解的难题ꎮ 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ꎬ 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起

来ꎬ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普惠的

公共产品和民生福祉ꎮ
«建议» 要求ꎬ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ꎮ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ꎬ “十二五” 规

划确定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预计可以如期实

现ꎮ 但目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仍然偏高ꎬ
节能减排潜力很大ꎮ “十三五” 期间ꎬ 我们要

多措并举ꎬ 促进能源资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ꎬ
能源和水资源消耗、 建设用地、 碳排放总量得

到有效控制ꎬ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ꎮ
同时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ꎬ 这不仅是促进

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ꎬ 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ꎮ 我们已

制定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ꎮ 要健全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ꎬ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

化格局和产业发展格局ꎮ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

禁止开发区域ꎬ 要把生态环境安全作为不可逾

越的 “红线”ꎮ 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

补偿机制ꎬ 让保护资源环境的地方不吃亏、 能

受益ꎮ “十三五” 时期ꎬ 要使主体功能布局和

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ꎮ
六、 依靠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建设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
法律体系等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之上的经济体

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

制度基本形成ꎬ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

大动力和制度保障ꎮ 但一些领域的具体制度仍

不完善ꎬ 存在着不少体制机制弊端ꎮ 改革开放既

是推动发展的根本保障ꎬ 也是推动制度建设的

重要动力ꎮ 我们要按照 «建议» 要求ꎬ 全面深

化改革、 进一步扩大开放ꎬ 革除体制机制弊端ꎬ
到 ２０２０ 年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

得重大进展ꎬ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ꎬ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ꎮ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ꎬ 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ꎬ 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ꎬ 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转变政府职能ꎬ 推进

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ꎮ 近年

来ꎬ 这项改革取得重要进展ꎮ 减少行政审批

１ / ３的目标提前完成ꎬ 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部取

消ꎮ 特别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ꎬ 使新增市场主

体呈井喷式增长ꎮ 下一步ꎬ 要继续推进 “放管

服” 改革ꎬ 健全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ꎬ 又能保障公平竞争ꎬ 也能提供优质公共服

务的体制机制ꎮ 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ꎬ 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ꎬ 培育国际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ꎮ 创新外贸发展机制、 推动

“大进大出” 向 “优进优出” 转变ꎬ 创新外商

投资管理体制、 推动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ꎬ 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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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ꎬ
创新内陆开放机制、 推动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开

放新格局ꎮ
同时ꎬ 要协调推进政治、 文化、 社会、 生

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具体制度建设ꎮ 人

民民主更加健全ꎬ 民主制度更加完善ꎬ 民主形

式更加丰富ꎮ 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ꎮ 人权得到

切实保障ꎬ 产权受到有效保护ꎬ 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ꎮ 中国

特色现代军事组织体系更加完善ꎬ 支撑国家安

全发展能力增强ꎮ 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

提高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已经明

确ꎬ 关键要积极作为、 真抓实干ꎮ 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ꎬ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贡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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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并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１ 月 ５ 日在北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出席并讲话ꎬ 强调要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

要求ꎬ 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ꎬ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ꎮ
刘云山指出ꎬ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ꎬ 最根本

的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ꎮ 要持

续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在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功夫ꎬ 在入脑

入心上下功夫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

行ꎮ 学而信ꎬ 就要坚定理想信念ꎬ 筑牢精神支

柱ꎻ 学而用ꎬ 就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用讲话精神

指导解决实际问题ꎻ 学而行ꎬ 就要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形成推动事业发展、 实现中国梦的

强大力量ꎮ
刘云山强调ꎬ 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大局ꎬ 要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部署ꎬ 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ꎬ 加强宣传阐释、 营造良好氛围ꎬ 推动

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ꎮ 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注重典型引领、 注重以文化

人、 注重制度规范ꎬ 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思想道德基础ꎮ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ꎬ 推动作家艺术家更好扎根人民、 扎根

生活ꎬ 创作更多充满真情、 打动人心的文艺作

品ꎬ 尤其要提高作品质量、 讲求社会效益ꎬ 防

止唯票房、 唯收视率、 唯点击量ꎮ 要着眼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主动精彩讲好中国故事ꎬ 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推动文化走出去提质增

效ꎬ 努力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ꎮ
刘云山强调ꎬ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ꎬ 要坚持

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态ꎬ 切实掌握工作的领

导权和主动权ꎮ 各级党委要对意识形态工作负

总责ꎬ 履行好把握正确方向、 部署指导工作、
加强督促检查、 抓好队伍建设等责任ꎻ 党委书

记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ꎬ 带头履职尽

责ꎻ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ꎬ 把应

尽的责任细化、 实化、 具体化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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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主持召开中央文明委
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 月 ７ 日上

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ꎬ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ꎬ
研究部署今年工作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会

议ꎬ 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紧贴中

心任务、 弘扬改革精神ꎬ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各项工作ꎬ 着力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
树立新风尚ꎬ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提供有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刘云山指出ꎬ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ꎬ 根本

的是巩固思想道德基础、 激发团结奋进力量、
弘扬社会新风正气ꎮ 要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ꎬ
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ꎮ 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针对改革

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ꎬ 做好思想引导工作ꎬ
更好地坚定信心、 鼓舞士气ꎮ 要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广泛开展面向群众的宣

传教育和富有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发挥好

党员干部、 道德模范、 公众人物的引领作用ꎬ
推动人们更好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要切实加强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ꎬ 发挥学校主阵地和主

渠道作用ꎬ 统筹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

教育ꎬ 引导青少年崇德向善、 知行合一ꎮ 要

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文明

家庭创建ꎬ 突出价值引领、 强化道德内涵ꎬ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和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要

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设ꎬ 推出更多面向基层

和农村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ꎬ 抓好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ꎬ 改善文化民生ꎮ
刘云山指出ꎬ 精神文明建设是人民群众的

事业ꎬ 必须坚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造福人

民ꎮ 要树立群众观点、 贯彻群众路线ꎬ 顺应群

众意愿开展工作ꎬ 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

事实事ꎬ 防止形式主义、 不做表面文章ꎮ 要强

化问题导向、 树立法治思维ꎬ 聚焦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深入开展诚信缺失、 环境

污染、 旅游不文明、 网络有害信息等专项治

理ꎮ 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工作落实ꎬ 对认准的

事情和确定的任务ꎬ 要狠狠地抓ꎬ 一天不放松

地抓ꎬ 保持抓铁有痕的力度和一抓到底的韧

劲ꎮ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贯通起

来ꎬ 与行业管理、 社会治理结合起来ꎬ 把两手

抓、 两手都要硬的要求落到实处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８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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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锲而不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刘云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ꎬ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ꎬ 各项工

作取得新的进展ꎮ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精心组织学习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ꎬ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坚定

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ꎻ 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 “讲文明

树新风”、 “我们的节日” 和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

动ꎬ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形成热潮ꎬ 主流价值导

向更加鲜明ꎻ 广泛开展向道德模范学习活动ꎬ 大

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ꎬ 形成了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ꎻ 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ꎬ
完善测评体系和评选办法ꎬ 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的专项治理ꎬ 创建工作贴近实际、 更接地气ꎻ
着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制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措施办法ꎬ
组织文艺界广泛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活

动ꎬ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ꎬ 文化民生得到进一

步改善ꎮ 实践表明ꎬ 精神文明建设关乎全局、 作

用重要、 大有可为ꎮ 只要我们有深刻的认识、 高

度的重视ꎬ 只要我们有为全局服务好、 为群众谋

福祉的态度ꎬ 只要我们有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的

勇气ꎬ 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够稳中有进、 步步

登高ꎬ 实现新的发展、 开创新的局面ꎮ
一、 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统一思想和行动
高度重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以务实举措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ꎬ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ꎮ 总书记在

接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

等许多重要场合ꎬ 对精神文明建设发表重要讲

话、 作出重要论述ꎬ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新要求ꎮ 一是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ꎬ 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ꎬ 精神财富也要极

大丰富ꎬ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搞好ꎬ 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ꎬ 全国

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ꎬ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ꎮ 二是强调

人民有信仰ꎬ 民族才有希望ꎬ 国家才有力量ꎮ
无论什么时候ꎬ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不能变ꎬ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能

忘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不能丢ꎻ 要

补精神之 “钙”ꎬ 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ꎬ 不断

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 理论认

同、 情感认同ꎮ 三是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是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 要在

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ꎬ 成为我们

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ꎬ 成为百姓日用

而不觉的行为准则ꎮ 四是强调加强全社会的思

想道德建设ꎬ 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ꎬ 激发

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 道德情感ꎬ 培育正

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ꎬ 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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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ꎬ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

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ꎮ 五是强调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 “根” 和

“魂”ꎬ 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兴盛ꎬ 要大力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ꎬ 推动文艺繁荣发

展ꎬ 更好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ꎬ 更好地弘扬中

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ꎮ 六是强调精神文明创

建要吸引群众广泛参与ꎬ 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

幸福、 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

中ꎬ 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风尚ꎮ 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ꎬ 站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ꎬ 深

刻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作用ꎬ 深刻揭示

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ꎬ 丰富和发展了我

们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ꎬ 是指导我们做

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ꎮ
做好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重要的

就是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统一思想和行

动ꎮ 要以更宽的视野来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

认识ꎬ 深刻把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辩证关

系ꎬ 深刻把握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特点趋

势ꎬ 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对精神文明建设提

出的新要求ꎬ 不断增强 “两手抓、 两手都要

硬” 的思想自觉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ꎮ 要以更高的追求来引

领精神文明建设实践ꎬ 着眼于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ꎬ 着眼于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ꎬ 着力弘扬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 树立新风

尚ꎬ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ꎮ 要以

更有力的举措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抓住

机遇、 迎难而上ꎬ 积极主动作为ꎬ 狠抓任务落

实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的发展ꎮ
二、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出发ꎬ 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布局ꎮ 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就要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来展开ꎬ
找准服务大局的着力点ꎮ

第一ꎬ 围绕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着力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现在ꎬ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处于决定性阶段ꎬ 全面深化改革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ꎬ 全面依法治国正在大力推

进ꎬ 全面从严治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

题ꎮ 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树

立新观念、 把握新机遇、 展现新作为ꎬ 推动经

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迈进中高端水平ꎻ 如何进

一步汇聚改革力量、 破解改革难题ꎬ 推动各项

改革任务的落实ꎻ 如何引导全社会自觉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ꎬ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ꎻ 如

何巩固管党治党成果、 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

力ꎬ 更好地用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ꎬ 这些都

需要发挥好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 鼓舞人、 激

励人的重要作用ꎮ 这就要求加强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宣传阐释ꎬ 加强形势政策教育ꎬ 加

强热点难点引导ꎬ 切实做好统一思想、 凝聚共

识、 坚定信心的工作ꎬ 为推动中央部署贯彻实

施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第二ꎬ 顺应 “四个全面” 实践进程ꎬ 着力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经过改革

开放 ３０ 多年快速发展ꎬ 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

升ꎮ 伴随物质生活显著改善ꎬ 人们更加企盼精

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ꎬ 更加向往讲道德、 尊道

德、 守道德的生活ꎬ 更加期待社会风气改善和

文明程度提高ꎮ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相比ꎬ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还存在不小差

距ꎬ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 价值扭曲

等问题亟待解决ꎮ 这就需要大力推进思想道德

建设和文化建设ꎬ 在解决好 “富口袋” 的同时

解决好 “富脑袋” 的问题ꎬ 使人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更加充盈起来ꎮ
第三ꎬ 把握 “四个全面” 内在要求ꎬ 着力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改进创新ꎮ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与时俱

进ꎬ 蕴含着科学统筹的思想方法ꎬ 贯穿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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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时代精神ꎬ 彰显着法治引领的实践指

向ꎮ 推进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ꎬ 就要增强

系统思维ꎬ 既把握好与大局的关系ꎬ 又抓好自

身的统筹ꎬ 统筹好精神文明建设各个领域ꎬ 统

筹好各种资源力量ꎬ 进一步巩固优势、 补齐短

板ꎬ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协调推进ꎻ 就要弘扬改革精神ꎬ 强化问题导

向ꎬ 认真研究解决全球化、 信息化背景下制约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各种难题ꎬ 推进理念思路

和方法手段的创新ꎬ 深化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

的改革ꎬ 更好地跟上时代和实践的发展ꎻ 就要

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ꎬ 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

求ꎬ 把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体现到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实践中ꎮ
三、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ꎬ

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始终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根本任务ꎮ 要把培育核心价值观作为事

关长远的大事抓紧抓好ꎬ 在融入贯穿结合上下

更大功夫ꎬ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见更多成效ꎮ
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贵在持之以恒ꎬ 重

在知行合一ꎬ 成在综合施策ꎮ 要确立长远规

划、 长远措施ꎬ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目

标ꎬ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举措ꎬ 扎扎实

实、 步步为营ꎬ 不能忽冷忽热、 抓抓停停ꎮ 要

继续加强宣传阐释ꎬ 充分运用媒体宣传、 公益

广告、 文艺节目、 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ꎬ 唱响

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ꎬ 使之家喻户晓、 深入人

心ꎻ 同时从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出发ꎬ 多设计一

些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 多组织一些富

有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让人们亲身体验感

悟、 积极付诸行动ꎮ 要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鲜

明导向和刚性约束作用ꎬ 把核心价值观要求体

现到各项经济社会政策中ꎬ 体现到各类制度法

规和行为准则中ꎬ 鼓励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

为ꎬ 约束违背核心价值观的现象ꎮ
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还应当切实发挥重

点人群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党员干部是先进分

子ꎬ 理所应当在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方面走

在前列ꎮ 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坚定理想信

念ꎬ 带头遵守公序良俗ꎬ 带头保持良好道德情

操ꎬ 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ꎬ 要求别人

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ꎮ 文化界、 体育界、 教育

界、 科技界人士以及企业家等公众人物ꎬ 知名

度高、 影响也大ꎬ 广大群众对公众人物发挥正

向效应有着很高的期盼ꎮ 要加强引导和管理ꎬ
发挥好行业协会自律作用ꎬ 健全行业准入和退

出机制ꎬ 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ꎬ 推动公众

人物注重自身形象、 提升道德修养ꎬ 为社会带

来更多正能量ꎮ
青少年处在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阶段ꎬ 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抓好

了ꎬ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会充满希望ꎮ 要坚持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ꎬ 以学校思想教育为重

点ꎬ 加强中小学德育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ꎬ 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ꎬ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ꎮ 要加强学校

思想阵地建设ꎬ 落实管理责任ꎬ 深化管理措

施ꎬ 使课堂教学、 讲座论坛、 校刊校网都成为

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ꎮ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ꎬ 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ꎬ 在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一定

要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

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

年人老有所养ꎬ 让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ꎬ
在亲情中升华ꎮ 家庭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ꎬ 也

是社会建设、 国家建设ꎬ 要引导人们树立家国

情怀ꎬ 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ꎬ 使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

要基点ꎮ
四、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纵深

发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人民群众自己动

手、 改造社会、 创造美好生活的创举ꎮ 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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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形势发展的新要求ꎬ 深化内涵、 拓展领

域、 提升成效ꎬ 使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成为助

推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ꎮ
精神文明建设ꎬ 说到底是为了提升人的文

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各地区各部门在创建

活动中ꎬ 对硬环境建设普遍抓得很紧ꎬ 成效也

很明显ꎬ 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忽视软环境建设、
忽视人的文明素养提升的问题ꎮ 推进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ꎬ 要强化思想、 道德、 文化等方面的

建设ꎬ 强化移风易俗、 敦风化俗的工作ꎬ 强化

法治精神、 人文素养的培育ꎮ 要发挥好文明创

建测评体系的作用ꎬ 加大软环境考核权重ꎬ 细

化软环境考核指标ꎬ 真正使软环境硬起来ꎮ
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ꎬ 是精神文明创

建的根本原则ꎬ 也是吸引群众参与、 得到群众

认可的关键所在ꎮ 要围绕改善民生ꎬ 充分利用

文明社区、 文明单位、 文明窗口等创建载体ꎬ
利用 “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等渠道ꎬ 广泛开

展便民助民、 乐民化民的活动ꎮ 要坚持立破结

合ꎬ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针对

诚信缺失现象ꎬ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积极

培育诚信文化ꎬ 持续打击失信行为ꎬ 营造重信

践诺的社会环境ꎻ 针对网络信息传播乱象ꎬ 大

力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 文明用网ꎬ 深入

开展网络有害信息专项整治ꎬ 深入推进净网行

动ꎬ 使网络空间进一步清朗起来ꎻ 针对旅游不

文明行为ꎬ 加强文明旅游宣传教育ꎬ 加强导游

领队培训ꎬ 加大旅游法的执法力度ꎬ 引导人们

健康文明出游、 争做文明使者ꎮ
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还要加强分类指

导ꎬ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ꎮ 文明城市创建

要提升创建质量、 实行动态管理ꎬ 已评上文明

城市的要不断巩固提高ꎬ 防止 “牌子到手、 创

建到头”ꎻ 正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注重创建过

程ꎬ 严格评选标准ꎮ 文明行业创建要用好行风

建设的成功经验ꎬ 突出健全行业规章、 树立行

业新风、 提供优质服务等内容ꎬ 开展具有行业

特色、 职业特点、 工作特性的创建活动ꎮ 要把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ꎬ 以民

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深化文明家庭、 文

明农户、 文明村镇、 文明集市等创建活动ꎬ 努

力建设美丽乡村、 扮靓美丽中国ꎮ 要大力实施

传统古村落保护工程ꎬ 传承历史、 珍视遗产ꎬ
让人们记得住乡愁ꎬ 守护好文化的根脉ꎮ

五、 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雷锋是实践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道德

的楷模ꎬ 始终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鲜艳

旗帜ꎮ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社会深

入学习雷锋、 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指示ꎬ 广泛

深入地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使之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ꎮ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核心是把握精神实

质ꎬ 提升思想境界ꎮ 要大力学习和弘扬雷锋精

神ꎬ 用雷锋那种信念的力量、 大爱的情怀、 忘

我的精神、 进取的锐气ꎬ 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

美好愿望ꎮ 平凡之中见伟大ꎬ 细微之处显崇

高ꎮ 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ꎬ 要从身边做起、 从

小事做起ꎬ 常为义善之举、 常做有益之事ꎬ 使

学雷锋活动更加具体化、 生活化ꎬ 使雷锋精神

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要注重发挥先进典

型引领作用ꎮ 要大力宣传学雷锋先进典型ꎬ 宣

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ꎬ 引导人们深

学、 细照、 笃行ꎬ 更好地崇德向善、 见贤思

齐ꎮ 评选表彰道德模范的过程是让人受教育、
受感染的过程ꎬ 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过程ꎮ 要坚持面向城乡基层ꎬ 广泛发动

群众ꎬ 公平公正评选ꎬ 把社会影响大、 群众认

可度高的道德模范评选出来ꎬ 把更多生动感人

的百姓故事展示出来ꎬ 唱响道德建设正气歌ꎮ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关键要做到常态化

制度化ꎮ 志愿服务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

践ꎬ 是学雷锋活动的有效形式ꎮ 要大力弘扬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培育有中

国特色的志愿文化ꎮ 要深入开展 “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 主题活动ꎬ 深入实施帮

扶 “空巢老人”、 残疾人等项目ꎬ 深入做好科

教、 文体、 法律、 卫生 “四进社区” 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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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 深入推进 “暑期三下乡”、 “志愿服务西

部” 等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ꎮ 要扩大志愿服务

覆盖面ꎬ 坚持以共产党员到社区服务为重点ꎬ
以专业志愿服务为主导ꎬ 在各行各业组建志愿

服务队、 招募志愿服务者ꎬ 壮大志愿服务队

伍ꎮ 要加强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建设ꎬ 健全

志愿者招募注册、 培训管理和回馈激励制度ꎬ
形成志愿服务长效机制ꎮ

六、 切实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水

平和实际成效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域宽、 涉及部门多ꎬ

特别需要形成多方联动、 共创共建的合力ꎮ 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上重要位

置ꎬ 切实担负起应尽的领导责任ꎮ 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要带头履行职责ꎬ 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的指导ꎬ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ꎮ 各级

文明委及其办公室要负起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

等职责ꎬ 加强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沟通协

作ꎬ 把各方面资源力量统筹好、 运用好ꎬ 形成

紧密衔接、 有效对接的工作链条ꎮ
群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ꎮ 要坚持眼

睛向下、 重心下移ꎬ 树立抓基层、 强基础的工

作导向ꎬ 把创建工作的重心放到村镇、 社区、
企业、 学校ꎬ 在资源分配、 力量投入、 经费支

持等方面给予倾斜ꎮ 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ꎬ 到百姓之中听取意见ꎬ 到基层一线

挖掘经验ꎬ 搭建群众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的平

台ꎮ 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ꎬ 工作过程让

群众监督ꎬ 工作效果让群众评判ꎬ 使创建工作

拥有广泛群众基础ꎮ
精神文明建设ꎬ 建设的是理想信念ꎬ 建设

的是思想道德ꎬ 建设的是文明风尚ꎬ 最需要虚

功实做、 最忌流于形式ꎬ 必须大兴求实、 务

实、 落实之风ꎬ 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工作ꎮ 确定

目标要从实际出发ꎬ 不能贪大求全ꎻ 推进工作

要扎扎实实ꎬ 不能搞花架子ꎻ 落实任务要不折

不扣ꎬ 不能半途而废ꎮ 要坚持按规律办事ꎬ 切

合人们思想特点来开展宣传教育ꎬ 立足人们生

产生活实际来组织活动ꎬ 努力提高工作的科学

化水平ꎮ 要树立正确政绩观ꎬ 发扬 “功成不必

在我” 的精神ꎬ 多做泽被后世、 惠及长远的事

情ꎬ 力戒形式主义、 短期行为ꎬ 努力创造经得

起实践、 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绩ꎮ

(«党建»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ꎮ 本文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文明委主

任刘云山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的讲话ꎬ
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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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会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获得者并在座谈会上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

北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明委

主任刘云山会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获得者并在座谈会上讲话ꎮ
刘云山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深

刻阐述了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的重要意义ꎬ
就深入开展道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 深化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明确要求ꎬ 充分体现了

对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ꎬ 要认真学习领会、 很

好贯彻落实ꎮ 刘云山说ꎬ 道德模范是时代的英

雄、 鲜活的价值观ꎬ 推进道德建设ꎬ 要用好道

德模范这一 “精神富矿”ꎬ 发挥先进典型引领

作用ꎬ 更好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强大正能量ꎮ 要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重在建设、 立破并举ꎬ 坚持党员领导干部

带头ꎬ 推动形成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社

会环境ꎮ

刘云山强调ꎬ 学习道德模范ꎬ 贵在知行统

一、 身体力行ꎮ 要认真学习道德模范的崇高精

神ꎬ 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ꎬ 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像道德模范那样

对待社会、 对待他人、 对待自己ꎬ 把良好道德

情操体现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ꎮ 要做好贯穿

融入的工作ꎬ 把思想道德这个 “魂” 与经济社

会发展这个 “体” 贯通起来ꎬ 融入经济、 政

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之

中ꎬ 融入国民教育、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

中ꎬ 融入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之中ꎮ 要在落

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大处着眼、 细处入手ꎬ
潜移默化、 久久为功ꎬ 让道德理念具象化、 大

众化ꎬ 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ꎬ 确保道德

建设取得看得见、 摸得着的效果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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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不断巩固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 １０ 月 ２０ 日

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

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ꎬ 贯彻党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意见ꎬ 提高思想认识ꎬ 强化文化担当ꎬ 深化

落实措施ꎬ 巩固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ꎮ
刘云山指出ꎬ 推进文艺繁荣发展ꎬ 要强化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切实解决群众立场

和群众感情问题ꎬ 完善保障长期深入生活的具

体经济政策ꎬ 把深入生活作为文艺工作者业务

考核的重要依据ꎬ 建立常下基层、 常在基层的

长效机制ꎮ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体现

在文艺创作之中ꎬ 以正确历史观反映和表现历

史ꎬ 以正确英雄观描写和塑造英雄ꎬ 激发团结

奋进的精神力量ꎮ 要深入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

程ꎬ 加强总体规划ꎬ 加大政策扶持ꎬ 抓好重点

项目的实施ꎬ 推出一批彰显中华文化精神的优

秀成果ꎬ 更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ꎮ

刘云山指出ꎬ 促进文艺繁荣发展ꎬ 归根结

底靠精品来支撑ꎮ 要深化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

活动ꎬ 实施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ꎬ 加强重

大现实题材的立项规划和资源支持ꎬ 打造体现

时代特色、 代表国家水准的扛鼎之作ꎮ 要继续

深化改革ꎬ 解决制约文艺发展的体制机制问

题ꎬ 更好配置创作资源ꎬ 激发创作动力ꎮ 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加大社会效益评估考核权

重ꎬ 细化衡量社会效益的措施办法ꎬ 使重视社

会效益、 社会责任成为文化单位的自觉行动ꎮ
刘云山强调ꎬ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文艺工作

的领导ꎬ 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ꎬ 把握好

文艺工作方向导向ꎬ 规范评奖工作ꎬ 推动开展

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ꎮ 要加强宣传文化单位党

的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ꎬ 加强文艺队伍和文艺

阵地建设ꎬ 创造有利于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

环境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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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刘云山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ꎬ 会议

审议通过的 “十三五” 规划建议ꎬ 明确了今后

五年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 重大举

措ꎬ 在发展理念、 发展政策、 发展体制上有一

系列重大突破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ꎬ 科学回答了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许多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ꎬ 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

思想新观点升华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ꎬ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胜利提

供了有力思想武器ꎮ 全会的成功召开ꎬ 必将在

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坐标中留下浓墨重彩的

篇章ꎮ
这次全会取得的成果很多ꎬ 其中最突出的

是鲜明提出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

发展理念ꎮ 这五大发展理念是贯穿全会精神的

灵魂和主线ꎬ “十三五” 规划建议就是按照这

条主线来谋篇布局的ꎮ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ꎬ 重

要的是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ꎬ 切实落实到各

方面实践之中ꎮ
一、 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

意义
发展理念管全局、 管根本、 管方向、 管长

远ꎬ 是战略性、 纲领性、 引领性的东西ꎬ 直接

关乎发展成效乃至成败ꎮ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 发

展着力点ꎬ 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

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理

解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ꎬ 应当

紧密联系大势和大局来把握ꎮ
从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来

看ꎬ 五大发展理念是顺应时代潮流、 把握发展

机遇、 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抉择ꎮ 当今世界ꎬ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ꎬ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深入发

展ꎮ 尽管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ꎬ 但加快

自身发展、 提高综合实力依然是世界各国的共

同追求ꎮ 特别是围绕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

影响、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ꎬ 许多国家都积极

创新发展理念、 完善发展战略ꎬ 力争以新的理

念、 新的战略赢得发展主动ꎮ 可以说ꎬ 发展问

题归根到底是理念问题ꎬ 发展战略竞争透射的

也是发展理念之争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五大发展理念ꎬ 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ꎬ 吸取了

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ꎬ 是借鉴更是超越ꎬ 有共

性更有自己的特色ꎮ 树立和贯彻好五大发展理

念ꎬ 就能使我国发展占据时代制高点ꎬ 维护和

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ꎬ 在日趋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发展优势ꎮ
从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来看ꎬ 五大发展理念创

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

展、 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这是事关长远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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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ꎬ 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

方略ꎮ 在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ꎬ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ꎬ 处于中心位置ꎻ 全面深

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是战略举措ꎬ 全面从严

治党是战略保证ꎮ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发

展始终是硬道理ꎬ 是必须抓好的第一要务ꎬ 同

时发展也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而有新的理念、 新

的要求ꎮ 还应看到ꎬ “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

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ꎬ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是必须把握好的大逻辑ꎮ 新常态要有新作

为ꎬ 新作为要有新理念ꎮ 我们党提出的五大发

展理念ꎬ 把握了发展速度变化、 结构优化、 动

力转换的新特点ꎬ 顺应了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新要求ꎬ 点明了

破解发展难题的新路径ꎮ 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

的引领作用ꎬ 才能更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ꎬ 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ꎬ 才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ꎮ
从党的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看ꎬ 五大发展

理念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ꎮ
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ꎬ 正是有

了正确理论的指导ꎬ 有了理论上的不断与时俱

进ꎬ 我们的发展道路才行稳致远、 越走越宽

广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我们党总是根据形势

和任务的变化ꎬ 适时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和战

略ꎬ 引领和指导发展实践ꎮ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发展是硬道理ꎬ 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ꎬ 到坚持科学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ꎬ 到坚持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每一次发

展理念的创新和完善ꎬ 都推动实现了发展的新

跨越ꎮ 时代在前进、 实践在发展ꎬ 理念创新、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新的发展实

践ꎬ 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ꎬ 在发展目标、 发

展动力、 发展布局、 发展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ꎬ 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

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ꎬ 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本

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ꎬ 标志着我们党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ꎮ
总而言之ꎬ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的发展理念ꎬ 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ꎬ 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

遵循ꎮ 要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ꎬ
使之真正成为引领发展实践、 开创美好未来的

一面旗帜ꎮ
二、 深入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

涵和实践要求
对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十三五” 规划建议

作了深刻阐述ꎮ 概括起来讲ꎬ 就是要深刻认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 把创新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ꎬ 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

切工作ꎬ 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ꎻ 深刻认识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ꎬ 牢牢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ꎬ 正确处理发展

中的重大关系ꎬ 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ꎻ 深刻认

识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

活追求的重要体现ꎬ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

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ꎬ 推进美丽中国

建设ꎻ 深刻认识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

路ꎬ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发展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经济ꎻ 深刻认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

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朝着共同富裕

方向稳步前进ꎮ 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过程中ꎬ
领会好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有这样五个方面需要深刻把握ꎮ

———五大发展理念体现着党的思想路线的

本质要求ꎬ 蕴含着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的思想

品格ꎮ 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ꎬ 是关系我国

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ꎬ 意味着对传统发展

思路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ꎬ 也必然伴随着思

想的解放、 观念的更新ꎮ 要从党的思想路线的

高度看待问题ꎬ 注重从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

解决问题ꎬ 深刻认识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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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 发展环境、 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ꎬ 发展

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ꎮ 面对新的发展实

践ꎬ 有些东西过去有效ꎬ 现在未必有效ꎻ 有些

过去不合时宜ꎬ 现在却势在必行ꎻ 有些过去不

可逾越ꎬ 现在则需要突破ꎮ 这就需要领导干部

把解放思想作为总开关ꎬ 树立与时代和实践发

展相适应的思维方式ꎬ 坚决破除那些片面追求

ＧＤＰ、 拼资源拼投入、 重城市轻农村、 先污染

后治理、 重效率轻公平等陈旧观念ꎬ 以新的发

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ꎮ 树立和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ꎬ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ꎬ 而要作为行为标

尺ꎬ 自觉对照检验我们的实际工作ꎬ 符合的就

鼓励和支持ꎬ 不符合的就反对和摒弃ꎬ 更好地

在解放思想中跟上时代ꎬ 在转变观念中赢得新

的发展ꎮ
———五大发展理念来自于发展经验和教训

的深刻启示ꎬ 蕴含着尊重规律、 按规律办事的

实践逻辑ꎮ 在发展问题上ꎬ 我们既有成功经

验ꎬ 也有深刻教训ꎮ 成功经验在哪里ꎬ 重要的

是坚持从实际出发ꎬ 按客观规律办事ꎻ 教训也

主要反映在脱离实际上ꎮ 一个时期以来ꎬ 一些

地方片面发展、 畸形发展ꎬ 一些地方竭泽而

渔、 寅吃卯粮ꎬ 一些地方与民争利、 忽视民

生ꎬ 等等ꎬ 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ꎮ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我们的发展ꎬ 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

的科学发展ꎬ 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

展ꎬ 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ꎮ 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ꎬ 从根本上

说ꎬ 就是要把发展更好建立在把握规律、 按规

律办事的基础上ꎬ 实现更有质量、 更高水平的

发展ꎮ 贯彻好五大发展理念ꎬ 就要增强规律意

识ꎬ 在研究和把握规律中认识发展的新内涵、
新要求ꎮ 要注重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坚持发展速度、 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ꎬ 统筹

做好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

险的各项工作ꎻ 注重绿色富国、 绿色惠民ꎬ 尊

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ꎬ 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ꎻ 注重加强社会建设、 创

新社会治理ꎬ 把改革力度、 发展速度与社会可

承受程度统一起来ꎬ 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ꎬ 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ꎬ 不搞整齐划一、
不搞大干快上、 不搞层层加码、 不作难以兑现

的承诺ꎬ 做到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ꎬ 一步一个

脚印地做好工作ꎮ
———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ꎬ 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

向ꎮ 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ꎬ 是我们认识世

界、 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ꎮ 五大发展理念以问

题为牵引ꎬ 直指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ꎮ 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ꎬ 协调发

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ꎬ 绿色发展注重解

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ꎬ 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

内外联动问题ꎬ 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

义问题ꎮ 可以说ꎬ 五大发展理念既抓住了制约

发展的症结ꎬ 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良方ꎮ 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ꎬ 也要增强问题意识、 强化问题

导向ꎬ 瞄着问题去、 追着问题走ꎬ 在破解发展

难题中实现发展的新进步ꎮ 抓问题还要注意抓

薄弱环节ꎬ 解决问题应当紧紧扭住短板、 全力

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ꎮ 无论是制定具体规

划ꎬ 还是出台政策措施、 完善体制机制ꎬ 都要

着力补短板、 解难题ꎬ 在攻坚克难中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平衡性ꎮ
———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

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ꎬ 彰显着人

民至上的价值取向ꎮ 为什么人、 由谁享有的问

题ꎬ 是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ꎬ 也是衡量一个

政党、 一个国家性质的试金石ꎮ 我们是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理所当然要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ꎬ 作为发展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五大发展理念贯穿着鲜

明的百姓导向、 民生导向ꎬ 反映着我们党立党

为公、 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ꎮ 要始终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把

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ꎮ 越是发

展到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ꎬ 越要坚持人人参

与、 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ꎬ 越要坚持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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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ꎮ 要全面把握和推动落实共享发展的

政策措施ꎬ 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

做好ꎬ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做ꎬ
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成为增进人民福

祉、 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ꎮ 要着眼于坚决打赢

“十三五” 脱贫攻坚战ꎬ 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差

距过大、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滞后、
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均等突出问题ꎬ 使发展更具

公平性、 普惠性ꎬ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ꎮ

———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

体ꎬ 体现着辩证思维和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

论ꎮ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

念ꎬ 相互贯通、 相互促进ꎬ 有着深刻的内在联

系ꎮ 这五大发展理念ꎬ 主题主旨相通、 目标指

向一致ꎬ 统一于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 “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ꎬ 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ꎬ 统一于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历史进程中ꎮ 这五大发展理念ꎬ 既各有侧

重又相互支撑ꎬ 共同构成了一个开辟未来发展

前景的顶层设计ꎬ 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

系ꎮ 把握好五大发展理念ꎬ 要树立全面系统的

思维ꎬ 掌握科学统筹的方法ꎬ 一起用力贯彻落

实ꎬ 不能顾此失彼ꎬ 也不能相互替代ꎮ
三、 领导干部要增强落实五大发展理

念的素养和能力
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ꎬ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ꎬ 取决于领导干部

的素养和能力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

力和水平ꎬ 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

手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 现在在一些领导干部中ꎬ
既有不作为、 乱作为的问题ꎬ 也有面对经济发

展新常态无所适从、 不会为不善为的问题ꎬ 存

在素养和能力不适应的问题ꎮ 这就需要各级领

导干部认真贯彻党中央要求ꎬ 带头树立和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ꎬ 努力锻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过硬素养和能力ꎮ

第一ꎬ 增强运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实

践、 推动工作的素养和能力ꎮ 理论优势是我们

党的根本优势ꎬ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ꎬ 理论武

装就要跟进一步ꎮ 贯彻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ꎬ 增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ꎬ 首先要

解决好理论武装问题ꎬ 真正从思想上把推动发

展的目标、 要求和方法搞对头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理论

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ꎬ 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

发展思想、 发展观点ꎮ 要把学习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密联系起来ꎬ 不断加深理解、 深化认识ꎮ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ꎬ 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转

化为谋划发展的具体思路ꎬ 转化为落实发展任

务的工作举措ꎬ 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实际

成效ꎮ
第二ꎬ 增强把握形势变化、 把握发展趋势

的素养和能力ꎮ 定大局、 谋大事ꎬ 前提是观大

势、 明大势ꎮ 贯彻好五大发展理念ꎬ 应当认清

发展形势、 找准发展定位ꎬ 把握好我国发展环

境的基本特征ꎮ 要深刻认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蕴含的机遇和挑战ꎬ 既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基本面没有改变ꎬ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

变、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发展动力持续转化ꎬ
良好发展态势可以保持ꎻ 又看到不发展有不发

展的问题ꎬ 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ꎬ 甚至

更多更复杂ꎬ 我们面临诸多矛盾叠加、 风险隐

患增多的严峻挑战ꎬ 从而增强机遇意识、 忧患

意识、 责任意识ꎬ 为实现新的发展蓝图而顽强

奋斗ꎮ 同时ꎬ 还要清醒把握我们立足的世情国

情ꎬ 既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ꎬ 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

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ꎬ 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ꎬ 我国仍处于

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ꎻ 又看到这 “四个

没有变” 中也出现许多新情况ꎬ 发展环境、 发

展条件、 发展着力点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ꎬ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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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清我们所处的 “时” 与 “势”ꎬ 保持战略

定力ꎬ 坚持奋发有为ꎬ 做到胸中有大势、 谋事

有大局ꎬ 增强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解力和执

行力ꎮ
第三ꎬ 增强驾驭现代经济发展、 提高发展

质量效益的素养和能力ꎮ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ꎬ
重要的是熟悉现代经济运行的特点ꎬ 以符合经

济规律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ꎮ 应当肯定ꎬ 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完善ꎬ 各

级领导干部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ꎮ 但

也要看到ꎬ 现在我国发展领域不断拓宽、 分工

日趋复杂、 形态更加高级、 国际国内联动更加

紧密ꎬ 对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ꎬ 需要

以开阔的视野、 创新的知识去研究、 去应对ꎮ
如果总是沿用老的思路和办法ꎬ 就难以胜任现

在的工作ꎮ 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意识ꎬ 加

强学习调研ꎬ 加强实践历练ꎬ 努力掌握现代经

济知识ꎬ 努力具备较强的专业思维、 专业素

养、 专业方法ꎬ 力争有 “几把刷子”ꎮ
第四ꎬ 增强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推动

发展的素养和能力ꎮ 现代经济是法治经济ꎬ 现

代社会是法治社会ꎮ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

治理水平ꎬ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各方面工作纳

入法治化、 规范化轨道ꎮ 落实好五大发展理

念ꎬ 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ꎬ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ꎬ 更好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 化解矛

盾、 维护稳定ꎮ 要坚持依法决策ꎬ 办事情、 作

决策都要考虑法律依据是什么、 法定程序是什

么ꎮ 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的决

策ꎬ 更要按法律规定办事ꎬ 把公众参与、 专家

论证、 风险评估、 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

等结合起来ꎬ 提高决策的法治化、 规范化和科

学化水平ꎮ 要积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

理ꎬ 健全各方面法律法规ꎬ 提高法律法规的执

行力ꎬ 切实养成遇事找法、 办事依法、 解决问

题靠法的行为习惯ꎬ 充分发挥法治在推动发展

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ꎮ
第五ꎬ 增强贯彻 “三严三实” 要求、 落实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素养和能力ꎮ 践行五大发

展理念、 抓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ꎬ 关键要有好

的精神状态、 好的工作作风ꎮ 各级领导干部要

以 “三严三实” 要求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ꎬ 标

准要严、 措施要实ꎬ 以 “严” 的精神改进工作

作风ꎬ 以 “实” 的干劲抓好发展任务ꎮ 要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ꎬ 紧紧扭

住各项重点任务、 重要举措ꎬ 一抓到底、 善作

善成ꎮ 要树立全局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ꎬ 正确

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

益的关系ꎬ 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任务抓在

手上ꎬ 不能逃避责任、 消极对待ꎮ 要弘扬改革

创新精神ꎬ 敢啃硬骨头、 敢于攻坚克难ꎬ 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ꎬ 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突破瓶

颈短板中推进改革发展ꎮ
提高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ꎬ 既要靠每

个领导干部的自觉努力ꎬ 也需要良好环境的激

励和约束ꎮ 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培训ꎬ 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着力提升领导干部推动

发展的本领ꎮ 要发挥好干部工作指挥棒作用ꎬ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ꎬ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ꎬ 强化守纪律、 讲规矩的要求ꎬ 注重

培养选拔政治强、 懂专业、 善治理、 忠诚干净

担当的领导干部ꎮ 要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ꎬ 调整优化考核评价指标ꎬ
完善奖惩机制ꎬ 健全追责问责机制ꎬ 推动干部

能上能下ꎬ 更好激发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学习时报»ꎮ 本文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

党校校长刘云山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中央党校

２０１５ 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ꎬ 发表时有删节)

０４



文献讲话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刘延东

今天座谈会的主要任务ꎬ 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总结经

验ꎬ 提高认识ꎬ 推进我国艺术教育改革发展ꎮ
到国务院工作以来ꎬ 我多次到大中小学考察艺

术教育ꎮ 最近ꎬ 我和教育部、 文化部、 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同志ꎬ 先后到中央音乐

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戏

剧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调研ꎮ 今天召开座

谈会ꎬ 主要是与大家共同研究艺术院校如何落

实好党的教育方针ꎬ 培养更多高端人才、 创作

更多精品力作ꎬ 以及如何通过艺术教育、 提高

广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ꎮ 参加座谈会

的有中宣部、 教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ꎬ 有高校、 职业院校、 中小学的代表ꎬ
还有知名艺术家和专家学者ꎮ 长期以来ꎬ 同志

们为艺术教育、 为艺术事业发展尽心竭力ꎬ 辛

勤耕耘ꎬ 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借此机会ꎬ 向大家

并通过你们向全国从事艺术教育的同志们表示

问候和感谢!
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切实增强艺术教育改革发

展的责任感紧迫感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和艺术教

育ꎮ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ꎬ 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ꎬ
毛泽东同志要求 “鲁迅艺术学院要创造具有远

大的理想、 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

的一派文艺工作者”ꎮ １９４２ 年毛泽东同志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

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ꎬ 涌现出一

大批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

面的优秀作品ꎮ 新中国成立伊始ꎬ 百废待兴ꎬ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ꎬ 我们成立了一批艺术院

校ꎬ 汇聚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名家大师ꎬ 奠定

了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基础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ꎬ
艺术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ꎬ 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领军人物和骨干人才ꎬ 创作了大量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ꎬ 发挥了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

人民、 服务社会、 推动发展的作用ꎮ
时隔 ７２ 年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站在

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ꎬ 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

标ꎬ 扎根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ꎬ 立足人类文明

的国际视角ꎬ 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

位作用和重大使命ꎬ 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

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ꎬ 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

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ꎬ 对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与 ７２ 年

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一脉相

承ꎬ 既为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

向ꎬ 也为艺术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半年来ꎬ 教育战线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ꎬ 结合自身实际ꎬ 出台了不少新举

措ꎬ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ꎬ 艺术教育改革发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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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良好态势ꎮ 要保持好势头ꎬ 教育战线必须把

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文艺工作

座谈会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ꎬ 切实增强

推进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ꎮ
第一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迫切需要艺术

教育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ꎮ 现在ꎬ 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ꎬ 更加需要精神的力量、 信念的引领、 人心

的凝聚ꎮ 中国梦是国家的、 民族的ꎬ 也是每一

个中国人的ꎮ 实现中国梦ꎬ 最持久最深层的力

量源自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ꎮ 核心价

值观ꎬ 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神追

求ꎬ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

准ꎮ 艺术教育是审美的教育、 心灵的教育ꎬ 是

普及提高人文素养、 培养艺术人才的基础工

程ꎬ 是引领社会风尚、 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

体ꎮ 艺术教育在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 陶冶人

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ꎬ 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入脑入心的作用不可替代ꎮ 伟大的时代呼

唤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的伟大作品ꎬ
需要为人民书写、 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的

名家大师ꎮ 这对加强和改进艺术教育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ꎮ 我们必须把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

教育全方位贯穿、 深层次融入艺术教育ꎬ 彰显

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ꎬ 增强文化自信ꎬ 在潜移

默化中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第二ꎬ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多样的精神文化

需求ꎬ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迫切需要艺术教

育面向大众、 服务社会ꎮ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

的天性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和 “幸福感” 越来越体

现在精神文化层面ꎮ 艺术教育绝不是只针对少

数人的专门教育ꎬ 应该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

中ꎬ 不重视艺术教育就谈不上素质教育ꎮ 智商

和情商相辅相成ꎬ 不论什么人、 做什么职业ꎬ
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ꎬ 都会终身受益ꎮ 当

前ꎬ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ꎬ 正在由中等

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ꎮ 实现 “双中高” 的

目标ꎬ 不仅要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ꎬ 更要增加

文化创意含量ꎮ 现在ꎬ 无论是大众消费品还是

大型制造装备ꎬ 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

牌ꎬ 其工艺设计、 品牌营销无不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设计的竞争也是

文化的竞争ꎬ 更是创意人才的竞争ꎮ 文化产业

具有高知识性、 高增加值和低消耗、 低污染等

特征ꎮ 文化产业发展好了ꎬ 既能培育新的增长

点ꎬ 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ꎮ 可以说ꎬ
艺术教育在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我国从

“制造大国” 迈向 “创意大国”、 “创新大国”
中大有可为ꎮ

第三ꎬ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ꎬ 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ꎬ 迫切需要艺术教育深化改革、 传承创

新ꎮ 艺术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文

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所在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着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教育强国ꎬ
对深化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

部署ꎮ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ꎬ 文化体制改革

和教育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攻坚期ꎬ 也将迎

来 “收获季”ꎮ 作为教育综合改革和文化体制

改革的重要交汇点ꎬ 艺术教育改革既要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ꎬ 也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艺术人

才成长规律ꎮ 从实践看ꎬ 艺术大师往往都是教

育大家ꎻ 教育家也往往有很高的艺术造诣ꎮ 艺

术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推进素质教育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ꎬ 没有艺术教育的现代化ꎬ 就没有

整个教育的现代化ꎮ 艺术教育只有坚持改革创

新ꎬ 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培养适应

时代需要的应用型、 复合型和创新型艺术人

才ꎬ 形成人才辈出、 精品不断的生动局面ꎮ
第四ꎬ 深化中外人文交流ꎬ 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ꎬ 迫切需要艺术教育沟通心灵、 搭建桥

梁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ꎬ 世界各国的利

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ꎮ 中国同国际

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ꎬ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ꎮ 中国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ꎬ 同时也

要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ꎮ 这就需要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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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交流的独特优势ꎬ 增进理解、 求同存异ꎬ
厚植友好土壤、 实现合作共赢ꎬ 让更多的国家

和民众深入了解中国梦与各国梦的相通之处ꎬ
夯实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ꎮ 国之交在民相亲ꎮ
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 经贸合作一起ꎬ 已成为

发展中外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ꎮ 艺术可以超越

语言、 种族、 国界的障碍ꎬ 优秀的文艺作品可

以跨越时空、 直抵心灵、 激发共鸣ꎮ 这些年ꎬ
文化艺术合作一直是人文交流的亮点ꎬ 签订了

很多交流合作协议ꎬ 在 “国家年” “文化年”
等品牌活动中彰显特色ꎮ 艺术教育不仅造就艺

术人才ꎬ 也培养中外友谊的使者ꎮ 要扎根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ꎬ 学习借鉴世界文明的优

秀成果ꎬ 鼓励青年人以艺术为媒介ꎬ 传播中国

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ꎬ 做中外友谊的 “播种

机”ꎮ
二、 充分肯定艺术教育改革发展取得

的新成绩
繁荣发展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ꎬ 教育是基

础ꎬ 人才是关键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特别是教育

规划纲要实施 ５ 年来ꎬ 我国艺术教育取得了长

足发展ꎮ
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蓬勃开展ꎮ

教育、 文化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ꎬ 各地各校立

足实际ꎬ 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

用ꎬ 构建了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 校园文化

“三位一体” 的推进机制ꎬ 促进了普通艺术教

育与专业艺术教育相互结合、 高等艺术教育与

基础艺术教育相互衔接、 学校艺术教育与社会

艺术教育有效互动ꎬ 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艺术

教育发展之路ꎮ 据教育部调查表明ꎬ 近 ８０％在

中小学阶段接受了正规的艺术课堂教学ꎬ 有

６７％具备了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ꎮ
二是艺术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进ꎮ 各地各

校把艺术教育改革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

要内容ꎬ 围绕教师、 教材、 教法ꎬ 推出了一系

列以质量为中心的改革举措ꎬ 打造艺术教育教

学团队ꎬ 建立艺术教育教学示范中心ꎬ 编写适

合不同学龄阶段的艺术教育教材ꎮ 推进农村艺

术教育实验县项目ꎬ 有效改善了农村学校艺术

教育的薄弱状况ꎻ 实施体育艺术 ２＋１ 项目ꎬ 使

更多的学生掌握了一项以上艺术技能ꎻ 创建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校ꎬ 组织大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ꎬ 发挥了综合育人功效ꎮ 高雅艺术进校园

成为深受大学生喜爱的品牌活动ꎬ 校园文化活

动有声有色ꎮ 各地各校积极探索复合型、 创新

型艺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ꎬ 协同育人的力度不

断加大ꎮ 很多高校加快 “引进来、 走出去” 步

伐ꎬ 推进国际化艺术人才培养ꎮ
三是层次齐全的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格局基

本形成ꎮ 艺术专业学生在学规模显著扩大ꎮ
１９９９ 年以前ꎬ 只有 ３１ 所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

和师范院校开办艺术专业ꎮ ２００１ 年开办艺术专

业的院校有 ７２３ 所ꎬ ２０１４ 年增至 １８４２ 所ꎬ 其

中本科院校 ９６９ 所ꎬ 占普通本科高校的 ７７％ꎮ
目前ꎬ 我国高等艺术专业在校生近 ２００ 万ꎬ 其

中研究生 ５ ５ 万、 本科生 １４２ ５ 万、 专科生

４６ ７ 万ꎮ 近年来ꎬ 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

来ꎬ 成为单独的学科门类ꎬ 下设 ５ 个一级学科、
专业类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我国共有艺术类博士学

位一级学科点 １０２ 个ꎬ 硕士学位一级学科点

８９２ 个ꎬ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１３９ 个ꎬ 本

科专业 ３３ 个、 共布点 ５７９０ 个ꎬ 学科专业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四是艺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明显增

强ꎮ 如今ꎬ 艺术教育的作用已超出自身范畴ꎬ
逐步渗透到文化创意、 工艺设计、 科技创新、
装备制造、 民生改善等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ꎮ
各级各类学校着眼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素质提

升ꎬ 开展艺术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明显增强ꎮ
广大艺术院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ꎬ 为现代

化建设输送了大批高素质艺术人才ꎬ 很多已成

为领军人物ꎻ 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的优秀作

品ꎬ 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ꎬ 获得了 “五
个一工程” 奖、 戏剧梅花奖、 电影金鸡奖等艺

术大奖ꎮ 艺术教育提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ꎬ 为

文化繁荣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 社会和谐进步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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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 我国艺术教育成绩可圈可点ꎬ
动力活力明显增强ꎬ 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ꎮ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ꎬ 我国艺术教育总体上还

是一块 “短板”ꎮ 一些地方和学校并没有真正

从实施素质教育的高度ꎬ 把艺术教育放在应有

的地位ꎬ 存在重应试轻素养、 重比赛轻普及等

倾向ꎮ 城乡、 区域、 校际间艺术教育开展不平

衡ꎬ 有的学校将艺术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专业

教育ꎬ 培养 “尖子”ꎬ 而面向全体学生的公共

美育课程资源配置不够、 教学形式单一ꎬ 许多

农村学校无法开齐、 开足艺术类课时ꎮ 符合艺

术教育规律的质量管理和教师评价体系尚不完

善ꎬ 缺师少教状况在大中小学普遍存在ꎬ 师资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ꎮ 一些艺术院校培养结构和

质量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ꎬ 存在重技能培

养、 轻艺德养成ꎬ 重扩大规模、 轻提升质量现

象ꎮ 一些家长对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认识不

足ꎬ 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艺术教育的环境有待

进一步培育ꎮ 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ꎬ 用改革的

办法切实加以解决ꎬ 推动艺术教育改革发展迈

上新台阶ꎮ
三、 加强统筹协调ꎬ 推动各级各类艺

术教育改革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全面

深化改革的攻坚期ꎬ 艺术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引领社会风尚、 凝聚民族精神、 服务经

济社会方面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ꎮ 我们必须按

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ꎬ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文艺座

谈会讲话精神ꎬ 深入落实教育规划纲要ꎬ 坚持

专业艺术教育与普通艺术教育并重ꎬ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ꎬ 不断开创我国艺术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局面ꎮ
第一ꎬ 把握方向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艺术教育全过程ꎮ 立业先立德、 为艺先为

人ꎮ 艺术教育的方向问题ꎬ 关乎 “为谁培养

人、 怎样培养人” 的根本性问题ꎬ 深刻影响着

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ꎬ 渗透到社会的各

个层面ꎮ 一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ꎮ 育人

为本、 德育为先ꎬ 是各级各类教育的中心任

务ꎬ 也是艺术教育的根本遵循ꎮ 我们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ꎬ 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育ꎬ 促进艺

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ꎬ 以情动

人、 以美感人ꎬ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ꎬ 重视品德养成、 提升艺术修

养、 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ꎬ 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实践中创造出彩人生ꎮ 二要扎根中华文化

的深厚土壤ꎮ 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ꎬ 大力弘扬

中华美德和中华美学精神ꎬ 促进美德、 美学、
美文相结合ꎬ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艺

术教育和创作的细微处ꎮ 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提炼符合

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 道德规范和价值追

求ꎬ 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ꎮ 三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ꎮ 要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旗帜ꎬ 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

主旋律ꎬ 把握时代脉搏、 紧贴人民需求ꎮ 广大

师生要坚持 “向人民学习、 为人民服务、 做人

民艺术家” 的目标宗旨ꎬ 举精神之旗、 立精神

支柱、 建精神家园ꎬ 努力生产更多有筋骨、 有

道德、 有温度的时代佳作和传世名作ꎮ
第二ꎬ 面向人人ꎬ 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受

艺术教育的机会ꎮ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ꎬ “美育” 不可或缺ꎬ 艺术教育是学校美育

的基本途径ꎮ 首先ꎬ 要开齐上好艺术课ꎮ 各学

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 停上艺术课ꎬ 义务教

育美育课时总量不低于总课时的 ９％ꎬ 普通高

中要保证美育必修课 ６ 个学分ꎬ 中职要将美育

课纳入公共基础必修课ꎬ 保证 ７２ 学时ꎮ 普通高

校要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共美育课程ꎬ 并纳入

学分管理ꎮ 其次ꎬ 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ꎮ 贴近

校园生活ꎬ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特点ꎬ 因地

制宜开展艺术教育活动ꎬ 形成 “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 的美育特色ꎬ 让每个学生都能根

据兴趣自愿选择ꎮ 再次ꎬ 要建立艺术教育评价

制度ꎮ 探索符合中小学生特点的艺术素质测评

方法ꎬ 并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的范围ꎮ 要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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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对艺术教育情况进行自评和公示ꎬ 建立年

度报告制度ꎬ 探索第三方评价办法ꎮ
第三ꎬ 整合资源ꎬ 形成艺术教育改革创新

的合力ꎮ 开展艺术教育ꎬ 学校是主阵地ꎬ 社会

是大课堂ꎮ 一要加大统筹力度ꎮ 一方面ꎬ 要统

筹好学前艺术教育、 基础艺术教育、 高等艺术

教育、 职业艺术教育ꎬ 推动建立以艺术教育为

主体、 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ꎬ 探

索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 艺术学科与相关学科

相互结合的途径方法ꎻ 另一方面ꎬ 要促进学校

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互动联动、 共建共享ꎬ 鼓励

社会力量支持ꎬ 充分利用博物馆、 美术馆、 文

化馆、 音乐厅、 展览厅以及各类剧院ꎬ 为学校

艺术教育提供广阔舞台ꎮ 要利用信息化手段ꎬ
把优质艺术教育资源输送到中小学校特别是农

村、 边远、 贫困和民族地区学校ꎮ 二要推进协

同创新ꎮ 探索校校协同、 校所协同、 校企协

同、 校地协同等协同创新、 协同育人的新机

制ꎬ 增强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ꎬ 促进

文艺与新技术、 新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 新

媒体有机融合ꎬ 推动艺术创作生产方式的变革

和进步ꎬ 使作品不仅有思想上、 艺术上的表现

力感染力ꎬ 也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ꎮ 推动艺

术教育与经济管理、 现代制造、 信息技术、 市

场营销等领域人才培养相结合ꎬ 为文化创意、
数字出版、 移动多媒体、 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

产业提供复合型人才支撑ꎬ 提升艺术教育服务

经济社会的水平ꎮ 三要扩大对外开放ꎮ 在教育

国际交流合作深入发展的背景下ꎬ 艺术教育改

革发展必须放眼世界ꎬ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ꎬ 引

进优质资源ꎮ 大中小学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特

点ꎬ 积极参与中外人文交流ꎬ 运用文艺的形式

讲好中国故事ꎬ 为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 展

现中华文化魅力作出贡献ꎮ
第四ꎬ 教师为本ꎬ 为提高艺术教育质量提

供有力保障ꎮ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ꎮ 要

把教师队伍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ꎬ 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 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ꎮ 一要加强师德建设ꎮ 引

导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施教ꎬ 在是非、 曲直、
善恶、 义利、 得失等方面率先垂范、 以身作

则ꎬ 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培养人塑造人ꎬ 做有理

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

心的 “四有” 好教师ꎮ 二要多渠道解决师资短

缺问题ꎮ 有计划、 分步骤配齐专职艺术教育教

师ꎮ 鼓励高校、 艺术院团的教师和专业人士到

中小学担任兼职艺术教师ꎬ 聘请名家大师和民

间艺人进课堂ꎬ 不拘一格加强 “双师型” 师资

力量ꎮ 三要强化教学能力建设ꎮ 建立国家、 地

方、 高校艺术教育教师三级培训体系ꎬ 健全基

层教学组织和老中青教师 “传帮带” 机制ꎬ 扩

大小班教学、 个性化教学覆盖面ꎮ
第五ꎬ 高端引领ꎬ 促进专业艺术教育优化

布局、 特色发展ꎮ 艺术院校是全国艺术教育的

龙头ꎮ 多年来ꎬ 艺术院校在坚持 “高、 精、
专” 的同时ꎬ 为各级各类学校输送师资力量、
普及艺术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ꎮ 面对新的形

势要求ꎬ 艺术院校要全面发挥人才培养、 科学

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ꎬ
正确处理专业艺术教育与普通艺术教育的关

系ꎬ 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ꎬ 创造精品力

作ꎬ 服务国家大局和软实力的提升ꎮ 一要优化

学科专业布局ꎬ 打好特色牌ꎮ 从国家层面讲ꎬ
要建好艺术类学科专业ꎬ 注重与产业发展、 社

会需求、 艺术前沿有机对接ꎬ 优化学科专业结

构ꎮ 对艺术院校来说ꎬ 学科专业不在 “多” 而

在 “精”ꎬ 优势学科专业始终是特色拳头产品ꎬ
要结合办学定位ꎬ 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ꎬ 打

造优势学科专业特色群ꎬ 提升核心竞争力ꎮ 二

要改革艺术类考试招生制度ꎬ 把好入口关ꎮ 要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决

策部署ꎬ 适应艺术教育和艺术人才成长规律ꎬ
完善艺术类考试招生制度ꎬ 规范考试招生公开

公正的工作流程ꎬ 加大违法违纪行为查处力

度ꎬ 真正把那些有艺术梦、 有艺术潜质和特长

的学生选拔出来ꎮ 三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ꎬ 选

好切入点ꎮ 完善培养方案ꎬ 强化实践育人ꎬ 引

导学生到改革开放最前沿、 经济建设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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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最基层中汲取营养ꎬ 进行美的发现和

美的创造ꎮ 重视通识教育ꎬ 提高文化素养ꎬ 夯

实艺术人才的文化底蕴ꎮ 要引导师生耐得住寂

寞ꎬ 沉潜下来ꎬ 不让浮躁之风侵入课堂ꎬ 不能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ꎮ 四要服务党和国

家战略决策ꎬ 建好 “思想库”ꎮ 希望各院校整

合资源、 协同创新ꎬ 打造艺术教育综合研究的

高地、 决策咨询的重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ꎬ 不

断提升咨政、 育人、 启民的水平ꎮ
宣传、 教育、 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等部

门要继续加强规划、 指导和服务ꎬ 针对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ꎬ 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保障ꎬ 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和各方分工负责、 齐抓共管的责任

落实机制ꎬ 加大对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支

持ꎬ 在经费投入、 学科专业、 人才队伍等方

面出 真 招 实 招ꎬ 确 保 各 项 改 革 举 措 落 到

实处ꎮ
同志们ꎬ 加强艺术教育ꎬ 责任重大、 使命

光荣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周围ꎬ 求真务实ꎬ 开拓进取ꎬ 努力

开创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ꎬ 为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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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刘延东

同志们:
近期ꎬ 媒体报道了北京、 河北、 宁夏等地

部分长城面临自然损毁加剧、 人为破坏严重、
保护措施不力等问题ꎬ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ꎮ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ꎬ 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象征ꎬ 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ꎮ 要本

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ꎬ 切实完善

政策措施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 依法严格保护ꎬ 更

好发挥长城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独特作用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高

屋建瓴、 内涵丰富ꎬ 饱含着对祖国珍贵文化遗

产的深厚感情ꎬ 为进一步做好长城保护工作、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ꎬ 提供了基

本遵循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ꎬ 切实做好长城保护工作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我到河北张家口调研了万全右卫城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长城点段的保护情况ꎻ ８ 月ꎬ 我在

鄂尔多斯与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局有关负责同

志座谈交流了长城保护工作ꎬ 对长城保护的总

体情况和主要问题作了研究ꎮ 在此基础上ꎬ 决定

召开由长城沿线 １５ 个省 (区、 市) 政府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长城保护工作座谈

会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总结反思长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研究部

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长城保护工作ꎮ
一、 充分认识长城保护工作的重大意

义ꎬ 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长城是我国首批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

文化遗产ꎬ 也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 分布范围

最广的文化遗产ꎬ 以其上下两千年、 纵横数万

里的时空跨度ꎬ 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

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文化景观ꎬ 在国际

上具有其他文物不可比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长城自古就是劳动人民智慧和心血的凝结ꎬ 近

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屈、 珍爱和平

的文化力量和精神象征ꎬ 在全世界炎黄子孙心

目中享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ꎮ
———长城熔铸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 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ꎮ 长城历经春秋战国以来 ２０００
多年的修建ꎬ 古代劳动人民凭着血肉之躯ꎬ 历

经千辛万苦ꎬ 在崇山峻岭、 荒漠戈壁建造出如

此伟大的人类奇迹ꎬ 创造出高超绝伦的建筑技

术工艺ꎮ 长城的修建锻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

劳、 顽强坚毅、 众志成城的民族品格ꎮ
———长城积淀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灿烂

辉煌的文化内涵ꎮ 历史上ꎬ 长城内外农耕文明

与畜牧文明不断碰撞交锋、 融合交流ꎬ 在长城

沿线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物质遗存、 民俗风情和

地理风貌ꎬ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长城文化ꎬ 丰富

发展了中华历史文化ꎬ 推动了多民族共同发展

的历史进程ꎮ
———长城凝聚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共御

外侮的爱国情怀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中国军队在

山海关、 古北口、 喜峰口等长城沿线英勇抗击

日本侵略者ꎬ 激发了全民族反抗外敌、 保家卫

国的斗志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国家纪念活动标识就

有长城的图案ꎮ
———长城涵养着沿线各地发展经济、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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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的重要资源ꎮ 长城作为我国知名度最高的

文化遗产ꎬ 每年都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ꎬ 在

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同时ꎬ 也传递着以和

为贵的理念ꎮ 山海关、 八达岭、 嘉峪关等已经

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重要旅游目的地ꎬ 在扩大就

业、 增加收入、 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ꎮ
做好长城保护工作ꎬ 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灿

烂文化ꎬ 增强民族自豪感、 凝聚社会共识ꎬ 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ꎬ 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保护好长城使命光荣ꎬ
责任重大ꎬ 既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要求和全国

人民的期盼ꎬ 也是对中华民族、 对子孙后代负

责任的表现ꎬ 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ꎬ
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做好长城保护工作!

二、 肯定长城保护取得的成绩ꎬ 总结

反思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长城保护ꎮ

早在 １９６１ 年ꎬ 国务院公布第一批 １８０ 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ꎬ 八达岭、 山海关、 嘉峪关就

名列其中ꎮ １９８４ 年在小平同志 “爱我中华ꎬ 修

我长城” 的号召下ꎬ 掀起一场捐资修复保护长

城的全球华人行动ꎬ 开创了长城保护管理的新

局面ꎮ １９８７ 年ꎬ 长城与泰山、 北京故宫、 周口

店北京猿人遗址、 敦煌莫高窟、 秦始皇陵及兵

马俑一起成为我国首批世界遗产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国

务院批准实施 «长城保护工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总体工作方案»ꎬ 长城保护成为中央主导和重

点支持的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国务院公布施行 «长城保护条例»ꎬ 这是

国务院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专门性法

规ꎮ １０ 年来ꎬ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１９ 亿元ꎬ 实

施了 ２００ 余项长城保护项目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各级政府和全社会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

量工作ꎬ 为改善长城保护状况作出不懈努力ꎮ
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ꎬ 全面掌握历代长城

的各项基础资料ꎬ 夯实了长城保护的基础工

作ꎻ 组织实施山海关一期、 嘉峪关关城等重点

保护工程ꎬ 一批重要点段安全隐患得到整治ꎻ
加大执法督察力度ꎬ 一些破坏文物本体、 违法

建设、 擅自改变管理体制、 过度商业开发等违

法行为得到查处纠正ꎻ 积极设立保护机构ꎬ 落

实保护责任人ꎬ 加大财政投入ꎻ 探索符合当地

实际、 颇具特色的长城保护经验ꎬ 如北京、 河

北等地建立长城保护员长效机制ꎬ 内蒙古自治

区设立 “马背文物保护队”ꎮ 社会组织、 志愿

者、 新闻媒体等积极参与ꎬ 还设立了长城保护

专项基金和长城公益专项基金ꎮ 应该说ꎬ 这些

年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显著改善ꎬ 为进一步加强

长城保护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ꎮ
长城保护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ꎬ 必须充

分认识其艰苦性、 长期性ꎬ 始终如一地摆在重

要位置ꎮ 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ꎬ 长城保护管理

有其特殊性和艰巨性ꎮ 长城体量大ꎬ 跨越 １５ 个

省份ꎬ 总长两万多公里ꎻ 时间跨度长ꎬ 涉及春

秋、 战国、 秦、 汉、 唐、 辽、 金、 明等多个时

代ꎬ 保存现状各不相同ꎻ 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

为恶劣的地区ꎬ 多为土木或砖石结构ꎬ 历经大

自然数百上千年的侵蚀ꎬ 尤其是地震、 泥石

流、 洪水等突发自然灾害极易对脆弱的长城本

体造成直接破坏ꎻ 多位于远离中心城镇的崇山

峻岭、 戈壁荒漠之间ꎬ 保护工程实施十分不

便ꎬ 增加了保护难度ꎻ 加之长城沿线多为经济

欠发达地区ꎬ 财力、 人力有限ꎬ 日常保护管理

往往力不从心ꎮ 长城保护不仅面临上述客观因

素ꎬ 也存在管理问题ꎬ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ꎮ
一是人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ꎮ 开发建设性

破坏对长城造成的直接损害仍然存在ꎬ 长城沿

线居民生产生活与长城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

在ꎬ 过度旅游开发对长城及其历史风貌保护带

来不利影响ꎬ “驴友” 攀爬野长城对长城现状

带来扰动ꎮ
二是法定责任没有完全落实ꎮ 有的地方没

有依法落实长城保护机构、 队伍和资金ꎬ 有法

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ꎻ 长

城保护宣传教育力度不足ꎬ 全社会参与长城保

护的有效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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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加强ꎮ 长城保护工

作有标志说明、 有记录档案、 有保护范围、 有

专门保护机构和人员的 “四有” 基础工作仍不

尽如人意ꎬ 特别是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

定公布等工作需要加快推进ꎬ 长城重点段落保

护修缮项目储备、 实施还需加大力度ꎮ
三、 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ꎬ 切实保护好长城这一宝贵遗产
长城保护事关民族感情ꎬ 事关文化传承ꎬ

事关国家形象ꎮ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ꎬ 提升管理水平ꎬ 改善保护状况ꎮ
保护长城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树立正确的

长城保护理念ꎬ 按照科学规划、 整体保护、 分

段管理、 保用结合的原则ꎬ 坚持原状保护、 局

部加固、 重点修缮ꎬ 突出政府主导、 社会参

与、 惠及民生ꎬ 做好顶层设计ꎬ 细化工作部

署ꎬ 完善政策法规ꎬ 形成长效机制ꎬ 切实做好

长城保护工作ꎬ 发挥长城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ꎮ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采取有力措施

抓好落实ꎬ 力争在 “十三五” 期间ꎬ 建立健全

国家、 省、 市 (县)、 乡镇四级保护管理体系

和保护员制度ꎬ 确保长城全线实现保护巡查

“全覆盖”ꎻ 编制实施国家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省级长城保护规划和重要点段长城保护详细规

划ꎻ 科学安排长城保护利用工作ꎬ 实施一批长

城保护修缮、 抢险加固和保护设施建设项目ꎬ
新建一批保护状况好、 展示水平高、 管理能力

强的长城参观游览示范区ꎻ 建立长城动态监测

预警体系ꎬ 加大执法督察力度ꎬ 从根本上遏制

对长城的人为破坏ꎬ 彻底扭转长城保护工作不

尽如人意的局面ꎬ 切实保护好长城这一中华民

族的精神象征ꎮ
一要落实政府责任ꎮ 长城保护工作重在形

成机制ꎬ 落实责任ꎬ 加强监督ꎬ 必须将其作为

一项长期任务ꎬ 持之以恒地抓下去ꎮ 要严格遵

守 «文物保护法» 和 «长城保护条例»ꎬ 依法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ꎬ 理顺管理体制ꎬ 明确保护

职责ꎻ 建立切实有效的长城保护工作机制ꎬ 协

调解决长城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ꎻ 明确长城

管理段落的划定ꎬ 做到不留死角和空白ꎮ 中央

财政要加大经费投入ꎬ 在确保长城保护工程实

施的同时ꎬ 着力解决各地长城日常养护经费不

足等问题ꎬ 尤其要加大对长城沿线欠发达地

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ꎮ 各有关方面要

将长城保护工作纳入 “十三五” 规划ꎬ 在经费

和政策上予以倾斜ꎬ 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

务、 设置长城保护员公益性岗位等做法ꎮ 文物

局要切实履行监督、 检查职能ꎬ 加大对各地长

城保护的管理和指导ꎮ
二要发动群众保护ꎮ 长城点多、 线长、 面

广ꎬ 不能光靠政府部门唱 “独角戏”ꎬ 必须依

靠全社会共同参与ꎮ 要全面建立并落实长城保

护员制度ꎬ 做到长城日常巡查看护全线覆盖ꎮ
研究出台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的专项办法ꎬ
引导社会公众依法、 有序、 科学参与长城保

护ꎮ 发挥有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

的学术优势ꎬ 提高长城保护研究水平ꎮ 进一步

拓宽长城保护经费渠道ꎬ 积极稳妥地引导社会

资金参与长城修缮、 展示等领域ꎮ 广泛宣传普

及长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ꎬ 加大长城保护监督

力度ꎬ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ꎬ 不断

夯实长城保护的社会基础ꎮ
三要实施科学保护ꎮ 长城在自然因素影响

下日渐残损破败ꎬ 呈现出今天以遗址形态为主

的整体面貌ꎮ 长城保护总体思路应坚持原状保

护ꎬ 重视日常养护和监测ꎬ 最大程度消减自然

因素给长城安全造成的威胁ꎬ 妥善保护长城的

真实性、 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ꎮ 长城

保护工程实施要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

小干预的原则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局部加固和重

点修复ꎬ 及时消除隐患险情ꎬ 避免过度修缮和

借保护名义大规模 “新建长城”ꎮ 文物局要抓

紧组织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指导各有关地

区力争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前完成省级长城保护规

划ꎬ 并每年组织实施一批长城保护展示项目ꎮ
四要完善法制保障ꎮ «长城保护条例» 开

创了我国单项文化遗产国家立法的先河ꎬ 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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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保护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ꎬ 但由于形势

发展变化ꎬ 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法不

依、 执法不严等问题ꎮ 文物局要会同有关部门

针对新情况、 新问题ꎬ 抓紧组织修订 «长城

保护条例»ꎬ 增强有效性和可操作性ꎮ 长城沿

线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ꎬ 出

台地方性法规ꎬ 抓紧公布长城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ꎬ 为长城保护提供更加具体、 有

针对性的法制保障ꎮ 文物局要会同公安部等

部门和单位尽快组织专项执法检查ꎬ 严厉打

击破坏长城的违法建设行为和盗卖长城砖等

违法犯罪行为ꎮ
五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ꎮ 长城保护不能孤

立地只讲保护、 保而不用ꎬ 而要保用结合ꎬ 融

入沿线经济社会发展ꎬ 让当地群众享受到长城

保护的成果ꎮ 要发挥长城保护利用在经济转

型、 生态保护、 旅游发展、 促进就业等方面的

独特作用ꎬ 积极回应长城沿线居民改善生活的

需求ꎬ 推动长城保护惠及民生ꎬ 促进地区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ꎮ 文物部门要与发展改革、 财

政、 旅游等部门密切合作ꎬ 统筹协调长城保护

与城乡建设、 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的关系ꎬ 尤

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等项目涉及

长城保护时ꎬ 既要依法依规ꎬ 严格保护ꎬ 又要

主动作为ꎬ 服务发展ꎮ
六要弘扬长城文化ꎮ 长城文化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蕴含着中华民

族坚不可摧、 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ꎮ 文物、
宣传、 文化、 教育等部门要深入挖掘阐释长

城历史文化价值ꎬ 宣传长城历史故事、 历史

人物ꎬ 增强群众保护长城的自觉性和使命感ꎮ
运用全媒体传播、 制作科普宣传片、 出版通

俗读物等多种手段ꎬ 采用进校园、 进课堂等

多种方式ꎬ 加强对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长

城宣传教育ꎮ 加强长城重要点段的现场展示ꎬ
建立相关专题博物馆、 陈列室ꎬ 并辟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ꎬ 充分发挥长城在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

作用ꎮ
同志们ꎬ 长城保护工作意义重大ꎬ 任务艰

巨ꎮ 各有关方面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ꎬ 明确职责ꎬ 加强协作ꎬ 全面提

高长城保护水平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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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昌都市中小学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刘延东

各位老师、 同志们:
受党中央、 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委托ꎬ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来到西藏ꎬ 同各族人

民群众共庆西藏自治区成立 ５０ 周年ꎮ 今天恰逢

第 ３１ 个教师节ꎬ 我们专程来到实验小学ꎬ 与昌

都市中小学教师代表座谈ꎮ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 十分关心教师队

伍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

给 “国培计划 (２０１４) ” 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

修班参训教师回信ꎬ 强调扶贫必扶智ꎬ 让贫困

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ꎬ 勉励广大

教师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 教育扶贫的先行

者、 学生成长的引导者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ꎬ
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会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及优

秀乡村教师代表ꎬ 指出强国必先重教ꎬ 重教必

须尊师ꎬ 要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

好风尚ꎬ 以改革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提质发展ꎮ
这都充满了对广大教师的殷切希望ꎬ 是对教育

战线的巨大鼓舞ꎮ 在此ꎬ 我代表中央代表团团

长俞正声主席ꎬ 代表中央代表团昌都分团全体

成员ꎬ 向大家表示亲切的问候ꎬ 向你们并通过

你们向全市教育战线的干部职工、 向全国广大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
这里ꎬ 我主要讲三点意见:
第一ꎬ 人民教师贡献巨大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ꎮ 近年来ꎬ 在党中

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ꎬ 在各级党委、 政府

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ꎬ 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ꎬ 教育改革全面推进ꎬ 教育投入实现历史性

突破ꎬ 教育公平取得实质性进展ꎬ 教育质量稳

步提升ꎮ 我们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

系ꎬ 为民生改善、 为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广大教师不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ꎬ 坚守信念、 恪尽职守ꎬ 为学

生成长和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ꎬ 为民

族振兴、 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党和政府

感谢你们ꎬ 人民感谢你们!
刚才ꎬ 听了大家的汇报和发言ꎬ 讲得都很

好ꎬ 充分体现了昌都教育战线艰苦奋斗、 改革

创新的精神ꎮ 这是我第十次来西藏ꎬ 第一次来

昌都ꎬ ５０ 年来ꎬ 昌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无到

有、 从小到大、 从低水平到较高质量的发展历

程ꎬ 是整个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ꎮ 近年

来ꎬ 昌都市委、 市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ꎬ 教

育事业快速发展ꎬ 通过 “两基” 验收ꎬ 实现了

１５ 年免费教育ꎬ 农牧民子女及城镇困难家庭子

女在校生的 “三包” 政策正在实施ꎮ ５０ 年前ꎬ
昌都文盲率高达 ９５％ꎬ 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 １
个月ꎻ 今天ꎬ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０ ９％ꎬ 人

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７ ２ 年ꎮ 包括昌都在内的西

藏广大教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ꎬ 呕心

沥血、 默默耕耘ꎬ 用爱心谱写出了讲台上的璀

璨人生ꎬ 为一批批学子照亮了人生道路ꎬ 不愧

为雪域高原上播种希望的 “文明使者”ꎮ
第二ꎬ 国家教育资源向教师队伍倾斜

的政策导向坚定不移
近年来ꎬ 我们为广大教师办了一些大事实

事ꎬ 比如推出了特岗计划、 国培计划ꎬ 为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等ꎮ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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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还启动了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ꎬ 稳定

乡村教师队伍、 提高水平ꎬ 加快补齐教师队伍

建设的 “短板”ꎮ 今后ꎬ 我们对教师的支持力

度还要加大ꎮ 各地要继续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ꎬ 一如既

往地关心教师、 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

活ꎬ 改善教师待遇ꎬ 完善医疗、 养老、 住房等

社会保障ꎬ 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ꎬ 拓

展职业发展通道ꎬ 让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在全

社会更有光彩、 更有地位、 更有吸引力ꎮ
中央对西藏教育事业出台了很多力度很大

的支持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５ 日ꎬ 中央

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ꎬ 习近平总书

记、 李克强总理发表重要讲话ꎬ 明确提出要把

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ꎬ 坚持就业第一、 教育优先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教育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第六次全

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ꎬ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ꎬ 也对加强民族地区

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部署ꎮ 希望包括昌

都在内的西藏各级党委、 政府着力加强师资建

设ꎬ 提高教师待遇ꎬ 千方百计为教师办实事、
办好事ꎬ 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ꎬ 使教师成为最

受社会尊重的职业ꎮ 要把中央关心、 全国支援

同西藏教育工作者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ꎬ 继

续加大教育援藏力度ꎬ 每年选派教师进藏支

教、 组织西藏教师到内地培训ꎬ 重点加强以数

理化学科为主的内地教师进藏支教ꎬ 不断优化

教育结构ꎬ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ꎮ
第三ꎬ 希望广大教师坚守三尺讲台ꎬ

为人师表、 为国育才
人民教师浇灌祖国花朵ꎬ 既平凡又伟大ꎮ

三尺讲台ꎬ 造就国家栋梁ꎻ 一生坚守ꎬ 托举

民族未来ꎮ 希望广大教师不负使命ꎬ 做教书

育人的楷模ꎮ 坚守和奉献ꎬ 是教师最可贵的

品质ꎮ 广大教师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

业ꎬ 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ꎬ
以爱施教、 立德树人、 甘当人梯ꎬ 坚持育人

为本ꎬ 平等施教ꎬ 关爱每一名学生ꎬ 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ꎬ 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

育事业ꎮ 希望广大教师与时代同步ꎬ 做创新

教育的标兵ꎮ 没有教育的创新、 教师的创造ꎬ
就培养不出富有创新精神的各类人才ꎮ 广大

教师要把创新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ꎬ 不

断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ꎬ 拓宽知识视野、 扎

实知识功底、 更新知识结构ꎬ 提高综合素质

和创新教育的本领ꎬ 成为学生创新精神的呵

护者、 创造能力的培育者、 创业生涯的指导

者ꎮ 希望广大教师崇德修身ꎬ 做文明风尚的

表率ꎮ 学高为师ꎬ 身正为范ꎮ 希望广大教师

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ꎬ 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和传统美德ꎬ 加强师德修养ꎬ 以学识风范

和人格魅力引领社会风尚ꎮ
我们今天所在的学校ꎬ 是我们党在西藏创

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ꎬ 是西藏现代教育的起

点ꎬ 见证了西藏教育、 昌都教育改革发展的光

辉历史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ꎬ 希望西藏自治

区把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 走内涵发展道路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补齐 “短
板”ꎬ 精准发力ꎮ 要坚持不懈开展爱国主义和

民族团结教育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ꎬ 不断增强学生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 中

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ꎬ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筑牢民族

团结、 社会稳定、 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ꎮ 要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ꎬ 统筹用好国家的优惠政

策和财政支持ꎬ 巩固提高硬件建设水平ꎮ 继续

实施好 １５ 年免费教育ꎬ 逐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

公用经费、 “三包” 经费补助标准ꎬ 加强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ꎮ 要办好以

就业为导向的特色职业院校ꎮ 紧密围绕区域产

业布局和地方发展实际ꎬ 优化专业结构ꎬ 增强

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ꎮ 突出技

能培训导向ꎬ 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ꎬ 让孩子

们在校学一手、 毕业有出路、 就业有技能ꎬ 带

动家庭脱贫致富ꎮ 要坚持把双语教育贯穿始

终ꎬ 加大双语教育普及力度ꎬ 从娃娃抓起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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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ꎬ 确

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ꎬ
使他们能够走出家乡、 搭上现代化 “快车”ꎮ
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ꎬ 促进各民族

师生交往交流交融ꎮ 要扩大教育惠民ꎬ 切实提

高教育财政投入水平ꎬ 用好教育财政经费ꎬ 加

大学生资助力度ꎬ 完善落实营养改善计划ꎬ 让

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ꎬ 为社会主

义新西藏培养建设者、 接班人ꎮ
我相信ꎬ 昌都教育的明天会更美好! 扎西

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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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推动中国特色妇女事业发展

刘延东

２０１５ 年是中国正式提出并实施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

开 ２０ 周年ꎮ 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ꎬ «中国妇

女» 独家专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

总理、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延

东ꎬ 回顾 ２０ 年来党和国家积极践行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ꎬ 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所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ꎬ 展望进一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ꎬ 推进中国特色妇女事业发展的前景ꎮ
«中国妇女»: １９９５ 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上ꎬ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 “把男女平等

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ꎮ ２０
年来ꎬ 国家贯彻落实这一基本国策ꎬ 对于推动

我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事业产生了什么样的

重大影响?
刘延东: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男女平等

和妇女事业发展ꎬ 将实现男女平等作为衡量社

会文明的重要标准ꎮ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江

泽民提出: “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

展的一项基本国策”ꎬ 并强调党和国家十分重

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ꎬ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歧视

妇女的现象ꎬ 切实保障妇女在国家政治、 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和各项权益ꎮ ２００５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ꎬ 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分别写进了

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党的十八大报告ꎬ 使性别平

等由普通的观念意识上升为崇高的党和国家意

志ꎬ 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消除城乡、 行

业、 身份、 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

碍和就业歧视”ꎬ 充分表明党在全面深化改革

中高度重视促进性别平等ꎬ 消除就业中的性别

歧视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集体谈话时ꎬ 强调指出: 做好党的妇女工

作ꎬ 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

女ꎬ 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

量ꎬ 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是实现妇

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平等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 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正确道路ꎮ 要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在出台法律、 制定政

策、 编制规划、 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

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ꎮ 这些重要论断是党

和国家性别平等发展战略的创新和升华ꎬ 为促

进男女平等发展进程指明了方向、 目标和

使命ꎮ
这一切充分表明ꎬ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正

式提出和贯彻落实ꎬ 为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提供了坚

强保障ꎮ 将实现男女平等作为协调推进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和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部分ꎬ 充分表明党和国

家对大力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事业的高度

重视和坚定信心ꎮ
«中国妇女»: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２０

年来ꎬ 我国在落实 «北京宣言» 和 «行动纲

领»ꎬ 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刘延东: 中国作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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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主办国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 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ꎬ 始终把保障妇女权

益、 促进性别平等作为义不容辞的国家责任ꎮ
２０ 年来ꎬ 中国运用经济、 法律、 行政及舆论等

多种措施ꎬ 努力保障妇女在政治、 经济、 文

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

权利ꎬ 认真实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ꎬ 采取多

项举措促进妇女和女童发展目标的实现ꎮ
我国制定实施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ꎬ 通

过目标措施引领性别平等发展ꎮ 从 １９９５ 年

始ꎬ 国务院陆续制定发布了 «中国妇女发展

纲要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 «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三个纲要ꎬ 从明确目标责

任、 完善法律法规、 设计顶层制度、 落实相关

政策等方面ꎬ 积极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持续将实施妇女发展纲要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并通过法律规定使其

制度化ꎮ 各级政府在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中坚持

“五纳入”: 纳入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ꎬ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ꎬ 纳入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ꎬ 纳入为民办实事的发展项

目ꎬ 纳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和责任考核内容ꎬ
确保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 同步

实施、 同步落实ꎮ
２０ 年来ꎬ 制定或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母婴

保健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义务教育法、 婚

姻法、 就业促进法、 残疾人保障法、 法律援助

条例、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 ２０ 余部法律

法规ꎬ 不断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ꎮ
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不断完善ꎮ 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依法保障妇女权益、 促进性

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ꎮ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组成部门和单位由 １９９０ 年成立之初的

１９ 个发展为目前的 ３５ 个ꎮ 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和所有地 (市、 州、 盟)、 县 (市、 区、
旗) 政府均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ꎮ 各级

妇儿工委充分发挥统筹兼顾、 优势互补、 社会

联动的协同作用ꎬ 集中优势资源ꎬ 解决阻碍性

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突出问题ꎬ 取得显著

成果ꎮ
经过多年努力ꎬ 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进步ꎮ
一是妇女贫困状况显著改善ꎮ 在 ５９２ 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ꎬ 妇女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 ３％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９ ８％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妇女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分

别为 ８６７ 万人和 １８６７ 万人ꎬ 比 ２００６ 年分别增

加了 ７９ 万人和 １４１２ 万人ꎮ
二是男女受教育差距明显缩小ꎮ ２０１３ 年男

女童小学净入学率均为 ９９ ７％ꎬ 提前实现了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ꎮ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

高ꎬ ２０１３ 年ꎬ 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和硕士研究

生在 校 生 中 的 女 生 比 例 分 别 为 ５１ ７％ 和

５１ ４％ꎬ 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中的女生比例增至

３６ ９％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女性 １５ 岁及以上文盲率为

６ ７％ꎬ 比 １９９５ 年降低了 １７ ４ 个百分点ꎬ 女性

文盲人口比 １９９５ 年减少了 ７０００ 多万ꎮ
三是妇女健康水平显著改善ꎮ 妇女平均预

期寿命延长ꎬ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７７ ４ 岁ꎬ 比 ２０００ 年

提高 ４ １ 岁ꎮ 孕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ꎬ 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８ ８ / １０ 万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１ ７ / １０ 万ꎬ
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ꎬ 被世界卫生

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 １０ 个国家之一ꎮ
２００９ 年启动实施农村妇女 “两癌” (宫颈癌和

乳腺癌) 检查项目ꎬ 累计为 ４２７１ 万和 ６１５ 万农

村妇女分别进行了 “两癌” 免费检查ꎬ 救助贫

困患病妇女 ３１０７７ 人ꎮ
四是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提高ꎮ

２０１３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比例

为 ２３ ４％ꎬ 比第十届提高了 ３ ２ 个百分点ꎮ 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女委员比例为 １７ ８％ꎬ 比 ２０ 年

前提高了 ４ １ 个百分点ꎮ 公务员中的女性比例

提高ꎬ ２０１３ 年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录用的公务

员中女性比例为 ４７ ８％ꎮ ２０１３ 年村委会成员中

的女性比例为 ２２ ７％ꎬ 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 ７ 个百分

点ꎮ 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 ４８ ４％ꎬ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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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性比例为 ４１ ５％ꎮ 妇女成为基层社会治

理的重要力量ꎮ
五是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得到保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 ３４６４０ 万ꎬ 占就业总

数的 ４５％ꎮ 女性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６６１
万人ꎬ 占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 ４４ １％ꎬ 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９ 个百分点ꎮ 实施 “创业创新巾

帼行动”ꎬ 促进女性在新兴产业就业ꎬ 互联网

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 ５５％ꎮ 实施鼓励妇女就业

创业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ꎬ ２００９ 年至

今ꎬ 向妇女发放小额贴息贷款 ２２２０ ６２ 亿元ꎬ
扶持和带动千万妇女创业就业ꎮ 当今中国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中ꎬ 到处都有妇女的飒爽英

姿ꎬ 有妇女的参与奉献ꎮ
六是妇女享有社会保障的程度提高ꎮ 妇女

参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人数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妇女参

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

数分别达到 １４６１２ 万和 １２６５７ 万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分

别增加了 ６７４３ 万和 ７２８２ 万ꎻ 妇女参加生育保

险人 数 达 到 ７１１７ 万ꎬ 比 ２００５ 年 增 加 了

４８４４ 万ꎮ
总之ꎬ ２０ 年来ꎬ 我国积极践行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ꎬ 促进和推动 «北京宣言» 和 «行动纲

领» 的执行ꎬ 国家 “十一五” “十二五” 规划

纲要把促进性别平等、 保障妇女权益列入专门

章节提出明确要求ꎻ 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 的基本要求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有机融入各阶段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ꎬ 有

力推动了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ꎮ 同时ꎬ 强调全

球伙伴关系ꎬ 积极开展南南合作ꎬ 促进了 «北
京宣言» 和 «行动纲领» 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

经验和成果共享ꎮ
«中国妇女»: 当前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面临哪些挑战? 如何有针对性地作出努力?
刘延东: ２０ 年来ꎬ 党和国家积极推动落实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充分发挥促进性别平等的

责任主体作用ꎬ 为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做

出了不懈的努力ꎬ 在妇女与贫困、 妇女与教

育、 妇女与健康、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妇女

与经济、 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 妇女的人权与

法律、 妇女与媒体、 妇女与环境、 提高妇女地

位的机制与社会性别主流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历

史性进步ꎮ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 受多种因素影

响ꎬ 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消除性别歧视仍

面临一些挑战ꎬ 需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积极加以

解决ꎮ 具体来说: 在消除妇女贫困方面ꎬ 城乡

区域妇女发展不平衡未全面解决ꎬ 需要进一步

提升性别平等意识ꎬ 发挥社会组织在妇女减贫

中的作用ꎬ 重视和增强妇女在反贫困中的主体

作用ꎬ 推动扶贫资源向贫困妇女进一步倾斜ꎮ
在妇女经济权利保障方面ꎬ 妇女在资源占有和

收入方面与男性仍存在一定差距ꎬ 需要继续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ꎬ 完善分性别统计ꎬ 为

有家庭责任的就业人员提供社会支持ꎬ 继续提

高妇女的经济收入水平ꎬ 缩小男女的收入差

距ꎬ 真正实现在经济权利、 就业机会等方面的

男女平等ꎮ 在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方面ꎬ 妇女

参政比例较低、 决策中多任副职的状况尚未根

本改善ꎬ 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妇女参政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ꎬ 健全促进妇女参政的配套措施ꎬ
加强各级女干部及基层妇女骨干的能力建设ꎬ
为妇女参政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ꎮ 在反对

针对妇女的暴力方面ꎬ 已逐步建立起政府主

导、 多部门合作的预防和制止拐卖及反对家庭

暴力的机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ꎬ ８ 月 ２４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进行了审议ꎮ 但全社会反对针对妇女

的暴力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ꎬ 需要继续完善

相关立法ꎬ 加强社会宣传ꎬ 完善政府主导多部

门合作的综合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机

制ꎮ 在女童保护和发展方面ꎬ 不同群体女童的

生存发展仍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ꎬ 需要在立法

决策、 教育及大众传媒领域切实增强社会性别

敏感和儿童优先意识ꎬ 加大对不同女童群体生

存发展问题的关注ꎬ 坚决制止和依法严惩针对

女童的各种形式的暴力特别是性暴力等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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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为ꎮ 此外ꎬ 在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主

流、 提高妇女地位机制建设、 性别主流化策略

与方法探索等方面ꎬ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

设ꎬ 加大工作力度ꎮ
«中国妇女»: 请谈谈您对于中国妇女事业

的发展、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贯彻落实的

未来展望ꎮ
刘延东: 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始

终遵循的原则和坚持不懈的价值追求ꎮ 面向未

来ꎬ 我们要继续立足国情ꎬ 借鉴国际经验ꎬ 切

实有效地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领域、 社会生活各方面ꎬ 使之成

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具体实践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中ꎬ 通篇贯穿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精神ꎬ 从

妇女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出发ꎬ 着力解决关系

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ꎬ 让广大妇女生活得

更健康、 更幸福、 更有尊严ꎮ 具体说ꎬ 要扎实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完善和落实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ꎬ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ꎬ 构建以男女平等为

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ꎬ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ꎬ
缩小男女社会地位差距ꎬ 促进两性和谐发展ꎮ

要依法保障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

利ꎬ 尊重妇女的主体地位ꎬ 引导和支持妇女为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贡献巾帼力

量ꎬ 在参与奉献中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发展ꎮ
要加大对农村、 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妇女

发展的支持力度ꎬ 通过完善制度、 增加投入、
优化项目布局等措施ꎬ 缩小城乡区域妇女在人

均收入水平、 生活质量、 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服务、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ꎮ
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和公共政

策ꎬ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ꎬ 促进两性和谐发展ꎬ
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ꎬ 保障妇女平等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ꎬ 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和机会ꎬ 平等获得经济资源和参与经济发

展ꎬ 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ꎬ 平等享有

社会保障ꎬ 平等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ꎬ 使妇女

合法权益依法得到切实保障ꎮ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ꎬ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心愿ꎬ 是团结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旗

帜ꎬ 是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时代主题ꎮ 在这一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ꎬ 要充分发挥妇女 “半
边天” 作用ꎬ 坚定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ꎬ 以新的姿

态开创中国妇女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ꎮ
«中国妇女»: 请您通过 «中国妇女» 杂志

对广大妇女群众提些希望ꎮ
刘延东: «中国妇女» 杂志是我国具有光

荣革命传统、 具有权威影响力的主流女性杂

志ꎮ 创刊 ７６ 年来ꎬ 伴随着几代妇女的成长砥砺

前行ꎮ 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ꎬ 传播正能量ꎬ 是

党宣传妇女政策和精神的坚强舆论阵地、 团结

妇女群众的温暖之家ꎮ 在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 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宣

传妇女事业成就、 宣传女性先进榜样和先进性

别文化中ꎬ 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ꎮ
巾帼不让须眉ꎬ 时代成就梦想ꎮ 希望亿万

中国妇女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大力弘扬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

的时代女性精神ꎬ 顽强拼搏、 锐意进取、 主动

作为ꎬ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独特作

用ꎬ 用知识改变自身命运ꎬ 用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ꎬ 用奋斗书写出彩人生ꎬ 展示出半边天的伟

大作用和无穷力量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 «中国妇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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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
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刘延东

同志们:
今天ꎬ 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在

这里举行ꎬ 这是地方志系统的喜事和盛事ꎮ 我

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ꎬ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参加会议的

各位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
党中央、 国务院非常关心地方志工作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ꎬ 把历

史智慧告诉人们ꎻ 指示要统筹协调包括地方志

在内的多个部门和机构的力量ꎬ 深入开展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研究ꎮ 李克强总理专门为这次座

谈会作出重要批示ꎬ 下面我向大家宣读批示ꎮ
总书记、 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ꎬ 高屋建

瓴ꎬ 内涵丰富ꎬ 要求明确ꎬ 为我们今后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ꎮ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ꎬ 认真贯彻

落实ꎮ
地方志是历史智慧的结晶ꎮ 编修地方志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ꎮ 过去五年ꎬ 全国广

大地方志工作者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ꎬ 辛勤耕耘、 埋头苦干ꎬ 形成

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 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

业格局ꎬ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繁荣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 提

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作出了独特贡献ꎮ 实践证

明ꎬ 地方志队伍是一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

强、 饱含责任心的文化建设生力军ꎮ 今天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ꎬ 就是其中的杰

出代表ꎮ
今后五年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我

们党建党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ꎮ 我们将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ꎬ 按照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ꎬ 贯彻 “五个发展”
理念ꎬ 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

进ꎬ 这为地方志工作搭建了广阔的历史舞台ꎮ
地方志工作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ꎬ 认真落实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印发的 «全国地方志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ꎮ
一要找准时代定位ꎬ 忠实记录伟大历史进

程ꎮ 要翔实记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协调推

进的伟大进程ꎬ 将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客观、 全

面地载入史册ꎬ 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ꎬ 告诉后

人ꎬ 传之久远ꎮ
二要跟上时代步伐ꎬ 进一步完善编修方

法ꎮ 要拓展编修领域ꎬ 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

划任务ꎬ 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

盖ꎬ 基本形成包括编修地方志、 理论研究、 开

发利用、 保障的综合体系ꎬ 提升编修质量ꎮ
三要创新服务手段ꎬ 开发利用好地方志资

源ꎮ 要加快方志馆和地方志信息化建设ꎬ 用新

的理念和技术加强和创新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

利用ꎬ 推动地方公共文化建设ꎬ 使地方志更好

地发挥传承历史、 展现当今、 启引未来的作

用ꎬ 成为地方的 “精神名片”ꎮ
四要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ꎮ 要推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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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ꎬ 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

价值和恒久魅力ꎬ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

量ꎬ 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ꎬ 让世界更多了解中

国的过去ꎬ 更好理解中国的现在ꎮ
同志们ꎬ 地方志事业发展离不开一支能吃

苦、 能战斗、 富有改革创新和奉献担当精神的

地方志编修和研究队伍ꎬ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继续发扬担当精神、 引领精

神ꎬ 直笔著史ꎬ 再创佳绩ꎮ 希望广大地方志工

作者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使命意识ꎬ 学习先

进ꎬ 赶超先进ꎬ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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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遵义会议 ８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刘奇葆

同志们:
今天ꎬ 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８０ 周年ꎬ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ꎬ 重温党的光辉历

史ꎬ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ꎬ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

革命传统ꎮ 此时此刻ꎬ 我们怀着无比敬仰的心

情ꎬ 深切怀念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

德、 邓小平、 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ꎬ
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ꎮ 这里ꎬ 我代表

党中央ꎬ 向革命前辈们表示崇高敬意! 向革命

先烈的亲属和后代表示亲切慰问ꎬ 向英雄的贵

州老区人民表示诚挚问候!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ꎮ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ꎬ 由于 “左” 倾路线

的错误指挥ꎬ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遭受

严重挫折ꎬ 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ꎬ 开始实

行战略转移ꎮ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ꎬ “左” 倾

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ꎮ 在连续

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ꎬ 红军

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ꎮ 在严酷的事

实面前ꎬ 党中央果断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ꎬ
到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ꎮ 为纠正 “左” 倾教条

主义、 冒险主义错误ꎬ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中

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ꎮ 会议总结了第

五次反 “围剿” 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

的教训ꎬ 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

问题ꎬ 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

和军事问题ꎬ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ꎬ 挽救了

党ꎬ 挽救了红军ꎬ 挽救了中国革命ꎬ 打开了中

国革命的新局面ꎮ

遵义会议以其重大的历史贡献ꎬ 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ꎬ 永载史册、 永放

光芒ꎮ 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战略战

术ꎬ 使党领导红军完成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战略

转移ꎬ 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ꎬ 奠定了中国革

命走向胜利的基础ꎮ 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

的基本方针原则ꎬ 从此ꎬ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

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ꎬ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

问题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

红军的领导地位ꎬ 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ꎬ 开始从根本

上改变了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ꎬ 为按照民主

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经验ꎬ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

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ꎮ
８０ 年岁月峥嵘ꎬ ８０ 年沧桑巨变ꎮ 遵义会议

形成的革命传统、 孕育的宝贵精神ꎬ 始终是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ꎮ 当前ꎬ 我们

正在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

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ꎬ 为实

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中国革命历史是

鲜活的教科书ꎬ 是最好的营养剂ꎮ 我们要从中

汲取养分、 增添力量ꎬ 把遵义会议形成的革命

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ꎮ
一、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ꎬ 必

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遵义会议一个重要历史贡献ꎬ 就是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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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特点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重

大问题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ꎬ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ꎬ 紧密结合

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ꎬ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ꎬ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ꎬ 是指导

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ꎮ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ꎬ 坚持全面学、 及时学、 跟进学ꎬ
做到深入学习、 联系实际ꎬ 推动讲话精神进

机关、 进学校、 进社区、 进乡村、 进企业、
进军营ꎮ 要把学习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ꎬ 同解决改革发展稳

定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ꎬ 同提高党员干部

思想理论水平结合起来ꎬ 切实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

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二、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ꎬ 必

须树立崇高理想信念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自信
遵义会议召开前ꎬ 中央红军陷入极度困

境ꎬ 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ꎮ 面对严峻复杂的

斗争形势ꎬ 遵义会议 «决议» 坚定地指出ꎬ 中

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ꎬ 他是

不能消灭的ꎬ 他是不能战胜的ꎬ 并发出 “胜利

必然是我们的” 豪迈号召ꎮ 正是凭着对崇高革

命理想的矢志坚守ꎬ 党中央和红军才得以转危

为安ꎬ 中国革命才得以化险为夷ꎮ “革命理想

高于天”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 我们要持续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ꎬ
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展开ꎬ 在广大群众中深入展

开ꎬ 在全社会深入展开ꎬ 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鲜明特色和显著

优势ꎬ 深刻把握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精神实质

和实践要求ꎬ 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自信ꎬ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ꎮ
三、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ꎬ 必

须传承革命文化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中ꎬ 创造了鲜明独特、 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ꎬ
遵义会议形成的革命传统ꎬ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革命文化凝结着我们党的价值理念和精

神追求ꎬ 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鲜

亮底色ꎬ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丰厚滋

养ꎮ 我们要十分珍视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ꎬ 发

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ꎬ 用革命文化传播

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和精

神推动力ꎮ 要广泛开展党史国史学习教育ꎬ 生

动鲜活地讲好革命传统故事ꎬ 热情讴歌党的丰

功伟绩ꎬ 引导人们在缅怀革命先烈中感悟崇

高ꎬ 在追寻党的奋斗足迹中激发斗志ꎬ 让红色

基因在中华大地接续传承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要在

全社会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ꎬ 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抗战遗址、 遗迹的保护和利用ꎬ 精

心组织有庄严感的典礼仪式ꎬ 唱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ꎮ
四、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ꎬ 必

须独立自主勇闯新路ꎬ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
动事业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认识中国ꎬ 真正

懂得独立自主ꎬ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ꎮ” 回顾

党的历史ꎬ 正是有了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ꎬ
我们党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ꎬ 赢得了中国

革命的伟大胜利ꎮ 也正是有了改革创新的责任

和担当ꎬ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

局面ꎬ 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ꎮ 当前我

国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ꎬ
在前进道路上ꎬ 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 墨守成

规ꎬ 也不能罔顾国情、 东施效颦ꎬ 必须大力弘

扬独立自主、 改革创新的精神ꎬ 依靠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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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ꎬ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

展前景ꎮ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主动适应和引领新

常态ꎬ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破解经济社

会发展难题ꎬ 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 敢

于过深水区ꎬ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ꎬ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伟大事业ꎮ
五、 继承发扬遵义会议革命传统ꎬ 必

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ꎬ 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
遵义会议最深刻的历史启示ꎬ 就是必须把

我们党建设成为思想上统一、 政治上坚强、 组

织上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ꎬ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

实现全党的高度统一和紧密团结ꎮ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ꎬ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的必然要求ꎬ 必须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ꎮ 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党的

建设ꎬ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ꎬ 不断

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ꎬ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ꎬ 继续保持作风转变的好

势头ꎬ 决不让 “四风” 反弹ꎮ 要坚定不移地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ꎬ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强化党的观

念ꎬ 增强党的意识ꎬ 始终与党风雨同舟、 同心

同德ꎮ 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ꎬ 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

地位ꎬ 确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引领发

展进步ꎬ 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ꎮ
同志们ꎬ 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时间最

长、 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ꎬ 贵州各族群众为迎

接红军、 支持长征、 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付出了

巨大牺牲ꎬ 作出了重大贡献ꎬ 党和人民永远不

会忘记ꎮ 当前ꎬ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正站在新的

起点上ꎬ 面临着重大机遇和大好形势ꎮ 我们相

信ꎬ 在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革命传统的激

励下ꎬ 贵州一定能够实现后发赶超、 加快全面

小康建设的目标ꎬ 创造多彩贵州更加幸福美好

的未来ꎮ
同志们ꎬ 遵义会议召开 ８０ 年来ꎬ 我们党和

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ꎬ 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

和生命矢志追求的伟大梦想ꎬ 正一步步变为现

实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ꎬ 发扬优良传统、 奋力开拓进

取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贵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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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在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营造更加清朗的网上网下文化空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 月 １９ 日ꎬ 第二十八次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宣部部长、 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小

组组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

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以打击非法出版物为首要任务ꎬ 以互联网

为主战场ꎬ 以开展专项行动为主要抓手ꎬ 切实

加强日常监管ꎬ 严厉查办大案要案ꎬ 营造更加

清朗的网上网下文化空间ꎬ 有力维护意识形态

安全和文化安全ꎮ
刘奇葆强调ꎬ 要强化源头治理ꎬ 坚持关口

前移ꎬ 深入打击非法出版活动ꎬ 严密封堵各类

有害出版物和信息ꎮ 要严格落实网站责任ꎬ 强

化行业自律、 规范行业行为ꎬ 严厉打击网络淫

秽色情信息ꎬ 推动网络风气和干净程度进一步

好转ꎮ 要严打新闻敲诈ꎬ 保持高压态势ꎬ 加大

曝光力度ꎬ 坚决清除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ꎬ
推动新闻传播秩序有更大改观ꎮ 要开展 “护

苗” 行动ꎬ 深入打击有害及非法少儿出版物ꎬ
净化少儿文化市场ꎬ 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ꎮ 要

查办大案要案ꎬ 坚决遏制非法出版活动和淫秽

色情信息的反弹ꎬ 推动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ꎮ
要强化法治思维ꎬ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ꎬ 加强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ꎬ 不断提高 “扫黄打非” 工作

法治化水平ꎮ

(摘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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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宣传文化系统 “基层工作
加强年” 各项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刘奇葆

今年是宣传文化系统 “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最近中宣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基

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意见» 和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为加强基层

工作进一步明确任务ꎬ 并提供指导和推动ꎮ
一、 关于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在基层ꎬ 工

作主体在基层ꎬ 任务落实靠基层ꎮ 我们要充分

认识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ꎬ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ꎬ 以更加有力有效的举

措ꎬ 切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ꎬ 推动整个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ꎮ
１. 把抓基层作为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重点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ꎬ 加强工作指导ꎬ 加大支持力度ꎬ 出台扶

持政策ꎬ 把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倾斜ꎬ 基层工

作呈现出不断加强的态势ꎮ 现在ꎬ 很多地方

基层工作条件有了改善ꎬ 工作队伍得到充实ꎬ
工作效果明显提升ꎮ 但也要看到ꎬ 重视不够、
力量不足、 方式手段不适应、 保障措施不到

位、 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ꎬ 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

到根本扭转ꎮ
我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ꎬ 把今年确

定为 “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并制定了专门工作

意见ꎬ 提出了主要任务ꎬ 明确了工作措施ꎬ 配

套了相关政策ꎮ 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个 «意见»ꎬ
坚持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ꎬ 进一步增添措施、
整合资源、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ꎬ 着力加强基层

思想政治工作ꎬ 着力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ꎬ 着力加强设施阵地和工作队伍建设ꎬ 打

牢基层基础、 补齐工作短板ꎬ 使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强起来ꎮ
２. 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ꎮ 思

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ꎬ
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ꎮ 当前ꎬ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正在阔步前进ꎬ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正在协调推进ꎬ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ꎮ 面对我国进入经济发

展新常态ꎬ 需要人们思想观念、 发展理念有一

个大的转变ꎬ 统一思想认识、 引导社会预期、
提振发展信心的任务很重ꎻ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

进入关键期ꎬ 需要有效整合各种利益关系ꎬ 凝

聚改革共识、 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很重ꎻ 面对

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元多样多变ꎬ 需要进一步

巩固主流思想舆论ꎬ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

任务很重ꎮ 我们要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ꎬ 大

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ꎬ 不能有丝毫放松

和削弱ꎮ
具体到基层ꎬ 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ꎮ 一是抓好理想信念教育ꎮ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ꎬ 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ꎬ 必须有共同

的理想信念作支撑ꎮ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深入学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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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贯彻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深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宣传教育ꎬ 坚定

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坚定理想信念、 鼓舞斗志信心ꎬ 是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ꎮ 二是抓好理顺情绪、
化解矛盾的工作ꎮ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直接面对

群众ꎬ 要紧紧围绕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ꎬ 从群

众最关心的就学就业、 医疗卫生、 房价物价、
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等问题入手ꎬ 广泛开展形

势政策教育ꎬ 把党和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讲明

白ꎬ 把对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清楚ꎮ 要坚持尊重

人、 理解人、 关心人ꎬ 充分运用平等交流、 民

主讨论的方法ꎬ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ꎬ 培

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ꎮ 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

依法按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ꎬ 把面上教

育引导与个别交流疏导结合起来ꎬ 增强工作针

对性实效性ꎬ 努力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ꎮ

当前ꎬ 要着力抓好法治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 家庭意识等方面教育ꎮ 要深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ꎬ 围绕国家宪法日等精心组

织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ꎬ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ꎬ 形成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ꎮ 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ꎬ 围绕重大活动、 重要节庆日ꎬ 设计开展有

教育意义的活动和有庄严感的典礼仪式ꎬ 增进

人们爱国情感ꎬ 自觉维护祖国利益、 尊严和荣

誉ꎮ 要加强社会责任教育ꎬ 引导人们积极履行

社会义务ꎬ 勇于同不良社会现象作斗争ꎬ 做有

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现代公民ꎮ 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ꎬ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ꎮ 要注重家庭、 注

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广泛开展 “五好文明家

庭” 创建ꎬ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培育人们的孝心、 爱心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

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

年人老有所养ꎬ 让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ꎮ

３. 找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

点ꎮ 今年年初ꎬ 中办、 国办印发的 «关于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ꎬ 对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项目、 硬件设施和人员配

备等方面标准ꎬ 提出了具体要求ꎬ 明确了抓什

么、 怎么抓的问题ꎮ 要结合各地实际ꎬ 找准工

作着力点ꎬ 统筹服务设施阵地建设ꎬ 加大优质

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坚持具体抓、 抓具体ꎬ
讲求实际、 注重实效ꎬ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 均等化ꎮ
找准工作着力点ꎬ 必须在有用、 适用、

综合、 配套上下功夫ꎮ 有用ꎬ 就是要坚持需

求导向ꎬ 优先安排建设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

的文化设施ꎬ 积极提供群众用得上的文化产

品和服务ꎬ 把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

很好地对接起来ꎮ 适用ꎬ 就是要坚持因地制

宜ꎬ 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为基础ꎬ
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 消费习惯和接受心理ꎬ
细化地方实施标准ꎬ 着力建设方便实用的文

化设施和服务ꎮ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一些加

法ꎬ 增加一些差异化的具体内容和服务方式ꎬ
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ꎮ 综合ꎬ 就

是要坚持科学统筹ꎬ 整合基层宣传文化、 党

员教育、 科学普及、 体育健身等设施ꎬ 建设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促进服务设施资

源综合利用、 共建共享ꎮ 配套ꎬ 就是要坚持

有效衔接ꎬ 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融入城乡建

设总体规划ꎬ 做到统筹规划、 一体建设ꎬ 同

时完善建、 管、 用机制ꎬ 做到资金到位、 人

员到位、 政策到位ꎬ 确保有钱办事、 有人干

事ꎬ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ꎮ
４. 建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ꎮ 基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强起来ꎬ 关键是队伍要强起来ꎮ
近年来ꎬ 各地认真贯彻中宣部等六部门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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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基层队伍不断壮大ꎬ 能力

素质有了提升ꎬ 但也存在着工作不平衡、 落实

不到位的问题ꎮ 要加大 «意见» 的督查落实力

度ꎬ 进一步充实工作力量ꎬ 改善工作条件ꎬ 把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好建强ꎮ
在工作中ꎬ 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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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造专兼结合的工作队伍ꎮ 要坚持党管宣

传、 党管干部的原则ꎬ 加强县级宣传文化部门

干部队伍建设ꎬ 配齐配好乡镇、 村和街道、 社

区宣传文化工作人员ꎮ 要积极支持民间文化人

才队伍发展ꎬ 大力扶持和管好民间文艺社团、
演出团体和业余文化队伍ꎬ 重视发现培养基层

文化活动骨干和带头人ꎬ 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

用ꎮ 要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ꎬ 鼓励专业文化工

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

文化活动ꎮ 二是加强队伍培训ꎮ 要建立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队伍培训上岗制度ꎬ 实施基层宣传

文化队伍培训工程ꎬ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员

培训ꎬ 充实内容、 丰富形式ꎬ 提高教育培训的

质量水平ꎬ 促进队伍素质不断提升ꎮ 三是完善

激励机制ꎮ 要关心爱护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者ꎬ
改善他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ꎬ 对长期坚守基

层、 作出突出业绩的先进工作者要进行表彰ꎬ
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ꎬ 鼓励更多的人扎

根基层、 建功基层ꎮ
５. 着力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ꎮ

现在ꎬ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环境、 对象和

范围发生了深刻变化ꎬ 做好基层工作ꎬ 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ꎮ 要把创新作为加强

基层工作的不懈追求ꎬ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

上ꎬ 贴近群众谋创新ꎬ 着眼发展谋创新ꎬ 紧盯

问题谋创新ꎬ 力求创在点子上、 新在关键处ꎬ
不断增强工作的生机活力ꎮ

一要创新工作方法ꎮ 基层工作必须充分考

虑不同群体和对象的实际ꎬ 用分众化、 对象化

的方式开展工作ꎬ 有针对性地确定目标任务和

具体内容ꎬ 设计不同的宣传形式和教育载体ꎬ
把工作做到每个人、 覆盖到每个群体ꎮ 要坚持

虚功实做ꎬ 多采取抓项目、 办实事的做法ꎬ 多

运用个性化、 互动化的方式ꎬ 提高群众的关注

度参与度ꎬ 提升宣传教育效果ꎮ
二要创新传播渠道ꎮ 现在ꎬ 我们已经进入

一个传播 “微时代”ꎬ 要善于运用全媒体多样

化的传播方式ꎬ 用好微博、 微信、 微视、 微电

影等载体及分众化平台ꎬ 丰富传播形态和传播

样式ꎬ 使宣传教育更立体、 更鲜活ꎮ 要善于运

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ꎬ 说群众能懂的

话ꎬ 讲群众身边的事ꎬ 使基层工作的内容形

式、 语言风格符合群众的口味、 适应人们的接

受习惯ꎬ 更有吸引力感染力ꎮ
三要创新工作机制ꎮ 要针对当前基层公共

文化设施服务水平不够、 服务效能不高的问

题ꎬ 完善运行管理机制ꎬ 把政府力量、 社会力

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ꎬ 探索运用政府购买、
市场机制、 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ꎬ 整合资源ꎬ
逐步增加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总量ꎮ 要

创新服务方式ꎬ 探索引入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士

参与管理运营ꎬ 提高社会化专业化水平ꎮ 要完

善群众需求反馈机制和效果评估机制ꎬ 及时了

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ꎬ 精心设计知晓率、 认同

度、 满意度等评价指标ꎬ 以科学的评估求取更

大的工作效果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ꎬ 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ꎮ 这几年ꎬ
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基层工作

的政策ꎬ 比如ꎬ 把社区文化中心纳入城市规

划ꎬ 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 １％ꎬ 用于社

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ꎻ 比如ꎬ 建立健全中央

和省、 市三级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ꎬ 保证

一定数量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乡镇和村

的文化建设ꎻ 比如ꎬ 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中心) 至少配备编制人员 １—２ 人ꎻ 等等ꎮ
要用好用足这些政策ꎬ 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提供有力保障ꎮ
二、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认知

认同是基础ꎬ 付诸行动是关键ꎮ 这次制定的

«行动方案»ꎬ 是中央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配套文件ꎬ 是深

化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步骤ꎮ «行动方案»
着眼践行、 立足行动ꎬ 着力把原则要求具体

化ꎬ 对下一步要开展的活动、 采取的行动作

了明确安排ꎮ 落实好 «行动方案»ꎬ 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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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关键是要动员起来、
组织起来、 行动起来、 坚持下去ꎮ 动员起来ꎬ
就是要广泛宣传教育ꎬ 深入阐释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 实践要求ꎬ 深刻揭示核心价值

观与人们的学习、 工作、 生活的关系ꎬ 与成

长成才、 国家社会家庭的关系ꎬ 把广大干部

群众发动起来ꎬ 增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ꎮ 组织起来ꎬ 就是要统筹各

方力量ꎬ 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ꎬ 推动各部门、
各单位和各社会团体ꎬ 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作

为分内之事、 应尽之责ꎬ 发挥各自优势ꎬ 加

强协同配合ꎬ 做到全方位展开、 全领域覆盖ꎮ
行动起来ꎬ 就是广泛探索实践ꎬ 在贯穿结合

融入上下功夫ꎬ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推动各项活动在企业、 农村、 机关、 学校、
社区广泛展开ꎬ 形成核心价值观建设人人参

与、 全民行动的生动局面ꎮ 坚持下去ꎬ 就是

做到持之以恒ꎬ 一以贯之地抓、 一天不放松

地抓、 从具体事情抓起ꎬ 保持久久为功的韧

劲和耐心ꎬ 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ꎬ 以积水

成渊、 积土成山的劲头推进各项任务ꎮ
１. 推动工作向倡导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

价值要求延伸ꎮ 核心价值观 “三个倡导” １２ 个

主题词ꎬ 涵盖国家、 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价

值要求ꎬ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ꎮ 推进核心价值观

建设ꎬ 公民层面是基础ꎮ 去年以来ꎬ 我们侧重

从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层面ꎬ 设计开展了学雷锋

志愿服务、 诚信教育、 孝敬教育、 勤劳节俭教

育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ꎬ 培育传承良好

家风家教、 校风校训、 企业精神和乡贤文化ꎬ
推进 “三严三实” 宣传教育ꎬ 收到很好的社会

效果ꎮ 这方面工作要保持力度和热度ꎬ 努力往

深里做、 往实里做ꎮ
在抓好公民层面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教育实践的基础上ꎬ 要推动工作向国家层面和

社会层面延伸ꎮ 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围绕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着眼倡导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ꎬ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ꎬ 找准工

作抓手ꎬ 设计活动载体ꎬ 引导人们自觉践行国

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ꎮ 今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７０ 周年ꎬ 要深入开展 “勿忘国耻、 圆梦中

华” 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大力弘扬伟大民族

精神和抗战精神ꎬ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ꎮ
２. 在各行各业深入持久开展主题实践活

动ꎮ 践行核心价值观ꎬ 必须立足各行各业的实

际工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ꎬ 否则就容易成为

“两张皮”ꎬ 也很难持续ꎮ «行动方案» 安排的

活动项目ꎬ 都是从实践中来的ꎬ 是经验的提

炼ꎬ 是各行各业长期开展的品牌项目ꎮ 开展好

这些活动ꎬ 既是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推动ꎬ 也

是对各行各业工作的推动ꎮ 要把这些活动紧紧

抓在手上ꎬ 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ꎮ 同时ꎬ 要在

实践中积极探索、 总结提炼ꎬ 不断充实内容、
完善载体、 创新形式ꎬ 使各项活动既保持相对

稳定ꎬ 又富有生机活力ꎮ
公益活动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ꎮ

目前ꎬ 我们抓的很多活动都具有公益性ꎬ 各

行各业也开展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公益活动ꎬ
比如ꎬ 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

务献血、 捐赠器官等ꎮ 这些公益活动ꎬ 传递

了人间真情ꎬ 彰显了美德善行ꎬ 本身就是提

倡和弘扬核心价值观ꎮ 要把公益活动与核心

价值观建设更好地联系起来ꎬ 在全社会广泛

开展公益活动ꎬ 引导人们在为他人送温暖、
为社会作贡献中提升精神境界ꎬ 使参与公益

活动的过程成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过程ꎮ 现

在ꎬ 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公益活动的重要平台ꎮ
要重视开展网络公益活动ꎬ 推动网站根据各

自特点进行设计ꎬ 吸引网民广泛参与ꎬ 让公

益正能量传导到网络的每个角落ꎮ 网络公益

活动开展好了ꎬ 也将使互联网的底色更加鲜

亮、 网络空间更加清朗ꎮ
３. 用良法善策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ꎮ 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必须有法律政策

的刚性约束和有力支撑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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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ꎬ 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法律政策ꎬ
用法律政策为核心价值观建设保障助力ꎬ 尤为

必要和紧迫ꎬ 这带有根本性ꎮ 要以核心价值观

为统摄ꎬ 推动做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ꎬ
通过法律法规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ꎮ 现在ꎬ 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和修订一

系列法律法规ꎬ 比如ꎬ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 «食品安全法»、 «志愿服务条例» 等ꎬ
要把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立法原则和法律条

文中ꎬ 使法律法规更好地弘扬真善美、 打击假

恶丑ꎮ 法律法规的权威在于执行ꎮ 要更多地运

用法律的武器ꎬ 扶正祛邪ꎬ 激浊扬清ꎬ 使违背

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符合核心价值观

的行为得到鼓励ꎮ
各行各业的公约守则、 行为准则与人们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ꎬ 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

手ꎮ 现行的很多行为准则比较原则笼统、 大而

化之ꎬ 操作性不强ꎮ 要推动完善各行各业的规

范守则ꎬ 把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范、 团体章程之

中ꎬ 使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无时

不有ꎬ 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遵循ꎮ
４. 锲而不舍地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ꎮ 价值

观建设ꎬ 建设的是理想信念、 思想道德、 文明

风尚和好与坏、 善与恶的标准ꎬ 有其自身的特

殊规律ꎮ 历史地看ꎬ 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

确立ꎬ 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我国古代社会形

成 “仁义礼智信” 的价值观ꎬ 用了上千年的时

间ꎮ 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间还不

长ꎬ 要把这项功在当代、 利在长远的战略任务

做好ꎬ 不可能一蹴而就、 毕其功于一役ꎮ 现

在ꎬ 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一定的认

识ꎬ 但要成为全民的行动自觉ꎬ 还有大量工作

要做ꎮ 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ꎬ 持续抓、 反

复抓ꎬ 坚持不懈地提倡和培育ꎮ 要紧紧围绕内

化于心、 外化于行的要求ꎬ 坚持面向全民抓落

实ꎬ 着力抓好党员干部、 公众人物、 青少年、
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ꎬ 发挥他们的影响和带动

作用ꎬ 推动全社会广泛持久地践行核心价值

观ꎮ 要及时总结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ꎬ
不断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ꎮ

公益广告是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传播价值

观的有效方式ꎮ 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高度重视公

益广告宣传ꎬ 大力开展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活动ꎬ 推出了

“梦娃”、 “一双筷子”、 “关爱老人饺子篇”
等优秀作品ꎬ 形象生动地传播社会主流价值ꎬ
成为我们工作的一大亮点ꎮ 要认真总结成功经

验ꎬ 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创新ꎬ 使公益广告

越办越活、 越办越好ꎮ 一要突出思想内涵ꎮ 好

的公益广告作品ꎬ 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鲜

明的价值导向ꎬ 能够打动人心、 浸润心灵ꎬ 引

人向上向善ꎮ 要进一步用好 “图说我们的价值

观” 这个品牌ꎬ 紧紧围绕 “三个倡导” １２ 个

主题词进行形象化解读、 故事化表达ꎬ 让人们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得到提高ꎮ 二要加强

创意设计ꎮ 公益广告要吸引人、 感染人ꎬ 离不

开高水平的创意设计ꎮ 在这方面ꎬ 我们还有不

小的差距ꎬ 有的作品表达方式生硬、 表现手法

单一ꎬ 人们不愿看、 不爱看ꎮ 解决这个问题ꎬ
要在创意设计上多动脑筋、 多下功夫ꎬ 让公益

广告美起来、 动起来、 活起来ꎮ 要提倡风格多

样ꎬ 兼顾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ꎬ 针对不同受众

的接受习惯ꎬ 充分运用各种文化样式和表现形

式ꎬ 注入现代气息和时尚元素ꎬ 推出更多接地

气、 有人气的公益广告作品ꎮ 要积极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进行设计创作ꎬ 增强视听冲击力和艺

术感染力ꎬ 让更多的观众听众特别是青少年想

看爱看ꎮ 三要加大刊播力度ꎮ 媒体是传播公益

广告的主渠道ꎮ 从目前情况看ꎬ 大报大刊大台

刊播多、 力度大ꎬ 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做得

还不够ꎮ 各级各类媒体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ꎬ
舍得拿出黄金时段、 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ꎬ 常

态化刊播公益广告ꎮ 要做好城乡基层公共场所

的公益广告宣传ꎬ 把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各类

生活场景之中ꎬ 打造 “街头正能量”ꎮ 要完善

公益广告法律政策ꎬ 把公益广告宣传纳入 «广
告法» 修订ꎬ 研究制定扶持公益广告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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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等政策ꎬ 促进公益广告宣传制度化长

效化ꎮ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大有可为、 大有作

为ꎮ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ꎬ 锐意创新、 开拓进取ꎬ 夯实基

础、 做强基层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党建»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本文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

奇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

化工 作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上 的 讲 话ꎬ 发 表 时 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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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刘奇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ꎬ 在湖州市安吉县考察时提出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的重要论断ꎬ 强调决不能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ꎬ 要有所为有所

不为ꎬ 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ꎬ 既要金山银

山又要绿水青山ꎬ 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ꎬ
但金山银山买不到绿水青山ꎮ 这一关于 “两

山” 关系的科学论断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论述的重要内容ꎬ 深刻揭示出了一

个带有根本性的发展规律ꎬ 精辟概括了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ꎬ 包含着尊

重自然、 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

发展理念ꎬ 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展示出长远的战略眼

光ꎮ 在这样的发展理念指导下ꎬ 浙江率先拉开

了 “建设美丽乡村” 的序幕ꎮ １０ 年来ꎬ 浙江几

届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ꎬ 大力实施 “千村示

范、 万村整治” 工程ꎬ 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取得突出成效ꎮ 浙江的经验集中体现了

建设美丽乡村、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

要求ꎬ 是下一步在全国推开和深化美丽乡村建

设的宝贵财富ꎮ
一、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美

丽乡村、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提出了一系

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要求ꎮ 强调

中国要美ꎬ 农村必须美ꎬ 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

村打基础ꎬ 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ꎮ 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

走符合农村的建设路子ꎬ 注意乡土味道ꎬ 体现

农村特点ꎬ 记得住乡愁ꎬ 留得住绿水青山ꎮ 强

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ꎬ 村庄是

乡村文明的载体ꎬ 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ꎬ
要保留乡村风貌ꎬ 坚持传承文化ꎮ 强调搞新农

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ꎬ 因地制宜搞好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ꎬ 尽快改变农村脏乱差状

况ꎬ 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ꎮ 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ꎬ 饱含对农村和农民的

深情ꎬ 不仅为建设美丽乡村、 美丽中国指明了

方向ꎬ 也为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ꎮ
美丽乡村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

达ꎬ 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凝练概括ꎮ 建设美

丽乡村ꎬ 是党中央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重大举措ꎬ 是在农村落实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的总抓手ꎮ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对于顺应农民期盼、 满足

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ꎬ 对于提高农民

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ꎬ 对于亿万农民

实现全面小康ꎬ 享受美的环境、 养成良好美

德、 过上美好生活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 各地按照中央决策部署ꎬ 大力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实践ꎬ 农村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成

效ꎬ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改善ꎬ 农民文明素

质和农村文明程度得到提升ꎬ 在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 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方面ꎬ 发挥了积极作

用ꎮ 同时要看到ꎬ 对照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ꎬ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面临不少挑战、 存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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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比如ꎬ 数亿农民进城务工ꎬ 农村空心化

现象突出ꎬ 一些地方的农村正在变成荒芜的农

村、 留守的农村、 记忆中的故园ꎮ 比如ꎬ 农村

环境治理面临巨大压力ꎬ 一些地方村容村貌脏

乱差ꎬ 一些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ꎬ 面源污染、
土壤污染、 饮水安全等问题还普遍存在ꎮ 比

如ꎬ 农村社会风气有待改善ꎬ 一些地方诚信缺

失、 厚葬薄养、 铺张攀比等现象突出ꎬ 一些地

方封建迷信、 黄赌毒、 非法宗教活动有所滋

长ꎮ 比如ꎬ 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ꎬ 文化产品

和服务的总量、 质量、 结构还不能满足群众需

求ꎮ 对这些问题ꎬ 必须高度重视ꎬ 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切实有效地加以

解决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ꎬ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牢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主题ꎬ 坚持以人为本、 重在建设ꎬ 培养新型

农民、 建设文明乡风ꎬ 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ꎬ 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深化文

明村镇创建活动ꎬ 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扮

靓美丽乡村、 美丽中国ꎮ
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

落地生根ꎬ 努力使乡风民风美起来
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ꎮ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关键是联系农村实际ꎬ 落实好 «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深入持久

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精心设计农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

下功夫ꎬ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ꎮ
１. 培育新型农民ꎮ 没有新型农民ꎬ 就没有

美丽乡村ꎮ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首要任务

就是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

新型农民ꎮ 要在农民群众中深入浅出地开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开展法治

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宣传教育ꎬ 开

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ꎬ 引导农民群众听党话跟

党走ꎮ 当前ꎬ 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ꎬ 农

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ꎬ 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

化ꎬ 做好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尤为重要ꎮ 要深

入宣传中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优化农业结

构、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促进农民增收等重要

举措ꎬ 把党和政府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讲清楚ꎮ
要密切围绕土地流转、 农产品价格、 农民工权

益、 征地拆迁、 合作医疗等农民群众关心关切

的问题ꎬ 把对群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ꎬ 解疑释

惑、 疏导情绪ꎬ 增强信心、 凝聚共识ꎮ 要广泛

开展科学知识、 实用技术、 职业技能培训ꎬ 引

导农民群众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

念ꎬ 提高创业本领和致富能力ꎮ
２. 培育优良家风ꎮ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孟母三迁、 岳母刺

字的典故世代相传、 流芳千古ꎮ 近年来ꎬ 我们

把家风建设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

要位置来抓ꎬ 推动文明家庭建设ꎬ 效果很好ꎬ
取得了共识共鸣ꎮ 要适应农村家庭组织、 家庭

结构的深刻变化ꎬ 切实加强农村家庭文明建

设ꎬ 广泛开展诚信教育、 孝敬教育、 勤劳节俭

教育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

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ꎬ 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让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ꎮ 广泛开展弘扬

“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ꎬ 讲好家风故事ꎬ 传播

治家格言ꎬ 以良好的家风带动乡风民风ꎮ 文明

户是文明村镇创建的基础ꎬ 要围绕勤劳致富、
崇德向善、 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等内容ꎬ 深入

开展 “星级文明农户”、 “五好文明家庭” 创建

活动ꎬ 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ꎬ 开展好媳

妇、 好公婆、 好妯娌评选活动ꎬ 激发农民荣誉

感上进心ꎬ 引导农民群众向上向善ꎮ
３. 培育文明乡风ꎮ 几千年来ꎬ 淳朴敦厚的

乡风一直备受推崇ꎬ 孕育了农村敦亲睦邻、 融

洽祥和的生活氛围ꎮ 要发挥传统文化在农村底

蕴深厚、 流传久远的优势ꎬ 充分运用村规家

训、 牌匾楹联、 俗语格言等乡风教化资源ꎬ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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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传统鲜活起来ꎬ 潜移默化影响农民群众

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ꎮ 广泛发动村民按照核

心价值观要求ꎬ 制定完善乡规民约ꎬ 鲜明正确

价值导向ꎬ 使农民群众内心有尺度、 行为有准

则ꎮ 广泛开展乡风评议活动ꎬ 充分发挥村民议

事会、 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 禁毒禁赌协

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ꎬ 促进移风易俗ꎬ 用民间

舆论的力量引导农民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自

我提高ꎮ 广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ꎬ 以农村

社区为依托ꎬ 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妇

女、 留守老人为重点ꎬ 把志愿服务做到村村寨

寨、 做进家家户户ꎬ 营造你帮我、 我帮你的良

好风尚ꎮ 培育文明乡风ꎬ 既需要正面引导ꎬ 也

需要依法治理ꎮ 要下力气整治农村黄赌毒、 封

建迷信、 非法宗教等突出问题ꎬ 打击黑恶势力

和涉农犯罪ꎬ 激浊扬清、 抑恶扬善ꎬ 把不良风

气压下去ꎬ 把新风正气树起来ꎮ
４. 培育新乡贤文化ꎮ 乡贤文化根植乡土、

贴近农民ꎬ 蕴含着爱国爱乡、 见贤思齐、 崇德

向善的力量ꎮ 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

文化ꎬ 从中提炼出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精

华ꎬ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ꎬ 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契合ꎬ 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

贤文化ꎮ 从现实情况看ꎬ 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ꎬ 是农村改革发展中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ꎬ 在当地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

响ꎬ 日益成为 “新乡贤” 的主体ꎮ 要发挥这些

人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

里ꎬ 涵育文明乡风ꎮ 要以乡情为纽带ꎬ 吸引和

凝聚各界成功人士回乡支持农村建设ꎬ 用他们

学识专长、 创业经验反哺桑梓ꎬ 支持家乡发

展ꎬ 建设美丽乡村ꎮ
三、 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ꎬ 努

力使人居环境美起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既直观反映农

村文明程度ꎬ 也是美丽乡村的外在表现ꎮ 改革

开放之初ꎬ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一开始

就是从整脏治乱、 改善环境入手的ꎬ 产生了良

好社会效果ꎮ 现在ꎬ 建设美丽乡村ꎬ 也要从改

善农村环境抓起ꎬ 让农民群众短时期内看到身

边变化、 享受到良好人居环境ꎬ 激发投身美丽

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ꎮ
１. 坚持规划先行ꎬ 让田园风光、 农家情趣

永驻乡间ꎮ 好的村庄规划ꎬ 是凝固的艺术、 历

史的画卷ꎮ 建设美丽乡村ꎬ 要坚持规划先行ꎬ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ꎬ 通过精心的规划设计ꎬ 切

实提高村庄布局水平、 村落规划水平和民居设

计水平ꎬ 避免把村庄建成 “夹皮沟”ꎬ 把村落

建成 “军营式”ꎬ 把民居建成 “火柴盒”ꎮ 农村

就是要像农村ꎬ 规划建设村庄ꎬ 要依山就势、
傍河就景、 错落有致ꎬ 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ꎬ
体现生态田园风光ꎮ 民居的外在风貌要有地域

和民族特色ꎬ 彰显农村蓬勃生机ꎬ 内部功能要

现代实用ꎬ 有利于群众享受现代文明生活ꎮ 有

条件的地方ꎬ 民居设计要前庭后院ꎬ 建设 “微
田园”ꎬ 既满足群众发展种养副业的需要ꎬ 又

彰显鸡犬之声相闻的农家情趣ꎮ 农村规划建设

要做到 “产村相融”ꎬ 与产业发展相配套ꎬ 村

庄布局、 村落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 民居功能

设计等方面ꎬ 都要有利于发展生产ꎬ 提高农村

的承载能力、 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ꎬ 帮助农民

增收致富ꎮ
２. 整治脏乱差ꎬ 建干净整洁、 安居乐业的

美好家园ꎮ 环境脏乱差ꎬ 是农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ꎬ 也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一大瓶颈ꎮ
建设美丽乡村ꎬ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治理环

境ꎬ 整治脏乱差、 建设洁齐美ꎮ 要大力开展乡

村清洁工程ꎬ 从垃圾治理抓起ꎬ 因地制宜建立

和推广农村垃圾 “户分类、 村收集、 乡 (镇)
运输、 县处理” 的模式ꎬ 建立村庄保洁队伍ꎬ
推进城乡环卫工作一体化ꎬ 努力消除垃圾乱

扔、 污水乱排、 秸秆乱烧等现象ꎮ 要做好公

路、 铁路、 江河湖渠沿边沿线整治ꎬ 做到无缝

对接ꎬ 覆盖盲区死角ꎬ 努力打造村点出彩、 沿

线美丽、 面上洁净的良好环境ꎮ 要深入推进农

村改水、 改路、 改厨、 改圈、 改厕等工作ꎬ 引

导农民摒弃落后习俗ꎬ 养成科学健康生活方

式ꎬ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ꎮ 在改善农村环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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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要加快农村交通、 水利、 通信、 电力、 电

子商务等基础设施建设ꎬ 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

育、 文化体育、 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ꎬ 为农民

群众营造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条件ꎬ 让农民群

众笑意写在脸上、 幸福发自内心ꎬ 有更多获

得感ꎮ
３. 加强环境保护ꎬ 还农村绿水青山、 蓝天

白云ꎮ 在一些地方的农村ꎬ 环境污染久治不

愈ꎬ 致使生态越来越脆弱ꎮ 我们要清醒认识加

强农村环境治理、 保护绿水青山的紧迫性艰巨

性ꎬ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守护自然ꎬ 加强监

管、 保持高压、 严格执法ꎬ 下大力气把农村生

态环境建设好ꎮ 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要求ꎬ 在广大农村大力开展环境

保护、 治理污染和节约资源活动ꎬ 慎砍树、 禁

挖山、 不填湖、 少拆房ꎮ 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ꎬ 增强群众节约意识、 环保意识、 生态意

识ꎬ 形成人人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ꎮ 要将

环境治理落实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ꎬ 多措

并举、 多管齐下ꎬ 使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空

气常新ꎬ 让农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

生活ꎮ
四、 大力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ꎬ 努

力使文化生活美起来
文化惠民是美丽乡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ꎮ

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 «意见» 作为刚性要求ꎬ 统筹农村文化

服务设施阵地建设ꎬ 加大农村优质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ꎬ 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 均等化ꎬ 把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ꎮ
１. 在有用、 适用、 综合、 配套上下功夫ꎬ

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近年来ꎬ
我们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农村文化惠民工程ꎬ
取得重要进展ꎬ 但农村文化设施分布不均、
效益不高、 不够实用的问题还很突出ꎮ 建好

管好用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ꎬ 要坚持需求导

向ꎬ 优先安排建设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文

化设施ꎬ 把文化惠民项目与农民群众文化需

求更好地对接起来ꎬ 做到真正有用ꎮ 要坚持

因地制宜ꎬ 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为

基础ꎬ 结合当地文化特色、 消费习惯和接受

心理进行建设ꎬ 做到适合适用ꎮ 要坚持科学

统筹ꎬ 整合基层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科学

普及、 体育健身等设施ꎬ 在农村建设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做到综合利用、 共建共

享ꎮ 要坚持有效衔接ꎬ 把农村公共文化设施

融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ꎬ 做到统筹规划、 配

套建设ꎬ 确保有钱办事、 有人干事ꎮ 当前ꎬ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要办好几

件实事ꎮ 一是建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ꎬ
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农村电影放映、 农家

书屋等项目整合起来ꎬ 这样一综合ꎬ 人气就

会旺ꎬ 利用率就会高ꎬ 效益就会好ꎬ 避免浪

费和空转ꎮ 二是利用国家彩票公益金建设乡

村学校少年宫ꎬ 为农村孩子搭建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的平台ꎮ 三是开展文化扶贫ꎬ 采取

“反弹琵琶” 的办法ꎬ 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

略结合起来ꎬ 推动资金、 项目、 政策向革命

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倾斜ꎮ
２. 在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

夫ꎬ 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ꎮ 广大农民群众

热切期盼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ꎬ 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ꎬ 把群众 “要文化” 和我们 “送文化”
匹配起来ꎬ 创作更多反映基层群众生活、 乡土

气息浓郁的作品ꎬ 开展更多群众乐于参与、 便

于参与的文化活动ꎮ 结合 “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运用好文化进万家、 送欢

乐下基层、 “心连心” 小分队演出、 文艺志愿

服务、 “结对子、 种文化” 等平台载体ꎬ 把更

多优秀的电影、 戏曲、 图书、 文艺演出送到农

民中间ꎮ 探索运用政府购买、 市场机制、 社会

捐助等多种形式ꎬ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ꎬ 逐步增

加农村文化资源总量ꎬ 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ꎮ
增强农村基层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ꎬ 大力扶持

民间文艺社团和业余文化队伍ꎬ 发现培养农村

基层文艺骨干ꎬ 充分调动农民自办文化的积极

性ꎬ 建设农民身边不走的文化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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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传承乡村文明、 乡土文化上下功夫ꎬ
留住乡韵、 记住乡愁ꎮ 乡韵乡愁是割不断的情

感纽带ꎬ 是抹不去的成长记忆ꎮ 建设美丽乡

村ꎬ 要留得住乡韵、 记得住乡愁ꎬ 保留文化形

态、 保存文化基因ꎬ 守护住我们的文化根脉ꎬ
不能名为搞现代化ꎬ 实际上把老祖宗的好东西

弄丢了ꎮ 古镇、 古村落、 古民居是乡土文化的

物质载体ꎬ 要保护历史风貌ꎬ 避免大拆大建ꎬ
大力发展有历史文化记忆和地域民族特色的美

丽乡村ꎮ 要加强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ꎬ 传承

独特的风格样式ꎬ 赋予新的文化内涵ꎬ 使优秀

民间文化活起来、 传下去ꎮ 地方戏曲艺术植根

基层ꎬ 在民间文化中很有代表性ꎮ 中央出台了

一系列振兴戏曲的扶持政策ꎬ 各地要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ꎬ 推动戏曲艺术传承发展ꎮ 节日

是乡韵的集中呈现ꎬ 也是乡愁最浓的时刻ꎮ 要

运用好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 中秋、 重阳

等 “我们的节日”ꎬ 组织开展花会、 灯会、 庙

会、 歌会、 社火等民俗文化活动ꎬ 让节日更富

人文情怀ꎬ 让农村更具情感寄托ꎮ

(«党建» 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ꎮ 本文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主任

刘奇葆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 工 作 经 验 交 流 会 上 的 讲 话ꎬ 发 表 时 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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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强起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刘奇葆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最大特色、 最

大优势ꎬ 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ꎮ 党的十

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ꎬ 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

加以推进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ꎬ
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ꎬ 强调面对

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ꎬ 思想政治工作只能

加强不能削弱ꎬ 只能前进不能停滞ꎬ 只能积

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ꎻ 强调要高度重视思想

政治工作ꎬ 改革推进到哪一步ꎬ 思想政治工

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ꎬ 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ꎬ 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ꎻ 强调要

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ꎬ 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ꎬ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宣传教育ꎬ 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ꎻ 强调把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 强

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 通过教育引导、 舆论宣

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ꎬ 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ꎬ
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ꎻ 强调要把思想政治

工作贯穿所开展的各种活动ꎬ 多做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 引导群众的工作ꎬ 多

做统一思想、 凝聚人心、 化解矛盾、 增进感

情、 激发动力的工作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论述ꎬ 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

重大意义、 根本任务、 方针原则、 基本要求ꎬ
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

性认识ꎬ 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

器ꎬ 要认真学习领会ꎬ 深入贯彻落实ꎮ

一、 深刻把握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新

特点新要求
近年来ꎬ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坚持

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ꎬ 进一步增添措施、 整合

资源ꎬ 不断丰富工作内容ꎬ 拓展工作阵地ꎬ 创

新方式方法ꎬ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新的成

效ꎬ 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ꎮ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ꎬ 当前基层思想政治工

作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ꎬ 面临的挑战仍然不

少ꎮ 一是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带来新挑战ꎮ 当今

社会ꎬ 各种观念相互激荡ꎬ 各种思潮复杂纷

繁ꎬ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 差异

性、 多变性明显增强ꎬ 如何在多元多样中坚定

主心骨ꎬ 有效防范和抵制错误思想观念的影

响ꎬ 任务艰巨而繁重ꎮ 二是现实利益错综复杂

带来新挑战ꎮ 现在我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ꎬ
越来越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ꎬ 利益格局正在

发生深刻调整ꎬ 方方面面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

益ꎬ 同时群众的民主意识、 维权意识、 利益意

识日益增强ꎬ 如何深刻把握和妥善回应群众的

利益诉求ꎬ 做到因势利导ꎬ 还需要我们做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ꎮ 三是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带来

新挑战ꎮ 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ꎬ 新的社会阶

层和社会群体不断涌现ꎬ 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

人、 城镇流动人口越来越多ꎬ 单纯依靠传统工

作模式已经很难实现人群的全覆盖ꎬ 工作中存

在不少盲区、 盲点ꎬ 如何扩大工作覆盖ꎬ 延伸

工作手臂ꎬ 画好 “同心圆”、 打好 “中国结”ꎬ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ꎮ 四是信

息技术迅猛发展带来新挑战ꎮ 当前ꎬ 网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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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接收信息、 沟通联系

的主要渠道ꎬ 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互动日益加

深ꎬ 传统的工作手段显得被动和滞后ꎬ 跟不上

信息网络时代的变化节奏ꎬ 如何不断创新突

破ꎬ 实现网上网下的有效结合ꎬ 增强工作针对

性实效性ꎬ 是必须抓紧破解的一道难题ꎮ
还要看到ꎬ 与形势和实践发展要求相比ꎬ

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 不适应的问题ꎬ 有

的思想认识不到位ꎬ 重视程度不够ꎬ 觉得思想

政治工作是 “软任务”ꎬ 费力多、 见效慢ꎻ 有

的不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实际工作很好地结

合起来ꎬ “两张皮” 现象比较突出ꎻ 有的习惯

于传统的 “我讲你听”、 单向灌输ꎬ 或者满足

于简单布置ꎬ 讲讲了事ꎻ 有的工作力量配备不

到位ꎬ 缺编、 缺配、 凑合上岗现象还比较普

遍ꎬ 等等ꎮ 这些问题影响和削弱了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的有效开展ꎬ 需要下大力气解决ꎮ
总之ꎬ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ꎬ 思想政治工

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ꎬ 只能改进提高、 不能

停滞不前ꎮ 要充分认识做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ꎬ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

感ꎬ 增强主动性、 创造性ꎬ 以更大的决心和力

度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ꎬ 不断开创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新局面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

思想政治保证ꎮ
二、 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ꎬ 求

取团结奋进的最大公约数
人民有信仰ꎬ 民族才有希望ꎬ 国家才有力

量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 大国来说ꎬ 用共

同理想信念把全体党员、 全体人民凝聚起来ꎬ
始终是极端重要的任务ꎮ 现在ꎬ 干部群众对党

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普遍认

同ꎬ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为认知ꎮ 但也有

一些人信仰还不牢固ꎬ 容易被错误的东西牵着

鼻子走ꎮ 要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固本培

元、 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ꎬ 切实抓紧抓好ꎮ
抓好理想信念教育ꎬ 关键是要用好理论和

真理的力量ꎮ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ꎬ 贯穿着

科学思想方法和坚定信仰追求ꎬ 充满了理论的

力量和真理的力量ꎬ 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强

大思想指引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对基层来讲ꎬ 重点是要抓好面

向干部群众的宣讲普及和阐释解读ꎬ 着力做好

大众化的工作ꎬ 引导干部群众做到学而信、 学

而用、 学而行ꎬ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ꎮ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摆在突出位置ꎬ 深入阐释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的深刻内涵、 相互关系、 实践要求ꎬ 引

导人们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是筑牢

共同理想信念、 激励人们奋力向前的精神旗

帜ꎮ 要不断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ꎬ 引导人

们深刻认识中国梦是国家的梦、 民族的梦ꎬ 也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ꎻ 深刻认识中国梦的广阔

舞台为个人梦想提供了蓬勃生长的空间ꎬ 每个

人向着梦想的不懈努力ꎬ 又都是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力量ꎮ 要大力宣传一批通过实现个人梦想

为中国梦做贡献的典型ꎬ 深入开展 “中国梦
我的梦” 主题活动ꎬ 引导人们把个人的理想融

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之中ꎬ 汇聚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共同理想在国家、

社会、 公民不同层面的价值表达ꎮ 坚定全体人民

的共同理想信念ꎬ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

值、 中国力量ꎬ 必须坚持不懈地用核心价值观凝

魂聚力ꎬ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ꎮ 要在贯穿结合融入

上下功夫ꎬ 把核心价值观这个 “魂” 与经济社

会发展这个 “体” 贯通起来ꎬ 与人们的生产生

活结合起来ꎬ 使各方面工作都与核心价值观建

设同向同行、 一起发力ꎮ 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

功夫ꎬ 积极探索具象化、 生活化的方式ꎬ 完善市

民公约、 村规民约等行为规范ꎬ 把核心价值观渗

透到衣食住行、 言谈举止各个方面ꎬ 让人们真切

地感知领悟、 更好地接受践行ꎮ
今年ꎬ 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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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极大地提振了

民族精神、 激发了爱国热情ꎬ 给人们上了一堂

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ꎮ 要巩固和扩

大纪念活动的重要成果ꎬ 不断深化爱国主义教

育ꎬ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ꎬ 进一步发

挥纪念活动的教育效应ꎮ 明年是建党 ９５ 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 周年ꎬ 要抓住这些重要时间节

点ꎬ 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ꎬ 大力弘扬奋

发向上的革命文化、 红色文化ꎬ 唱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ꎮ
三、 坚持以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为重点ꎬ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当前ꎬ 我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期、 改革攻坚

期、 矛盾凸显期ꎬ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ꎬ 经济

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 彼此传导ꎬ
不良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时有发生ꎮ 在这种情

况下ꎬ 深入细致地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ꎬ 积极

回应热点难点问题ꎬ 更好地理顺情绪、 化解矛

盾ꎬ 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ꎬ 显得尤为紧迫

和重要ꎮ
做好思想工作ꎬ 形势政策教育是重要途

径ꎮ 要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ꎬ 立足人们的生

产生活实际ꎬ 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就学就业、
医疗卫生、 房价物价、 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等

问题ꎬ 把政策措施讲明白ꎬ 把对群众的利益安

排讲清楚ꎮ 最近ꎬ 中宣部会同有关部门集中组

织了 “辉煌十二五” 系列报告会ꎬ 十几个部委

的主要负责同志讲成就、 讲政策、 讲前景ꎬ 要

积极运用报告会成果ꎬ 使之成为形势政策教育

的生动教材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ꎬ
规划 “十三五” 经济社会发展蓝图ꎮ 要以此为

契机ꎬ 结合各地实际ꎬ 广泛开展回顾 “十二

五”、 展望 “十三五”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ꎬ 大

力宣传 “十二五” 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各方

面建设取得的成就ꎬ 对 “十三五” 规划 «建

议» 进行准确、 深入解读ꎬ 展望光明前景、 坚

定发展信心ꎮ 要组织力量深入企业、 农村、 学

校、 社区等进行面对面宣讲ꎬ 推动全会精神走

进群众、 落到基层ꎮ

做好思想工作ꎬ 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

促进社会和谐和人们的心理和谐ꎮ 要重视和抓

好法治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宣传教

育ꎬ 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 集体、 他

人的关系ꎬ 弘扬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ꎬ 不断强

化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ꎬ 更好地促进人际和

谐、 社会和谐ꎮ 现代社会ꎬ 工作生活节奏加

快、 竞争加剧ꎬ 人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加大ꎬ 容

易导致精神紧张、 心理困惑等问题ꎬ 甚至引发

一些极端行为和极端事件ꎮ 要注重人文关怀ꎬ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ꎬ 帮助人们

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ꎬ 正确对待困难、 挫折和

荣誉ꎮ 同时ꎬ 对群众存在的意见、 出现的不满

情绪、 产生的非理性心理ꎬ 要积极进行疏解ꎬ
把思想工作做到心坎上ꎬ 消除认识上的 “疑

点”ꎬ 解开思想上的 “疙瘩”ꎮ 行胜于言ꎬ 要把

解决思想问题和依法按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ꎬ 通过问题的解决来赢得信任、 赢得

支持ꎮ
四、 坚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ꎬ 积极搭

建思想政治工作平台
无论是政治工作ꎬ 还是思想工作ꎬ 都离不

开场所和阵地ꎮ 现在ꎬ 一些地方基层思想政治

工作薄弱ꎬ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基本的依

托ꎬ 不能很好地发挥教育功能ꎮ 要切实把基层

阵地建好管好用好ꎬ 为做好工作提供有力

支撑ꎮ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是开展文化服务、 加强

思想教育的主阵地ꎮ 这些年ꎬ 我们在阵地建设

上下了很大功夫ꎬ 基本上做到了县县有文化

馆、 乡乡有文化站、 村村有文化室ꎬ 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建成ꎮ 要按照有用、 适用、
综合、 配套的要求ꎬ 继续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ꎬ 特别是消除城乡接合部、 贫困地区、 少数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的空白点ꎬ 做到按行政层

级 “全设置”ꎮ 不久前ꎬ 国办下发了关于推进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 «指导意见»ꎬ
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ꎬ 整合基层宣传文化、 党

员教育、 科学普及、 体育健身等设施ꎬ 整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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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资源共享、 农村电影放映、 农家书屋等

项目ꎬ 发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整体效应ꎮ 这

样一整合ꎬ 人气就会旺ꎬ 利用率就会高ꎬ 效益

就会好ꎬ 避免浪费和空转ꎮ 要积极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更好地在基层落地ꎬ 在这方面ꎬ 各地因

地制宜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ꎮ 比如ꎬ 北京延

庆县在村设置 “文化组织员”ꎬ 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ꎬ 选择热心公益、 有一定文艺特长的群众

担任ꎬ 负责组织村里的文体活动ꎮ 比如ꎬ 中央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北京市合作ꎬ 实施 “文化

驻乡” 工程ꎬ 通过教育培训ꎬ 把文化教育送到

乡村、 送到农民群众身边ꎮ 比如ꎬ 安徽实施农

民文化乐园项目ꎬ 按照 “一场两堂三室四墙”
的标准进行建设ꎬ 每个文化乐园有一个文化广

场ꎬ 有村民集会、 举办学习培训的讲堂和礼

堂ꎬ 有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 文化活动室ꎬ 有

宣传展示党的方针政策及本村历史文化、 民风

民俗、 发展规划的文化墙ꎬ 吸引农民群众普遍

参与ꎮ 比如ꎬ 浙江农村创办文化礼堂ꎬ 集思想

道德教育、 文体娱乐、 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等

功能于一体ꎬ 成为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 丰

富精神生活的家园ꎮ 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ꎬ 各

地可以学习借鉴ꎬ 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设计安

排ꎬ 在为群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的同时ꎬ 发挥

其在思想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公益广告是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ꎮ 十八大以来ꎬ 各级宣传

部门和文明办精心组织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活动ꎬ 各类

媒体积极参与ꎬ 推出了 “梦娃” “一盏灯”
“一双筷子” “关爱老人饺子篇” 等优秀作

品ꎬ 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ꎬ 社会反响很

好ꎮ 要用好用活公益广告ꎬ 生动活泼地开展宣

传ꎬ 进一步加大刊播力度ꎬ 推动公益广告走进

城乡基层ꎬ 形象生动地传播社会正能量ꎮ
五、 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ꎬ 增强思

想政治工作的创造性时代性
与过去相比ꎬ 现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社

会条件已经大不一样ꎬ 有些做法过去有效ꎬ 现

在未必有效ꎻ 有些过去无关紧要ꎬ 现在却势在

必行ꎻ 有些过去不可逾越ꎬ 现在则需要突破ꎮ
要在继承好传统好做法的基础上ꎬ 不断创新工

作理念、 运行模式、 方法手段ꎬ 使基层思想政

治工作更好体现时代要求ꎬ 更加富有生机

活力ꎮ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ꎬ 必须盯着人

做工作ꎬ 不能见物不见人ꎬ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

以人为本谋创新ꎬ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ꎮ
一要注重实践育人ꎮ 这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虚

功实做的一条重要经验ꎮ 要立足城乡基层ꎬ 精

心设计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ꎬ 用活动

来吸引人、 教育人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行动方案» 安排的 １５ 项活动ꎬ 比如ꎬ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公正文明执法活动以及各

类公益活动等ꎬ 已在城乡基层广泛开展起来ꎬ
要抓好活动的深化拓展ꎬ 不断充实内容、 完善

载体、 创新形式ꎬ 真正使各项活动取得实效ꎮ
二要注重文化育人ꎮ 优秀的文艺作品ꎬ 总是能

彰显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 生活之美ꎮ 要充分

运用影视作品、 戏曲曲艺、 音乐舞蹈等各种文

艺形式ꎬ 通过精彩故事、 鲜活语言、 丰满人物

展示生活中的真善美ꎬ 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和

高尚的道德情操ꎬ 使人们在求知求乐求美的过

程中产生思想共鸣、 提升精神境界ꎮ 三要注重

典型育人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ꎮ 这些年ꎬ 我

们推出了一大批 “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和

身边好人ꎬ 前不久又隆重表彰了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ꎮ 这些先进典型是时代的英雄、 是精神

的富矿ꎮ 要加大学习宣传力度ꎬ 把榜样的力量

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ꎬ 推动形成崇

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思

想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ꎮ 要

树立新媒体思维ꎬ 把 “懂网” 作为必修课ꎬ 把

“用网” 作为基本功ꎬ 推动传统优势与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ꎬ 增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

和主动性ꎮ 要适应 “微时代” 特点ꎬ 用好用活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平台ꎬ 丰富信息传播形

态和传播样式ꎬ 使我们的工作更立体、 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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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ꎮ 要适应用户的信息需求特点ꎬ 采取个性

化、 互动式的服务方式ꎬ 量身定制一些宣传教

育产品ꎬ 定向推送给用户ꎬ 提高群众的关注

度、 参与度ꎮ 要适应群众的语言风格和接受习

惯ꎬ 多讲接地气、 有生气的网言网语ꎬ 把讲道

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ꎬ 让人们听得进、 能

入心ꎮ
六、 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支撑ꎬ 努力增

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
队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ꎬ 基层队

伍状况直接决定着工作的成效ꎮ 长期以来ꎬ 广

大基层宣传干部默默耕耘、 敬业奉献ꎬ 为传播

党的声音付出了不懈努力ꎬ 为化解思想矛盾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ꎬ 给党的事业增添了光

彩ꎬ 为思想政治工作赢得了声誉ꎮ 关于基层队

伍建设ꎬ ２０１０ 年中宣部、 中组部等 ６ 部门专门

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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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并反复提出落实要

求ꎮ 从实际情况看ꎬ 对 «意见» 的贯彻力度不

断加大ꎬ 但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ꎮ 做

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ꎬ 说到底靠人、 靠队伍ꎬ
要切实把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任务切实

抓好ꎮ
从基层的情况看ꎬ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既有

专职人员ꎬ 也有兼职人员ꎬ 还有大量的志愿

者ꎮ 对专职政工队伍ꎬ 该充实的充实ꎬ 该优化

的优化ꎬ 特别是要配齐配强乡镇街道、 农村社

区专职工作队伍ꎬ 使工作有人抓、 事情有人

干ꎮ 对于兼职政工人员ꎬ 要做到兼中有专ꎬ 投

入足够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ꎬ 确保兼

职不失职、 到位不缺位ꎮ 同时ꎬ 要不断壮大志

愿者队伍ꎬ 鼓励和支持 “五老” 人员、 文化工

作者、 居民代表、 新乡贤等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ꎮ 现在ꎬ 形势发展变化很快ꎬ 对政工队伍的

要求越来越高ꎮ 要扎实做好培训工作ꎬ 把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纳入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培训工

程ꎬ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员培训ꎬ 不断提升

整体素质和能力ꎮ 要关心爱护基层政工干部ꎬ
多一分理解和信任ꎬ 多一分支持和点赞ꎬ 改善

他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ꎬ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ꎬ
创造有利于基层队伍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ꎮ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ꎬ 关键在党ꎬ 关键在各

级党组织ꎮ 基层党组织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

重要议事日程ꎬ 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纳

入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目标管理ꎬ 强化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引领和思想教育功能ꎬ 做到哪里有

党组织ꎬ 哪里就有思想政治工作ꎮ 应当看到ꎬ
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全社会的事情ꎬ 经济发展

领域、 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管理服务等各项实

际工作ꎬ 都内在地蕴含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和要求ꎮ 要善于发挥我们的体制制度优势ꎬ 健

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

织协调、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ꎬ 建立

健全需求反馈、 考核评价和监督检查机制ꎬ 积

极构建 “大政工” 的工作格局ꎬ 推动思想政治

工作制度化、 长效化ꎮ

(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ꎮ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

记、 中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刘奇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同新任县委宣传部长培训

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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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素质
部际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黄坤明

春节来临之际ꎬ 我们召开今年的第一次部

际联席会议ꎬ 研究部署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明旅游重要批示精神ꎬ 抓住春节这个

重要节点ꎬ 持续推动文明旅游工作ꎮ 我主要强

调三个问题ꎮ
一、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ꎬ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认

识做好文明旅游工作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明旅游工作非常重视ꎬ

２０１３ 年先后作出两次重要批示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出席重要

会议ꎬ 以及在马尔代夫会见使馆工作人员和华

人华侨代表时ꎬ 对做好这项工作都提出了要

求ꎮ 刘云山同志、 刘奇葆同志对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推进文明旅游工作也

多次作出批示指示、 提出工作要求ꎮ 我们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 刘奇葆同

志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ꎬ 深刻认识文明旅游工

作的重要意义ꎮ
１. 从提升国家形象的高度加深认识ꎮ 我国

正处在公民出境游快速增长的时期ꎬ ２０１４ 年出

境公民达到 １ ０９ 亿人次ꎬ 比 １０ 年前增长了近

４ 倍ꎮ 公民出境旅游ꎬ 既是国人在走世界、 看

世界ꎬ 也是世人在感知中国、 了解中国ꎮ 出境

游客讲文明、 形象好ꎬ 就会传递中国优秀文

化、 输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 展现中国文

明使者形象ꎻ 不讲文明、 形象不好ꎬ 传播的就

是负能量ꎬ 就会给国家抹黑ꎮ 目前ꎬ 我国出境

公民整体表现良好ꎬ 但确实有人在境外出现不

遵礼仪、 不讲卫生、 大声喧哗、 过度维权等不

文明行为ꎬ 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反感ꎬ 损害

了国家和民族形象ꎬ 也容易授人以柄ꎮ 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ꎬ 把出

境游提高到关乎我国家形象的高度ꎬ 非常符合

实际、 直指问题实质ꎬ 也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

朗ꎬ 工作目标明确ꎮ 我们一定要从实现国家和

平发展、 展示国家形象、 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高

度ꎬ 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ꎬ 把文明旅游工作始

终抓得很紧ꎮ
２. 从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加

深认识ꎮ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 “两个一百年” 的

奋斗目标ꎬ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ꎻ 在新中国成立 １００ 周年时ꎬ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ꎬ 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实

现这个目标ꎮ”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ꎬ
公民文明素质需要相应大幅度提升ꎮ 开展文明

旅游的根本目的ꎬ 就是通过规范公民的基本行

为习惯ꎬ 进而促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升ꎮ 我们

一定要以文明旅游为抓手ꎬ 形成社会共识ꎬ 凝

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ꎬ 实现公民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新提升ꎮ
３. 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加深认识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要把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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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ꎬ 在落

细、 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ꎮ 加强文明旅游工

作、 提升公民文明素养ꎬ 既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ꎬ 也是从公民

基本行为入手、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的具体体现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用

足用好这个载体ꎬ 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任务落到实处ꎮ
二、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

神为根本遵循ꎬ 攻坚克难、 破解难题ꎬ 以

紧迫的责任感使命感开创文明旅游工作新

局面
去年以来ꎬ 在中央文明委领导下ꎬ 中央文

明办会同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ꎬ 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工作重心

向下、 狠抓基层基础ꎬ 紧扣重要节点、 层层推

进落实ꎬ 各地各部门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ꎬ
合力抓的氛围日渐浓厚ꎬ 抓关键环节的思路更

加清晰ꎬ 在基层落实有了很大的改进ꎬ 文明旅

游工作保持了经常抓、 持续抓强劲势头ꎬ 取得

了明显成效ꎮ 同时ꎬ 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文明旅

游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ꎮ
１. 公民旅游不文明行为易发频发ꎬ 社会反

映强烈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我国公民出境旅游首次突破

１ 亿人次大关ꎬ 稳居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ꎬ
近几年仍在以 １０％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ꎮ 公民

出境游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ꎬ 甚至可以说遍布

世界各地ꎮ 出境游人员多、 成分多样、 素质参

差不齐ꎬ 对外知识了解掌握不多ꎬ 习惯于国内

的思维方式、 行为范式ꎬ 发生不讲礼仪、 不文

明、 不守法的行为十分突出ꎮ 今年年初ꎬ 国内

旅游企业携程发布了 «文明旅游行动报告»ꎬ
通过调查其组织的 １００ 多万跟团与自由行出境

游客ꎬ 发现绝大部分出境游客都能自觉遵守文

明秩序ꎬ 发生恶性不文明事件的比例低于万分

之一ꎮ 但我国出境人数基数很大ꎬ 即便是万分

之一ꎬ 每年也会有上万例不文明事件发生ꎬ 切

不可丝毫忽视和放松ꎮ 从最近连续发生的飞机

上打架、 泼方便面、 打开应急门等不文明事件

来看ꎬ 不仅仅是影响国家形象、 事关国家软实

力的问题ꎬ 已经是关系到飞机安全、 人命关天

的大事ꎬ 使大家更加真切地感到文明旅游已经

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ꎮ
２. 思想认识和管理手段滞后ꎬ 队伍建设任

务艰巨ꎮ 面对迅猛发展的旅游业态ꎬ 一些相关

行业的干部队伍职工建设存在着明显的不适

应ꎬ 在管理理念、 管理方法、 管理手段上跟不

上形势发展的需要ꎬ 转型升级的问题迫在眉

睫ꎮ 主要表现在: 有的思想认识跟不上ꎬ 认为

文明旅游是 “软任务”ꎬ 强调提升公民素质是

个长期的过程ꎬ 工作上只注重业务工作ꎬ 注重

出游人数的数量ꎬ 注重经济效益ꎬ 在文明旅游

上硬不起来、 急不起来ꎻ 有的仍然沿用过去的

老套路、 老办法ꎬ 从自身业务考虑不够ꎬ 对如

何把文明旅游纳入业务流程中ꎬ 想得不深不

透ꎬ 工作出现 “两张皮”ꎬ 导致时紧时松ꎬ 工

作随意性大ꎻ 有的行业人员严重不足ꎬ 面对出

境游客每年递增的现实ꎬ 难以做到及时提醒和

教育引导ꎬ 工作做得还很薄弱ꎮ
３. 文明旅游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ꎬ 仍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ꎮ 从这次督查和各地情况看ꎬ 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ꎬ 组织上不落实ꎮ 有

的地方还没有成立联席会议ꎬ 有的联席会议贯

彻中央精神不及时ꎬ 工作缺乏针对性ꎻ 有的地

方工作用力不够ꎬ 上面热、 下面冷ꎬ 存在上面

布置、 中间梗阻、 基层撂荒的问题ꎻ 有的部门

之间缺乏有效衔接ꎬ 工作同向不同步ꎬ 削弱了

工作合力ꎮ 第二ꎬ 基层基础不扎实ꎮ 从宣传引

导看ꎬ 大众传媒节假日集中宣传多、 日常宣传

少ꎬ 传统媒体宣传多、 网络媒体宣传少ꎬ 主流

媒体宣传多、 其他媒体宣传少ꎮ 从队伍培训

看ꎬ 目前ꎬ 我国有旅行社 ２ ６ 万家ꎬ 导游 ７２ ３
万人ꎬ 出境领队 ８ ５ 万人ꎬ 一些地方每年对导

游、 领队的培训比例仅有 １０％ꎬ 有的地方存在

以年审验证代替专门培训ꎬ 导致一些领队、 导

游责任心不强ꎬ 教育引导任务空悬ꎮ 第三ꎬ 违

规处罚不到位ꎮ 对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处罚ꎬ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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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靠外力作用ꎬ 靠媒体曝光ꎬ 单位内部建规

立矩、 依章依法处罚跟不上ꎮ 对最近频繁出现

的乘客不文明事件ꎬ 相关规章缺少具体的量罚

规定ꎻ 有的处罚太轻ꎬ 形不成震慑作用ꎮ
对这些情况ꎬ 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ꎬ 树立

攻坚克难思想ꎬ 深入分析ꎬ 破解难点ꎬ 以强烈

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文明旅游工作不断深化ꎮ
三、 努力实现 ２０１５ 年文明旅游 “开门

红”ꎬ 以持续向上向好的工作态势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今年ꎬ 文明旅游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按照刘云山、
刘奇葆同志的要求ꎬ 抓住春节契机ꎬ 突出法治

建设ꎬ 突出教育培训ꎬ 突出国家周边ꎬ 突出基

层基础ꎬ 突出重点领域ꎬ 持续推进中央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意见» 的贯

彻落实ꎬ 努力实现文明旅游 “开门红”ꎬ 把工

作不断引向深入ꎮ
１. 全力抓好春节期间的文明旅游工作ꎮ 春

节假期历来是集中旅游的高峰ꎬ 也往往是容易

出问题的时段ꎮ 一年之计在于春ꎬ 抓好春节期

间文明旅游工作ꎬ 实现 “开门红”ꎬ 既是当务

之急ꎬ 又能对全年工作发挥重要引导作用ꎮ 这

次部际联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ꎬ 就是请各地

各部门迅速开展工作ꎬ 把春节过成文明节、 安

全节ꎮ 一是要把文明旅游和安全旅游结合起来

抓ꎬ 认真贯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

做好 ２０１５ 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的通

知»ꎬ 制定应急预案ꎬ 落实旅游安全监管责任ꎬ
强化旅游安全监管措施ꎬ 加强客流监测和动态

调节ꎬ 保证游客出行安全ꎮ 二是要切实做好文

明旅游宣传ꎬ 在旅行社窗口、 交通枢纽、 旅游

景区等游客聚集场所ꎬ 营造浓厚的文明旅游氛

围ꎬ 发挥文明督导员、 志愿服务队的作用ꎬ 积

极开展文明告知、 文明提醒、 文明规劝ꎬ 引导

游客文明旅游ꎮ 三是各省 (区、 市) 文明办要

专门下发通知ꎬ 对做好春节期间的文明旅游工

作提出要求、 抓好落实ꎮ 中央新闻媒体要制定

春节前后文明旅游宣传计划ꎬ 把各地各有关部

门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好ꎬ 把春节前后出境游

和境内游的情况报道好ꎬ 把旅游安全工作引导

好ꎬ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ꎮ
２. 坚持依法管理ꎬ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ꎮ 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重大决定ꎬ 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ꎬ 既靠道

德教化ꎬ 又靠依法依规规范ꎬ 引导文明旅游工

作法治化、 常态化ꎮ 最近ꎬ 国家旅游局提出建

立游客旅游不文明记录管理办法ꎬ 根据不文明

行为程度对游客进行分门分类管理ꎻ 国家民航

局着手建立民航旅客信用信息记录制度ꎬ 加大

对航空器和候机楼内违法违规和不文明行为的

处理力度ꎮ 这些做法都很好ꎬ 必将为依法治理

不文明行为奠定法律法规基础ꎮ 中央文明办和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ꎬ 要给予大力支持ꎮ 一是

在记录采集、 信息共享、 追责处罚等方面联手

行动ꎬ 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定ꎬ 形成工

作合力ꎮ 二是要特别注意加强对不文明信息的

监管、 审核和利用ꎬ 防止公民信息泄露和滥

用ꎮ 三是要逐步将游客不文明记录纳入全社会

的征信体系建设中ꎬ 使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震

慑作用ꎮ 省 (区、 市) 文明委要通过地方立法

立规ꎬ 推进文明旅游工作制度化ꎮ 部际联席会议

各成员单位要研究新情况、 发现新问题ꎬ 不断建

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ꎬ 切实付诸司法执法实践ꎬ
推动形成全国范围内文明旅游的法治环境ꎮ

３. 配合国家外交战略ꎬ 抓好周边国家和地

区ꎮ 目前ꎬ 我国公民出境旅游 ８０ ７％分布在港

澳台、 东南亚、 日韩等周边国家和地区ꎬ 理应

重点抓好ꎮ 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周边

外交的基本方针ꎬ 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ꎬ
坚持睦邻、 安邻、 富邻ꎬ 突出体现亲、 诚、
惠、 容的理念ꎬ 加强赴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

出境游工作ꎬ 让广大游客做我国与周边国家交

流的民间大使、 形象大使ꎮ 要把这一区域作为

今年工作重点ꎬ 请外交部牵头ꎬ 港澳办、 台

办、 侨办、 国家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参加ꎬ 专题

调研ꎬ 提出工作意见ꎬ 召开专门会议ꎬ 推进我

国公民赴周边国家地区文明旅游有一个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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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ꎮ
４. 抓好宣传引导ꎬ 加强不文明行为舆论监

督ꎮ 宣传引导是开展文明旅游的基础性、 常态

性工作ꎬ 要不断升高热度: 一是媒体宣传保持

不断线ꎮ 中央媒体要继续做到力度不松、 数量

不减ꎬ 地方媒体要抓紧跟进、 加大刊播力度ꎬ
引导游客文明旅游ꎮ 二是加强反面典型的曝光

和剖析ꎬ 及时跟进处罚措施和处理结果的宣

传报道ꎬ 对不文明行为起到警示作用ꎮ 三是

做好场景宣传ꎮ 要在办证办照中心、 旅行社

窗口、 出游交通关口、 风景名胜区等旅游场

所ꎬ 制作刊播展示公益广告ꎬ 使宣传作品

“美起来” “动起来” “活起来”ꎬ 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ꎮ
５. 落实关键环节ꎬ 把工作抓细抓实ꎮ 实践

证明ꎬ 文明旅游工作涉及面广ꎬ 必须充分发挥

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ꎬ 抓到基层、 落到实处ꎮ
一是抓好导游、 领队培训ꎮ 国家旅游局要把导

游、 领队的全员培训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

重ꎬ 制定分级分类培训的具体计划ꎬ 明确省、
市、 县、 区的培训范围ꎬ 把对全国 ８ ５ 万名出

境领队的培训作为重点ꎬ 同时把培训面覆盖到

全国 ７２ ３ 万名导游ꎮ 二是抓好行前说明会ꎮ 要

把召开行前说明会作为必须的工作环节ꎬ 进一

步完善 «团队旅行行前说明规范要求»ꎬ 突出

安全和文明要求ꎬ 务必让每位游客都知晓和遵

守ꎮ 三是抓好自由行游客的教育引导ꎮ 请公安

部牵头ꎬ 会同台办、 国家旅游局等部门ꎬ 作专

题研究ꎬ 形成制度规范ꎬ 全面融入业务流程ꎮ
四是做好教育引导ꎮ 各成员单位要与业务工作

有机结合ꎬ 将文明旅游宣传教育作为必不可少

的业务流程ꎬ 作为工作人员必不可少的业务知

识ꎬ 既要空间展示、 更要当面解释ꎬ 相互融

入、 相互渗透ꎬ 防止业务工作与宣传教育 “两
张皮”ꎬ 争取把教育引导做到每个游客身上ꎬ
把文明旅游工作落到实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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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黄坤明

经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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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今年举办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ꎮ 今天ꎬ 我们召开全国电视电话

会议ꎬ 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安排部署本届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工作ꎬ 推动广泛深入地开展道德

模范学习宣传活动ꎮ
刚才ꎬ 北京市、 武汉市、 南京军区政治

部、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的负责同志从不同

侧面交流了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经验做法ꎬ 介

绍了参与本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工

作打算ꎬ 讲得都很好ꎬ 听了很受启发ꎮ 关于评

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方法步骤和工作

要求ꎬ ６ 家主办单位已经印发了活动通知和实

施办法ꎬ 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安排和有

关要求ꎬ 细化活动方案、 工作措施ꎬ 扎扎实实

把活动开展起来ꎮ
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是中央文

明委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ꎮ 云山同志和奇葆、
延东同志亲自审定活动方案ꎬ 作出重要批示ꎬ
要求做好组织工作ꎬ 广泛发动群众推荐ꎬ 改进

评选方式ꎬ 更好地发挥褒扬先进、 推动工作的

重要作用ꎮ 我们要深刻领会、 认真贯彻中央领

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

位置来谋划ꎬ 下大气力来推进ꎮ 这里ꎬ 我代表

主办单位再讲几点意见ꎮ
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ꎬ 充分认识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的重大意义

国无德不兴ꎬ 人无德不立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ꎬ 就加强和

改进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论述、 重要指示ꎬ
强调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ꎬ 激发人

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 道德情感ꎬ 培育正确

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ꎬ 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

其是自觉践行能力ꎬ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

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

力的道德支撑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接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

得者ꎬ 强调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

帜ꎬ 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ꎬ 弘扬

真善美ꎬ 传播正能量ꎬ 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

善、 见贤思齐ꎬ 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 明德惟

馨ꎮ 今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ꎬ 人民有信

仰ꎬ 民族有希望ꎬ 国家有力量ꎮ 要紧密结合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加强社会

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ꎬ
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ꎻ 要充分发挥

榜样的作用ꎬ 领导干部、 公众人物、 先进模范

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 起好示范作用ꎬ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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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 争当文明公

民、 展示文明形象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在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

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重要讲话ꎬ 强调要

弘扬劳模精神ꎬ 弘扬劳动精神ꎬ 弘扬我国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ꎮ 这一重要讲

话精神ꎬ 为我们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提供了重要

遵循ꎮ 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ꎬ 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提高

工作站位ꎬ 从政治的高度、 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和把握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工作ꎮ
１. 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ꎬ 是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ꎮ 党中央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ꎬ 提出并形成了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ꎮ 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协调推进、 全面发展的战略谋划、 战略考

量ꎮ 协调推进整个战略布局ꎬ 就需要发挥思想

道德建设教育人、 鼓舞人的重要作用ꎬ 引导人

们在理想信念、 道德观念方面与党中央决策部

署同向同行ꎬ 形成强大的精神和道德力量ꎻ 需

要积极回应人们期盼社会更有文化、 更有道德

的呼声ꎬ 强化移风易俗、 敦风化俗的工作ꎬ 使

公民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不断提高ꎮ 前不久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印发了 «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和 «关于加

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意见»ꎮ 这两个文

件ꎬ 都把选树道德模范作为推动核心价值观学

习实践具体化系统化的有效载体ꎬ 作为引导全

社会形成共同价值追求和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

活动形式ꎮ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评选

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就是要充分展示我

国公民道德建设丰硕成果ꎬ 弘扬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 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ꎬ 激发广大人民群

众的道德热情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２. 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ꎬ 是运用

典型示范引路、 不断深化公民道德建设的成功

经验ꎮ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的工作

方法ꎬ 他亲自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ꎬ 让

“老阿姨” 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ꎻ 亲自给 “郭
明义爱心团队” 和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

务队” 回信ꎬ 推动学习雷锋在中华大地蔚然成

风ꎮ 在已开展的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中ꎬ 我们评出 ２００ 多名全国道德模范和 １０００ 多

名提名奖获得者ꎻ 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的劳动

模范、 青年五四奖章、 三八红旗手等评选具有

广泛影响ꎬ 先进人物层出不穷ꎻ 各级各类媒体

宣传一大批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ꎬ
形成了群星灿烂与七星共明的生动局面ꎬ 公民

道德建设保持了旺盛生机和活力ꎮ 评选表彰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就是要发扬抓典型、 学典

型的成功经验ꎬ 把全国道德模范这一崇高荣誉

称号叫得更响ꎬ 在更大范围内、 更深层次上吸

引群众的支持和参与ꎬ 不断夯实道德建设的社

会基础ꎮ
３. 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ꎬ 是鲜明

基本道德准则、 树立社会新风正气的重要举

措ꎮ 当前ꎬ 我国社会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ꎬ
传统美德广泛弘扬ꎬ 善行义举层出不穷ꎬ 形成

了崇德向善的浓郁氛围ꎮ 同时也要看到ꎬ 随着

经济社会深刻变革、 人们思想观念日趋活跃ꎬ
主流价值也面临新挑战新考验ꎬ 道德领域还存

在不少突出问题ꎮ 比如ꎬ 一些人价值观扭曲ꎬ
善恶不分、 美丑不辨ꎬ 不道德、 不文明的事情

屡有出现ꎻ 一些人不讲诚信、 欺骗欺诈ꎻ 一些

人无视公序良俗ꎬ 道德冷漠ꎬ 甚至伤风败俗ꎬ
等等ꎮ 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就是要

通过彰显道德榜样的价值引导力ꎬ 明确什么需

要大力倡导ꎬ 什么必须坚决摒弃ꎬ 帮助人们从

思想上进一步正本清源、 固根守魂ꎬ 进一步营

造风清气正、 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ꎮ
二、 广泛发动群众、 有序高效评选ꎬ

树立社会影响大群众认同度高的道德标杆
道德模范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身ꎬ 是民

族精神的生动写照ꎬ 是引领社会主流价值的鲜

明旗帜ꎮ 从雷锋到郭明义ꎬ 从焦裕禄到孔繁

森ꎬ 从谷文昌到杨善洲ꎬ 还有罗阳、 龚全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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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 都是不同时期令人敬仰的模范人物ꎬ 他们

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召着亿万群众、 涵养着社

会道德源泉ꎬ 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

贵财富ꎮ 这段时间ꎬ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一起ꎬ
筹划制作了 ６ 集电视纪录片——— «劳动铸就中

国梦»ꎮ 片中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道德

模范、 先进人物、 英模代表的画面和事迹ꎬ 令

人非常感动ꎮ 比如ꎬ 开凿红旗渠的很多资料是

第一次披露ꎬ 一些年轻编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

样的画面ꎬ 其中蕴含的精神是涵养社会道德的

重要源泉ꎮ 在当今时代ꎬ 这样的感人故事也很

多ꎬ 关键是要善于发现ꎮ 我们评选表彰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ꎬ 要立足焕发全民族的精神力

量ꎬ 通过亿万群众的推荐评选活动ꎬ 树立最有

影响力、 最富感染力的道德标杆ꎬ 为新时期道

德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生成强大动力ꎮ
一要坚持高标准评选全国道德模范ꎮ 全国

道德模范是中央文明委在道德领域授予公民的

最高荣誉称号ꎬ 必须突出权威性、 先进性、 示

范性ꎬ 把民意基础好、 群众评价高、 引领作用

大的先进典型推举出来ꎬ 为全体人民树立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兵ꎮ 要把握全国道德

模范的总体标准ꎬ 全面考察候选人在社会公

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方面的表

现ꎬ 使我们选出的道德模范具备综合道德素

质ꎬ 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一致认同ꎮ 要依

据五类模范的分类标准ꎬ 严格考察候选人的事

迹ꎬ 比如ꎬ 助人为乐模范重在充满爱心ꎬ 长期

无私帮助他人ꎻ 见义勇为模范重在秉持大义ꎬ
舍生忘死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群众安全ꎻ 诚实守

信模范重在坚守正道ꎬ 始终如一地以诚待人、
履约践诺ꎻ 敬业奉献模范重在虔诚勤勉ꎬ 在本

职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ꎻ 孝老爱亲模范重在血

脉情深ꎬ 形成良好家风和家国情怀ꎮ 要坚持好

中选优原则ꎬ 把道德模范评选与面上的好人好

事拉开档次ꎬ 打造精神高原上的 “道德高峰”ꎮ
往届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各行各业的重大

典型ꎬ 只要能够保持淳朴本色、 不断砥砺品

格ꎬ 都可以优先遴选ꎮ 要统筹兼顾、 改革创

新ꎬ 既全面推荐五个类别的先进人物ꎬ 也适当

改进结构ꎬ 围绕弘扬实干兴邦精神ꎬ 多发现推

荐一些当下涌现出来的甘于无私奉献、 勇于创

新创造的先进人物ꎻ 围绕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ꎬ 多发现推荐一些注重家庭、 注重

家教、 注重家风的先进人物ꎮ
二要广泛发动城乡基层群众推荐候选人ꎮ

评选表彰道德模范ꎬ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突出

群众主体地位ꎬ 引导群众为自己选择道德榜

样ꎮ 在以往四届评选的推荐活动中ꎬ 累计有数

亿人次参与ꎬ 举荐超过 １３ 万名人选ꎬ 充分体现

了群众评、 评群众的特点ꎮ 群众参与度高了ꎬ
社会覆盖面广了ꎬ 候选人的基数大了ꎬ 我们评

选的道德模范就更有说服力、 更具代表性ꎮ 本

届评选表彰活动ꎬ 要继续把群众发动好、 组织

好ꎬ 把奖项设置、 评选标准、 推荐渠道、 评选

办法向广大群众说清楚、 讲明白ꎬ 公布各级活

动组委会的专用信函地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

箱ꎬ 做到信息沟通顺畅、 群众推荐便利、 意见

反映及时ꎬ 让推荐评选的全过程都有群众参

与ꎮ 要把推荐的重点放在企业、 学校、 社区、
村镇、 连队等基层单位ꎬ 引导人们踊跃推荐他

们信得过、 学得到的道德榜样ꎮ 各级各类新闻

媒体要组织动员记者、 采编人员深入基层、 深

入一线ꎬ 到群众当中把模范人物发掘出来、 宣

扬开来ꎮ 现在ꎬ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传播 “微时

代”ꎬ 微博、 微信、 微视等传播交流方式运用

十分广泛ꎬ 要高度重视新媒体、 善于借助新媒

体ꎬ 弘扬道德模范的精神ꎬ 传播道德模范的影

响ꎬ 鼓励网民尤其是青少年举荐 “最美人物”ꎬ
选树心中的榜样ꎮ 发动学校和青少年参加ꎬ 本

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ꎬ 参与的过程、 接触

的过程ꎬ 就是教育、 领悟、 践行的过程ꎮ
三要严谨有序地做好评选组织工作ꎮ 评选

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既是一次大规模群众道德教

育活动ꎬ 也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任务ꎬ 社

会关注、 影响面大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

行评选程序和实施办法ꎬ 做好宣传发动、 群众

推荐、 资格审核、 社会公示、 遴选上报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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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ꎬ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简单粗糙ꎬ 防止走过

场ꎬ 确保评选表彰高质量地推进ꎮ 要严把候选

人资格审核关ꎬ 认真核查候选人的实际情况ꎬ
并向本人所在单位或属地党组织以及有关管理

部门征求意见ꎬ 不能怕麻烦、 图省事、 凭印

象ꎬ 不能因工作疏漏出现任何差错ꎮ 要实事求

是、 客观准确地宣传介绍候选人事迹ꎬ 切忌人

为拔高甚至造假ꎬ 不能靠包装和煽情ꎬ 违背选

树道德模范的初衷ꎮ 有的地方没有很高水平的

模范人物ꎬ 宁愿少些ꎬ 但要好些ꎮ 要充分发扬

民主ꎬ 尊重群众的评判权ꎬ 认真回复社会反映

意见和群众举报问题ꎬ 做到有结论、 有结果ꎮ
要坚持公平公正ꎬ 严肃评选纪律ꎬ 决不能借评

选表彰谋取私利、 搞不正之风ꎬ 确保我们的评

选具有高度的公信力ꎮ 今年ꎬ 我们广泛听取基

层意见ꎬ 进一步改进投票工作ꎬ 不再组织全国

范围内大规模投票ꎬ 重点是发挥好地方 “万名

公众代表” 的作用ꎬ 通过他们的投票充分反映

群众的意愿ꎮ 在此基础上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组

织评委投票评选ꎬ 依据投票结果确定模范人

选ꎮ 总之ꎬ 要努力组织一届让群众满意的评选

表彰活动ꎬ 使我们推出的道德模范立得住、 传

得开ꎬ 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ꎬ 成为永不褪

色的道德旗帜ꎮ
三、 大力弘扬道德模范崇高精神ꎬ 推

动公民道德建设向纵深发展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ꎬ 崇高事业需要榜

样引领ꎮ 开展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的重要目

的ꎬ 是树立见贤思齐、 弘扬正气的社会风尚ꎬ
把榜样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转化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道德追求、 道德行为ꎬ 转化为推动社会

文明进步的道德力量ꎮ 我们要以评选表彰全国

道德模范为契机ꎬ 坚持宣传教育、 示范引导、
实践养成相结合ꎬ 切实加大工作力度ꎬ 逐步拓

展工作深度ꎬ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迈上新的

台阶ꎮ
要广泛持久地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ꎮ

道德模范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ꎬ 在平凡的

人生中坚守着道德准则ꎬ 能够激发人们追求真

善美的强烈共鸣ꎬ 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宝贵资源ꎮ 要把宣传道德模范贯穿于评

选表彰活动全过程ꎬ 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

围ꎬ 凝聚起全社会加强道德建设的思想共识ꎮ
要发挥新闻媒体舆论主渠道作用ꎬ 组织中央和

地方各级各类报纸和广播电视ꎬ 发动互联网、
手机等新兴媒体ꎬ 以 “德耀中华” 为主题ꎬ 浓

墨重彩地宣传道德模范故事ꎬ 深刻阐发道德模

范的精神价值ꎬ 既要见人见事ꎬ 更要见思想见

精神ꎬ 让人们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感悟道德力

量ꎮ 要发挥文艺作品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ꎬ 推

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广播剧、 报告文学、 影

视剧、 诗词歌赋以及公益广告等ꎬ 多侧面、 立

体式地展现道德模范ꎮ 要用好用活基层宣传文

化阵地ꎬ 充分利用县文化场馆、 乡镇 (街道)
文化站、 村 (社区) 文化服务中心等场所ꎬ 宣

传栏、 板报、 墙报以及农村广播等载体ꎬ 把道

德模范的事迹送进千家万户ꎮ 要发挥道德模范

的示范作用ꎬ 开展 “千名道德模范万场基层巡

讲” 活动ꎬ 让道德模范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

中去”ꎬ 与百姓面对面交流讲道德、 做好人的

心得体会ꎬ 用真情实感播撒道德的种子ꎬ 形成

点燃一盏灯、 照亮一大片的社会效应ꎮ
要扎实深入地开展学习道德模范活动ꎮ 学

习道德模范精神ꎬ 贵在知行统一ꎬ 重在身体力

行ꎮ 要在各行各业开展崇尚道德模范、 学习道

德模范、 争当道德模范主题活动ꎬ 把外部的道

德教育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品质ꎬ 实现道德

认知和道德行为的有机统一ꎮ 围绕弘扬助人为

乐精神ꎬ 深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大力推动

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营造 “我为人人、 人人为

我” 的社会氛围ꎮ 围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ꎬ 开

展各具特色的公益活动ꎬ 倡导扶贫济困、 慈善

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血等献爱心行动ꎬ 传

递人间真情、 彰显美德善行ꎮ 围绕弘扬诚实守

信精神ꎬ 开展 “诚信做产品”、 “百城万店讲诚

信” 等活动ꎬ 推动诚信制度化建设ꎬ 引导人们

牢牢守住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ꎮ 围绕弘扬敬业

奉献精神ꎬ 开展爱岗敬业教育实践活动ꎬ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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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 职业规范ꎬ 倡导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ꎬ 使忠于职守、 建功立业成为人们的行

动自觉ꎮ 围绕弘扬孝老爱亲的优良品德ꎬ 深化

五好文明家庭和星级文明户创建ꎬ 开展传承

“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ꎬ 促进家庭和睦、 相亲

相爱ꎬ 让家庭建设成为社会建设、 国家建设的

有力基点ꎮ 党员干部、 青少年、 公众人物是践

行道德模范精神的重点人群ꎮ 要结合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ꎬ 在党政机关开展学模范、 做表

率主题活动ꎬ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加强修身做人

锤炼ꎬ 以高尚人格带头弘扬良好道德风尚ꎮ 要

善于发现基层领导干部中的道德模范ꎬ 选树一

些立得住、 过得硬、 传得开的典型ꎬ 为全社会

作出示范表率ꎮ 要以文明校园创建为载体ꎬ 引

导广大青少年以道德模范为镜ꎬ 踏踏实实守好

公德、 修好私德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ꎮ 要

开展公众人物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

动ꎬ 引导文艺界、 体育界、 教育界知名人士以

及著名企业家等向道德模范看齐ꎬ 强化自身修

养、 提升精神境界ꎬ 为社会道德建设注入强大

活力ꎮ
同志们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ꎮ 评选表

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是引领道德风尚、
推动道德进步的重大活动ꎬ 社会各界充满期

待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ꎬ 加强

工作配合ꎬ 扎实深入、 高效圆满地完成各项

任务ꎬ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新成效ꎬ 为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实现 “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和道德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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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抗战精神ꎬ 推进伟大事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黄坤明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的时间

节点上ꎬ 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

史ꎬ 深深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中的ꎬ 既有家国

破碎、 同胞死难的伤痛ꎬ 也有中华儿女英勇抗

敌、 浴血奋战的壮烈ꎬ 更有气壮山河、 光辉永

在的伟大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ꎬ 形成了伟大的抗

战精神ꎬ 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ꎬ 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

族气节ꎬ 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ꎬ 百

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ꎮ” 我们纪念那

段伟大的历史ꎬ 就是要铭记先辈们为中华民族

立下的伟大功勋、 为世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

献ꎬ 就是要传承和弘扬苦难辉煌中孕育出的伟

大抗战精神ꎬ 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ꎬ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ꎮ
抗战精神重塑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

略、 争取民族解放、 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

争ꎬ 是与法西斯主义在东方主战场进行的殊死

较量ꎬ 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
范围最广和对手最凶残、 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

战争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ꎬ “开辟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ꎬ 开启了古老

中国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ꎮ 深刻认

识抗战精神的伟大ꎬ 就是要站在这样的历史高

度、 透过这样的历史视野ꎬ 既走进当时的历史

场景ꎬ 充分认识抗战精神对于那场战争的意义

和价值ꎬ 看到它是决定抗战胜利的最根本、 最

关键因素ꎻ 更要由此上溯到鸦片战争百年来的

历史进程ꎬ 充分认识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整个

中华民族的意义和价值ꎬ 看到它是扭转民族命

运、 再造民族魂魄的内在力量ꎮ
伟大的抗战精神唤起了民族觉醒ꎮ 中华民

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爱国传统的伟大民族ꎬ 国家

民族利益至上始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价值准

则ꎮ 鸦片战争后ꎬ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ꎬ 列强

的一次次入侵、 不平等条约的一个个签订ꎬ 中

华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ꎬ 人们的

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漠ꎬ 东方雄狮沉睡

于漫漫长夜ꎮ 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吞并中

国ꎬ 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ꎮ 在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的声

声呼唤中ꎬ 在抵御侵略、 挽救危亡的不断抗争

中ꎬ 中华民族实现了最为彻底、 最为深刻的集

体觉醒ꎮ “誓死不当亡国奴”ꎬ 为民族而战、 为

国家而战ꎬ 成为响彻华夏大地的最强音ꎬ 埋藏

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重新涌动激

荡ꎬ 民族自尊、 民族自信、 民族自强的意识和

信念空前高涨ꎮ 正是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的洗

礼ꎬ 中华民族才真正实现了民族自觉ꎬ 以全新

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伟大的抗战精神促进了民族凝聚ꎮ 近代以

来ꎬ 中国屡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ꎬ 鸦片战

争、 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

战争ꎬ 历次战争虽殊死抵抗ꎬ 却都以失败告

终ꎮ 一个重要的原因ꎬ 就是当时的中国无法形

成全民族的大团结、 大凝聚ꎮ 地广不足以为

大ꎬ 人多不足以为众ꎮ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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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ꎬ 甚至叫嚣三个月之内灭

亡中国ꎬ 正是把几亿中国人视为 “一盘散沙”ꎮ
面对民族存亡续绝的危机ꎬ 抗日救国越来越成

为社会各界团结起来的思想共识ꎬ 成为中华儿

女凝聚起来的精神旗帜ꎮ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整

体利益出发ꎬ 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ꎬ
进一步系牢了全民族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精

神纽带ꎮ 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ꎬ “举国鼎沸兮ꎬ
全民总抗战”ꎬ 各党派、 各民族、 各阶级、 各

阶层、 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空前团结、 一

致抗日ꎮ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ꎬ 从没有像抗战

这样有如此广泛的民众动员、 如此紧密的民族

凝聚ꎬ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

长城ꎮ
伟大的抗战精神升华了民族精神ꎮ 中华民

族自古就有着自强不息、 威武不屈、 坚忍不拔

的民族性格ꎮ 百年来的屈辱与沉沦ꎬ 极大地影

响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ꎬ 萎靡不

振、 浑浑噩噩、 怯懦卑膝的精神状态在全社会

滋长蔓延ꎬ 侵蚀着民族的根脉ꎮ 抗日战争燃起

了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熊熊火焰ꎬ 淬炼了中华

儿女的血气精魂ꎬ 舍生取义、 坚贞不屈的崇高

气节充塞天地ꎬ 决不被任何敌人吓倒的大无畏

革命英雄主义贯若长虹ꎬ 不达胜利决不罢休的

信念意志坚定如山ꎮ 面对侵略者的凶残杀戮ꎬ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ꎬ “人人抱必死

之心” “争着死ꎬ 抢着死”ꎬ 多少英雄前仆后

继ꎬ 毁家纾难、 以身殉国ꎮ 杨靖宇、 赵尚志、
左权、 彭雪枫、 佟麟阁、 赵登禹、 张自忠、 戴

安澜、 “狼牙山五壮士” “刘老庄连” “八百壮

士”ꎬ 等等ꎬ 正是这些英烈和他们所代表的英

雄的中国人民ꎬ 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更生再

造ꎬ 树起了一座座新的精神丰碑ꎬ 挺起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脊梁ꎮ
伟大事业呼唤伟大精神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ꎬ 伟大的精神

成就伟大的时代ꎮ ７０ 年前ꎬ 我们正是有了伟大

的抗战精神ꎬ 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ꎬ
完成了救民族于危亡的历史任务ꎬ 实现了中华

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ꎮ 战

声远去、 硝烟散尽ꎬ 英雄长眠、 精神不朽ꎮ ７０
年来ꎬ 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ꎬ 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勠力同心、 砥砺奋

进ꎮ 当前ꎬ 我们正行进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的伟大征程上ꎬ 面临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ꎮ 这虽不再是血与火的生死之搏ꎬ
但却是艰与险的兴衰之战ꎬ 需要全民族传承和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在中国道路上激发起更

加强大的中国精神ꎬ 汇聚起更加磅礴的中国

力量ꎮ
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

精神ꎮ 救亡图存、 打败日本侵略者ꎬ 是那一代

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ꎮ 在伟大的抗战精神的感

召和激励下ꎬ 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ꎮ 抚看今朝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ꎬ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ꎮ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不断向民族复兴迈

进ꎬ 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当起来的历史使

命ꎮ 当前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

段ꎬ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 深水区ꎬ 全面

依法治国进入新的征程ꎬ 全面从严治党进入关

键阶段ꎬ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已经展开ꎬ 我

们的责任更加重大ꎬ 任务更加艰巨ꎮ 这就需要

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激发全民族

的自信心自豪感ꎬ 坚定实现历史使命的意志和

信念ꎬ 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风雨兼程ꎬ 为着

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拼搏、 不懈奋斗ꎮ
面临的严峻困难挑战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

精神ꎮ 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ꎬ 是

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对抗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

家ꎬ 是一支洋枪土炮混杂、 兵种单一的军队对

战一支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现代诸兵种协同

的军队ꎮ 我们面对着一个使用极为凶残战争手

段的侵略者ꎬ 甚至一度面临短短几年就丧失大

半国土的 “绝境”ꎮ 中国军民以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坚强意志ꎬ 绝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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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到底ꎬ 赢得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ꎬ 书

写了战争史上的奇迹ꎬ 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壮

举ꎮ 如今ꎬ 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谋发展、 求进

步ꎬ 国家事业蒸蒸日上ꎬ 人民生活日益富足ꎬ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十分尖锐ꎬ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然十分严峻ꎮ 从国际上

看ꎬ 全球市场持续低迷ꎬ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ꎬ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ꎬ 一些势力长期对我进行遏

制、 分化ꎬ 我发展空间受到挤压ꎬ 外部风险不

容忽视ꎮ 从国内来看ꎬ 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

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ꎬ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ꎬ 调

结构、 转方式面临诸多挑战ꎬ 发展起来的新问

题和发展不足的老问题交织叠加ꎮ 困难越多、
挑战越大ꎬ 就越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

战精神ꎬ 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 百

折不挠的坚定信念ꎬ 不畏艰险、 攻坚克难的巨

大勇气ꎬ 开拓进取、 奋发有为的昂扬斗志ꎬ 战

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闯过一道又一道险关ꎮ
现实的复杂思想环境需要弘扬伟大的抗战

精神ꎮ 抗战期间ꎬ 面对敌强我弱、 战局不利、
政局动荡、 物资短缺ꎬ “攘外必先安内” “亡国

论” “速胜论” “曲线救国论” 等各种论调粉

墨登场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大

旗ꎬ 鲜明宣示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ꎬ 统一了全

民族抗敌御侮的意志ꎬ 决不投降、 血战到底的

精神在全社会成为主流ꎮ 现在ꎬ 社会变革日益

加剧ꎬ 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ꎬ 各种社会

思潮竞相涌现ꎬ 一些错误思想观点也时有出

现ꎬ 一定程度上动摇着人们的理想信念ꎬ 消磨

着人们的奋斗意志ꎬ 削弱着人们的责任担当ꎮ
社会思想意识越复杂ꎬ 不同思想观念的交锋越

激烈ꎬ 就越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

神ꎬ 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必胜的信念、 坚

韧的意志、 坚定的决心、 无畏的担当ꎬ 凝心聚

力、 奋发图强ꎬ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ꎮ
我们曾饱受屈辱但始终自强不息ꎬ 我们曾

历尽磨难但一直坚忍前行ꎮ 今天ꎬ 缅怀峥嵘岁

月ꎬ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就是为了更好地铭

记历史、 启迪当代、 昭示未来ꎮ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ꎬ 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ꎬ 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

难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

大精神动力ꎮ
弘扬抗战精神　 锻造当代民族之魂
把伟大的抗战精神传承好、 发扬好ꎬ 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ꎮ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

把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作为义不容辞的光荣任

务ꎬ 融入贯穿工作的全过程、 各方面ꎬ 不断激

发全民族信仰的力量、 强化精神的纽带ꎮ
高扬理想旗帜、 筑牢信念基石ꎮ 坚守理

想、 坚定信念ꎬ 不论是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ꎬ
还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上ꎬ
都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ꎮ 要坚持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教育人

民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

新成果ꎬ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

法ꎬ 做到虔诚而执着、 至信而深厚ꎮ 要不断深

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宣传

教育ꎬ 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

系、 制度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力度ꎬ 引导人

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心骨、 定盘星ꎬ
深刻认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巨大优越性

和光明前景ꎬ 不断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汇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抗战精神最为本质、
最为关键的价值要素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必须更加突出和彰显伟大的抗战精

神ꎮ 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ꎬ 着力培育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

怀ꎬ 不断增强全民族的向心力、 凝聚力ꎮ 要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深入实施中华文化

传承工程ꎬ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和创造性转化ꎬ 用辉煌的中华文明激发民族自

豪感ꎬ 用丰厚的文化积淀构筑人们的精神家

园ꎮ 要大力弘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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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创造形成的革命文化ꎬ 发扬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西柏坡精神ꎬ 雷锋精神、 大庆精

神、 红旗渠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北京奥运精

神、 抗震救灾精神等ꎬ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ꎬ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ꎬ
凝聚谋发展促改革、 实干兴邦的思想共识、 价

值共识ꎮ
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ꎮ 思想舆论深深

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气质品格和精神状态ꎬ 深深

影响着我们所做一切事情的效果好坏和结果成

败ꎮ 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舆论生态ꎬ 必须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ꎬ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

宣传为主ꎮ 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 中心

任务ꎬ 及时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ꎬ 深入解读各项政策举措ꎬ 充分反映改革发

展的新进展新成效ꎬ 充分展示人民群众积极投

身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和精神风貌ꎬ 有效引导

社会热点ꎬ 努力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ꎮ 要把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融入日常的舆论

宣传中ꎬ 结合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ꎬ 充分反映

抗战精神在当代的生动体现ꎮ 要持续不断地加

强抗日战争伟大历史的宣传ꎬ 理直气壮地宣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ꎬ 宣

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

方主战场的地位作用ꎮ 特别是针对一个时期以

来以 “再评价” “揭秘” “纪实” 为名诋毁英

雄、 消解崇高、 虚无历史的杂音噪音ꎬ 要及时

有力地进行反驳和引导ꎬ 正本清源、 以正

视听ꎮ
书写时代史诗、 谱写人民赞歌ꎮ 中国精神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ꎬ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

国精神的集中体现ꎮ 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ꎬ 必须更加自觉地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ꎮ 要

引导作家、 艺术家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文艺工

作的优良传统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ꎬ 把爱国主义作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主旋律ꎬ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ꎬ 吹响 “时代的号角”ꎬ

用全部热情为祖国和人民放歌抒怀ꎬ 丰富人民

的精神世界ꎬ 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ꎮ 要推动广

大文艺工作者秉持对民族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

精神ꎬ 着力书写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ꎬ 书写中国人民为维护民

族独立和自由、 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

大功勋ꎬ 书写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作出的伟大贡献ꎬ 努力形成无愧于伟大历史

的英雄史诗ꎮ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ꎮ 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 保卫

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ꎮ 由此而言ꎬ 伟大的抗战

精神虽然在中国形成ꎬ 却具有世界意义ꎮ 要把

抗日战争特别是伟大的抗战精神作为讲好中国

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内容ꎬ 更加有效地

宣传介绍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宣传介绍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日

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牺

牲ꎬ 让客观的史实、 正确的史观得到国际社会

更加广泛的认知认同ꎮ 要通过国家社科基金、
出版基金和新型智库等平台ꎬ 整合各方面力

量ꎬ 加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ꎬ 运用精

准化、 实证化的研究成果ꎬ 为更好地认识和宣

传抗战历史提供学术支撑ꎮ 要把历史和现实有

机结合起来ꎬ 针对 “中国威胁论” “中国扩张

论” 等论调ꎬ 大力宣传我和平发展理念ꎬ 宣传

“一带一路” 对于推动世界和平进步和地区繁

荣发展的重大意义ꎬ 进一步树立中国作为和平

发展维护者、 促进者的良好形象ꎮ
雄关漫道真如铁ꎬ 而今迈步从头越ꎮ 当中

华民族又一次站在命运攸关的历史关口ꎬ 我们

更加珍视艰难岁月中凝聚和指引全民族砥砺前

行的伟大抗战精神ꎮ 这种精神ꎬ 过去曾经鼓舞英

雄的中华民族冲破历史的惊涛骇浪ꎬ 现在和将

来也一定会激励我们成功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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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黄坤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ꎬ 强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物质财富要极大丰

富ꎬ 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ꎬ 必须锲而不舍、
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ꎮ 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

称 «建议» ) 对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

作出专门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ꎮ 我们要深入学

习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ꎬ 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

更高水平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思

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丰润的道德滋养、
良好的文化条件ꎮ

深刻认识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

的重大意义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ꎬ 是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ꎮ 改革开放之

初ꎬ 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战略任务ꎬ 确定了 “两手抓、 两手都要

硬” 的战略方针ꎮ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ꎬ 习近平

同志指出ꎬ 要以辩证的、 全面的、 平衡的观点

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ꎬ 只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ꎬ 国家物质

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ꎬ 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才能顺利向前推进ꎮ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极端重要性的认识ꎬ 不

断增强新形势下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的政

治自觉、 思想自觉、 实践自觉ꎮ
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ꎮ 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ꎬ 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ꎬ 决定着我

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 培育什么样的公

民ꎮ 经过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

践ꎬ 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推动 “两个文

明” 协调发展ꎬ 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

治国兴邦的重大战略ꎬ 成为中国道路、 中国理

论、 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前ꎬ 国际环

境更加复杂ꎬ 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 “西
化” 分化ꎮ 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ꎬ
不同思想文化、 不同道德观念、 不同价值取向

的碰撞交锋更加频繁ꎮ 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ꎬ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 更加自

觉地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ꎬ 坚持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ꎬ
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ꎬ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基础ꎬ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确保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ꎮ

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本内容ꎮ 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
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ꎬ 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提

高、 家家仓廪实衣食足ꎬ 而且是精神文化生活

丰富、 人人知礼节明荣辱ꎮ 这些年来ꎬ 人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ꎬ 多样化、 差异化特征

日益明显ꎻ 但一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较

贫乏ꎬ 尤其是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ꎬ 有

的党员干部信仰迷茫迷失ꎬ 一些领域道德失

范、 诚信缺失比较严重ꎬ 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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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程度有待提高ꎮ 当前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已进入决胜阶段ꎬ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 更加自

觉地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ꎬ 坚定文化自

信、 增强文化自觉ꎬ 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

量、 弘扬真善美、 树立新风尚ꎬ 把满足需求与

提高素质结合起来ꎬ 把服务人民与引导群众结

合起来ꎬ 努力实现 “文化小康”ꎮ
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是实现民族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柱ꎮ 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最为深沉厚重的力量ꎮ 纵观人类发展史ꎬ
古巴比伦、 古埃及、 古希腊、 古罗马那些

在当时物质文明强盛的国度ꎬ 通常也创造了代

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ꎬ 不仅需要在物质生产上不断创造奇迹ꎬ 同

时也需要在精神文化上书写新的辉煌ꎮ 当今世

界ꎬ 综合国力竞争既表现为以经济科技为核心

的国家硬实力的直接较量ꎬ 也表现在以精神文

明建设为引领的国家软实力的深度角逐ꎮ 中华

民族走过苦难辉煌的近代历史ꎬ 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历经革命、 建设、 改革的不懈奋斗ꎬ 当

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民族

复兴的伟大目标ꎮ 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ꎬ 我们

必须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ꎬ 高举精神旗帜、 传承精神基因、 强

化精神纽带ꎬ 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ꎬ 谱写中华文化新

的篇章ꎮ
准确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新形势下ꎬ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推动 “两个文明” 协调发展ꎬ 必须按照 «建

议» 的要求ꎬ 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ꎬ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ꎬ 贯彻落实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原则ꎬ
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展理念ꎬ 更好地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

于创造性ꎮ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ꎮ 这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基本职责ꎮ 必须紧紧围绕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

事ꎬ 找准战略方位和工作重点ꎬ 谋划精神文明

建设、 部署文化改革发展ꎬ 为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凝聚精神动力、 营造舆论氛围、 增强道德

支撑ꎮ
以理想信念为根本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中

心环节ꎮ 必须紧紧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根本ꎬ 凝

魂聚气、 强基固本ꎬ 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

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ꎬ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ꎬ 同

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ꎮ
重在建设ꎮ 重在建设、 以立为本ꎬ 是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ꎮ 必须求真务实、 真抓实

干ꎬ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加强优秀精神

文化产品创作ꎬ 抓好工程项目ꎬ 抓好日常平

常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培育有理想、 有道

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ꎮ 必须建

章立制、 依法管理ꎬ 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

问题ꎮ 必须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ꎬ 实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推动中

华文化走向现代化ꎮ
为民利民惠民ꎮ 以人为本ꎬ 实现好、 维护

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必须发挥人民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ꎬ 坚持为了人

民、 依靠人民、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由人民共

享ꎬ 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ꎬ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ꎬ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ꎮ
改革创新ꎮ 全面推进理念创新、 体制创

新、 手段创新、 工作创新ꎬ 是增强精神文明建

设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开创新局面

的必由之路ꎮ 必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

化ꎬ 积极探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 新办法和新载

体、 新途径ꎬ 加快文化机制、 内容、 业态、 形

式等各方面创新步伐ꎬ 引领时代潮流ꎬ 引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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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风气ꎮ
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ꎮ 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ꎬ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ꎬ 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ꎮ 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

导、 党政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 有关

部门分工负责、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

和工作格局ꎬ 打好组合拳、 奏好交响乐ꎬ 汇聚

起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ꎬ 推动文化创新创

造ꎬ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ꎮ
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 «建议» 精神ꎬ 把

“两个文明” 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ꎬ 一起部署ꎬ
一起落实ꎬ 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ꎮ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ꎮ 切实把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坚定人们的信仰和信心作

为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ꎮ 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

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

果ꎬ 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ꎮ 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长期

的政治任务ꎬ 以党委中心组和领导干部为重

点ꎬ 坚持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

动工作ꎻ 带动干部群众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ꎬ 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ꎬ 不断增强政治

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ꎮ 充分发挥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报刊网

络理论阵地的作用ꎬ 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及其

他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作用ꎬ 推进党的思想理

论建设ꎮ
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

共识、 汇聚力量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我们的时代主题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

们的兴国之魂ꎮ 要把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作为我们工作的聚焦点、 着力

点、 落脚点ꎬ 坚持价值观自信ꎬ 增强做中国人

的骨气和底气ꎬ 提升全民族的精气神ꎬ 塑造全

社会的新风貌ꎮ 要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ꎬ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做到经常抓、 长期

抓ꎬ 真正把核心价值观叫响、 做实ꎮ 精心设计

和组织好主题实践活动ꎬ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

社会诚信建设ꎬ 增强国家意识、 法治意识、 社

会责任意识ꎬ 倡导科学精神ꎬ 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ꎬ 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

风尚ꎮ 注重通过法律法规、 体制机制、 政策措

施、 乡规民约等ꎬ 向社会传导正确的价值取

向ꎬ 维护主流价值和公序良俗ꎮ
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ꎮ 创作生产更

多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优

秀精神文化产品ꎬ 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

志ꎬ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ꎮ 要深入实施

文化精品工程ꎬ 加强文化人才培养ꎬ 开展 “深
入生活、 扎根人民” 活动ꎬ 鼓励原创和现实题

材创作ꎬ 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 文艺评奖ꎬ 努

力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

良的优秀文化产品ꎮ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

程ꎬ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ꎬ 推出一大批代表

国家水准、 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ꎮ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ꎮ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ꎬ 是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ꎬ 也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ꎮ 要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ꎬ 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ꎬ 对传

统文化做到扬弃继承、 转化创新ꎮ 实施中华文

化传承工程ꎬ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典籍ꎬ 提升文

物保护质量ꎬ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ꎬ 振兴

传统工艺ꎬ 丰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活动载体ꎬ
加快地方戏曲振兴发展ꎬ 广泛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宣传普及活动ꎬ 使中华民族基本文化基

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ꎬ 推

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ꎮ
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 改

造社会的伟大创造ꎬ 是人民群众群策群力、 共

建共享的生动实践ꎮ 要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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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等各类创

建活动ꎬ 创新形式内容ꎬ 提升思想道德内涵ꎬ
注重实际效果ꎮ 开展 “讲文明、 树新风” 活

动ꎬ 评选表彰道德模范ꎬ 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ꎬ 加强家庭文明

建设ꎬ 推进志愿服务和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深化

文明旅游ꎬ 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ꎮ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ꎮ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机

制创新ꎬ 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ꎬ 是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ꎮ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ꎬ 实施重大文化工程ꎬ 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文化产业体系、 文化市场体系ꎬ 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ꎮ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发

展ꎬ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ꎬ 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方式ꎬ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便捷高

效、 保基本、 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ꎮ 推动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

制度ꎬ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ꎬ 发展骨干

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ꎬ 培育新型文化业

态ꎬ 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ꎬ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ꎮ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ꎮ 提高舆论引导能

力和水平ꎬ 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ꎬ 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ꎮ
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ꎬ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

面宣传为主ꎬ 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ꎬ 构建统

筹协调、 责任明确、 功能互补、 覆盖广泛、 富

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ꎮ 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

地建设ꎬ 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ꎬ 发展积极向

上的网络文化ꎬ 加大网上突出问题的治理力

度ꎬ 净化网络环境ꎬ 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ꎮ 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ꎬ 加快媒体数

字化建设ꎬ 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媒体

集团ꎬ 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ꎮ 优

化媒体结构ꎬ 规范传播秩序ꎬ 强化媒体的社会

责任ꎮ
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ꎮ 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ꎬ 展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 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 让中国形象不断树立和闪亮

起来ꎬ 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ꎮ
要创新对外传播方式ꎬ 构建技术先进、 传输

快捷、 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ꎬ 形成独具

中国特色、 能与国际交流的对外话语体系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ꎮ 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方式ꎬ
构建多主体、 多层次、 多形式的交流格局ꎬ
打造重点品牌ꎬ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ꎬ 组织新

闻发言人、 国际新闻评论员、 专家学者、 文

化交流使者、 出境公民等宏大队伍共同讲好

中国故事ꎮ 创新对外文化贸易方式ꎬ 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ꎬ 把优秀影视剧、 图书作为拳头

产品ꎬ 努力提高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ꎬ 更好

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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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讲话

在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节选)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徐令义

昨天上午ꎬ 我们认真听取了云山同志和奇

葆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的重要讲话ꎮ
讲话立意高远、 论述深刻ꎬ 充分肯定了去年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明确提

出了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ꎬ 为我们

做好全年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ꎮ 昨天下午ꎬ 大

家围绕云山同志和奇葆同志重要讲话进行了分

组讨论ꎬ 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ꎬ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ꎮ 下面ꎬ 我就 ２０１４ 年工作、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做好

２０１５ 年工作讲三点意见ꎮ
一、 结合融入、 开拓创新ꎬ 精神文明

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略)
二、 认清形势、 分析问题ꎬ 切实做足

做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篇
大文章

精神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同国际国内形势、 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密切相关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党科学

把握国际国内大势ꎬ 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

策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ꎬ 对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一系列新

要求ꎮ 对此ꎬ 我们要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认真

学习、 深刻领会、 切实贯彻ꎬ 深刻认识新形势

下精神文明建设ꎬ 特别是践行核心价值观正面

临着新的课题、 正处在新的起点ꎬ 迫切需要我

们提高工作站位ꎬ 提升思想境界ꎬ 以强烈的使

命感责任感ꎬ 做足做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篇大文章ꎻ 迫切需要我们用改革的

思路、 创新的思维ꎬ 研究新情况、 给出新答

案ꎻ 迫切需要我们从火热的经济社会生活中ꎬ
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中ꎬ 总结新经验、
推广新做法ꎬ 使文明创建更加为群众所满意、
为社会所叫好ꎮ 为此ꎬ 我们要从五个方面看

问题ꎮ
１. 从国际视野看ꎮ 当前ꎬ 世界多极化、 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ꎬ 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

加深ꎬ 同时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也明显增

加ꎬ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ꎮ 一方面ꎬ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ꎬ 国际

社会更加关注中国、 更加借重中国ꎮ 另一方

面ꎬ 西方敌对势力越加重视思想文化、 价值观

念等软实力的作用ꎬ 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

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ꎬ 不愿意看到一个

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崛起ꎬ 千方百计对我进行

干扰和遏制ꎬ 加大对我 “西化” 分化力度ꎬ 图

谋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ꎬ 以人权、 宗教、 民族

问题以及食品安全、 社会治安、 贪污腐败为口

舌ꎬ 既散布 “中国威胁论”、 又制造 “中国崩

溃论”ꎬ 妄图搞垮我社会主义制度、 搞垮共产

党的领导ꎮ 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

较量是长期的、 复杂的ꎮ 思想文化阵地ꎬ 我们

不去占领ꎬ 人家就会去占领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我们更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宣传教育ꎬ 把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下ꎻ 我们更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保持国家的精神独立性ꎬ 使之成为全体

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ꎻ 我们更要立足本职、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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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ꎬ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

尽责ꎮ
２. 从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看ꎮ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

标ꎬ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时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ꎻ 在新中国成立 １００ 周年时ꎬ 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ꎮ 我

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 现代化国家ꎬ 包括物质

富裕、 精神富有两个方面ꎬ 既要促进经济健康

增长ꎬ 又要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ꎮ 目前ꎬ 比较

经济社会发展而言ꎬ 精神文明建设还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ꎬ 一些地方经济上的 “量” 已经达到

甚至超越小康水平ꎬ 但社会文明程度的 “质”
还不尽如人意ꎻ 就精神文明创建而言ꎬ 各地的

发展状况也不均衡ꎬ 东中西部差距还比较明

显ꎬ 省、 市、 县、 乡创建工作的布局还不科

学ꎮ 这些都与我们的奋斗目标不相适应ꎮ 在实

现 “两个一百年” 的伟大征程中ꎬ 既要把经济

的质和量持续推高做强ꎬ 更为迫切的是要把精

神文明推高做强ꎬ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文明城

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排头兵作用ꎬ 把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ꎬ
使之成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强大

精神动力ꎮ
３. 从人民群众的期盼看ꎮ 党的十八大后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记者见面会上指出ꎬ 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ꎮ 我们要全

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ꎬ 就是既要

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ꎬ 又要让人民

沐浴良好社会风尚、 享受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

生活ꎮ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ꎬ 关注和参与道德

建设、 文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ꎬ 更加迫切地

追求民生指数、 幸福指数ꎬ 盼望整个社会更有

信仰、 更有道德、 更有文化、 更有生活品位ꎮ
但现实中ꎬ 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还

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ꎬ 有的地方公共文化设施

阵地不足、 服务水平不高、 群众参与不便ꎻ 有

的城市规模过度扩张ꎬ 生态恶化、 环境污染、

人文氛围淡化ꎻ 在思想大活跃、 观念大碰撞、
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ꎬ 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的

人和事常有发生ꎬ 有的人世界观、 人生观、 价

值观扭曲ꎬ 是非、 善恶、 美丑界限混淆ꎮ 人民

群众对提升公民文明素质、 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的愿望十分迫切ꎮ 我们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同

志ꎬ 要经常看看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新需

求ꎬ 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新关切ꎬ 把好的建

议、 好的做法上升到我们的工作决策、 转化成

我们的工作抓手ꎬ 并身体力行地付诸实施ꎮ
４. 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战略决策看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作出

了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

策ꎬ 两个决定前后相继、 紧密相关ꎬ 是全面奔

向小康社会的车之两轮、 鹰之两翼ꎬ 必须落实

到我们工作的各方面ꎬ 在增强三个意识上狠下

气力: 一是要增强改革意识ꎮ 我们的改革是全

方位的ꎬ 精神文明建设同样面临诸多改革的崭

新课题ꎮ 比如ꎬ 精神文明如何覆盖到新的经济

组织、 新的社会组织ꎻ 如何使点上的经验不一

枝独秀ꎬ 成为面上的满园春色ꎻ 政府职能部门

如何围绕践行核心价值观ꎬ 抓住突出问题ꎬ 在

纵向垂直推进和横向部门协作上加大工作力

度ꎻ 省区市文明办如何搞好宏观设计、 整体把

握ꎬ 如何发挥文明委成员单位的作用、 形成统

分结合工作机制ꎬ 如何承上启下、 狠抓落实等

等ꎬ 都需要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ꎬ 坚持好的、
改进不足的ꎬ 用改革的精神破解难题、 开拓前

进ꎮ 二是要切实增强法治意识ꎮ 法律是成文的

道德ꎬ 道德是内心的法律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一

项重要原则ꎬ 强调必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

治ꎮ 一方面ꎬ 我们要切实增强法治思维ꎬ 充分

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

项目纳入法治轨道ꎬ 把诚信建设、 志愿服务工

作、 对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措施等ꎬ 通过

中央和地方立法立规加以固定强化ꎬ 使道德教

化作用通过司法执法实践得以有效实现ꎮ 另一

方面ꎬ 我们要积极组织依法治国普法教育、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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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法治志愿服务活动ꎬ 加大对不文明案例的剖

析力度ꎬ 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培育法治文化ꎬ
营造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ꎮ 三是切

实加强统筹意识ꎮ 各级文明委是委员会的组织

架构ꎬ 各级文明办是委员会的办事机构ꎮ 在全

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ꎬ
事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急事多、 难事多ꎬ 我们更

要为各级文明委当好参谋、 抓好落实ꎬ 充分发

挥好统筹兼顾、 综合协调、 督促检查的职能作

用ꎬ 多做凝聚社会共识、 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的

工作ꎬ 多做化解矛盾、 理顺情绪的工作ꎬ 多做

形成公序良俗、 净化社会风气、 促进社会和谐

的工作ꎮ
５. 从我们自身工作看ꎮ 着眼全局、 看党和

国家的战略部署ꎬ 是为了让我们把准工作方

向、 突出工作重点、 抓好具体落实ꎻ 面向基

层、 看群众的需求ꎬ 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加

贴近实际、 脚踏实地ꎮ 在 ８ 月以来对 ２９ 个省

(区、 市) 的调研中ꎬ 我们梳理出工作中存在

五个方面的薄弱环节: 一是落实程度上差别

大、 不平衡ꎮ 一些地方文明办争取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重视支持不够ꎬ 重点工作上不了会ꎬ 进

不了决策圈ꎮ 一些地方文明办既存在宏观规划

部署不够的问题ꎬ 也存在一会了之、 抓落实不

够的问题ꎬ 形不成文明办工作的相对独立性、
系统性ꎮ 一些地方文明委统筹协调不够ꎬ 没有

把各成员单位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ꎬ 形

不成统分结合的工作格局ꎮ 二是核心价值观宣

传覆盖面不广ꎮ 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百姓

日用而不觉” 的要求相比ꎬ 仍有相当大差距ꎮ
中央好于地方ꎬ 党报党刊好于都市类媒体ꎬ 体

制内单位好于 “两新” 组织ꎬ 中心城区好于背

街小巷ꎮ 三是抓基础不扎实ꎮ 一些创建文明城

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地方ꎬ 存在着领导

热、 群众冷ꎬ 上面热、 下面冷的现象ꎬ 创成的

文明城市存在牌子到手、 创建到头的现象ꎻ 正

在创的城市存在打运动战多、 打持久战少ꎬ 大

而化之多、 见小落细少ꎬ 表面文章多、 由表及

里少的问题ꎮ 四是回应热点不够ꎮ 社会诚信、

文明旅游、 公德良俗等方面ꎬ 一些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ꎬ 负面影响不可

小视ꎮ 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政策法律支撑不

足ꎮ 一些项目没有进入建规立法程序ꎬ 惩戒一

些不文明不道德行为、 褒奖义行善举缺少法律

依据ꎮ 这些问题和不足ꎬ 都要在新一年工作中

加以认真改进ꎮ
三、 着眼创新、 狠抓重点ꎬ 进一步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２０１５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ꎬ 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ꎬ 也是 “十二五”
规划的收关之年ꎮ 做好今年工作ꎬ 要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工作主线ꎬ 着力在理

论武装上真学真用ꎬ 着力在群众性创建活动上

突出价值内涵ꎬ 着力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务求实

效ꎬ 着力在三项创新性工作上深化拓展ꎬ 着力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严格要求ꎬ 使 ２０１５ 年成为基

层工作加强年、 各项工作推进年ꎮ
１. 重在理论武装ꎬ 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ꎮ 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ꎬ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丰富和发展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ꎮ 我们要按照云山同志和奇葆、 延东同志

的要求ꎬ 把学习宣传贯彻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长

期政治任务ꎬ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ꎬ 联系实际、
深入学习ꎬ 加深对讲话精神的政治认同、 理论

认同、 情感认同ꎬ 切实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组织开展专题学: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作为一个

专题ꎬ 领导班子集中时间学ꎬ 各级文明办主任

培训班专题学ꎬ 把握思想精髓ꎬ 吃透精神实

质ꎬ 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坚定性ꎮ 领导

班子带头学: 健全学习制度、 创新学习方式ꎬ
主任、 处长学习上先一步、 理解上深一筹、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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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高一招ꎬ 做到学得扎实、 用得自如ꎮ 联系

创建实际学: 坚持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ꎬ 用讲

话精神指导研究谋划工作、 形成工作载体ꎬ 转

化为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ꎬ 作为检验工作成效

的衡量标准ꎮ 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ꎬ 以讲

话精神为思想武器发现问题、 分析解决问题ꎬ
切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ꎮ

２. 突出三大创建ꎬ 切实把文明城市、 文明

村镇、 文明单位作为贯穿融入核心价值观的主

战场ꎮ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当家品牌ꎬ 是文明办的基本职能ꎮ 要发

挥评选表彰的工作导向作用ꎬ 按照云山同志和

奇葆、 延东同志关于重在质量、 从严把关、 有

退出机制的要求ꎬ 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创建水

平ꎬ 引领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１) 以评选表彰为手段ꎬ 进一步把核心价

值观落到文明城市创建主体ꎮ 三年一届的精神

文明建设评选表彰ꎬ 各级党委政府十分看重ꎬ
人民群众十分关注ꎬ 是把核心价值观落到基层

的重要契机ꎮ 一是用好 “指挥棒”ꎮ 今年将继

续修订完善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ꎬ 研制 «县
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ꎬ 把四中全会关于一手

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ꎬ 加强法治教育、 诚信建

设ꎬ 推动普法和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等要

求充实到精神文明创建之中ꎬ 以文明创建为法

治中国提供道德支撑ꎮ 二是加强分类推进ꎮ 按

照与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相一致、 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 与新

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相配套的原则ꎬ 推动更多城

市跨入文明城市行列ꎮ 做到每年对各层面创建

有部署、 有督导ꎬ 避免评选年重视、 平常年忽

视的现象ꎮ 以巩固为基础、 以提高为重点、 以

一票否决为杠杆ꎬ 落实省 (区、 市) 文明委监

管责任ꎬ 研究制定文明城市 (区) 淘汰办法ꎬ
使 ８０ 多个全国文明城市 (区) 成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ꎮ 对新提名的

９５ 个地级市ꎬ 用现场会形式明确创建任务ꎬ 突

出思想道德建设重点ꎮ 对直辖市 ６２ 个城区创建

工作进行专题调研ꎬ 在工作好、 示范性强的城

区召开交流会ꎬ 使四大直辖市走在全国创建前

列ꎮ 推进张家港会议精神贯彻落实ꎬ 抓好 １６７
个县级提名城市ꎬ 举办县 (市) 文明委副主任

专题培训班ꎬ 细化创建任务ꎮ 三是狠抓当前测

评ꎮ 精心组织第四届测评评选ꎬ 赋予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１０ 项重点工作更高分

值ꎻ 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成绩作

为前置条件ꎬ 不达标不能入选ꎮ 今年春节后召

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

务大会ꎬ 请中央领导同志作重要讲话ꎬ 部署深

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和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把表

彰会开成动员会、 鼓劲会ꎬ 引导各地各部门大

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２)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ꎬ 进一步加强

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ꎮ 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全国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紧紧抓住

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两个重点ꎬ 推动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ꎮ 要着力推动乡风民风建

设ꎮ 把弘扬优良家风、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作为

农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工程ꎬ 会同

全国妇联深化文明户创建ꎬ 打造 “星级文明

户” 品牌ꎻ 顺应城镇化进程ꎬ 推动文明村镇、
文明集市、 文明小城镇创建ꎻ 广泛开展城市文

明单位与农村结对共建ꎬ 大力帮扶农村文化建

设ꎬ 有效推进城市反哺农村、 以城带乡文明建

设ꎮ 要着力改善乡村环境面貌ꎮ 会同住建部ꎬ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ꎬ
着力建设美丽乡村ꎬ 力争用 ５ 年左右时间ꎬ 让

全国 ９０％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 村容

村貌得到明显改观ꎮ
(３) 以创建文明单位为抓手ꎬ 进一步发动

文明委成员单位齐抓共管ꎮ 文明单位创建是整

个精神文明建设的细胞工程ꎬ 细胞活则全盘

活ꎮ 今年要在文明单位创建、 文明行业创建上

取得新的突破ꎮ 首先ꎬ 省 (区、 市) 文明委要

加强统筹协调ꎬ 扩大创建覆盖面ꎬ 为下一轮评

选提供足够的候选单位ꎬ 形成省里创、 市里

创、 县里创的三级联动格局ꎮ 其次ꎬ 中央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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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职能部门ꎬ 要围绕践行核心价值观在本

行业抓哪些突出问题、 用什么主题去抓、 怎么

抓进行专题研究ꎬ 形成清晰思路ꎬ 广泛开展具

有行业特色、 职业特点的创建活动ꎬ 着力形成

行业规章ꎬ 选树一批文明单位、 文明行业创建

标兵ꎮ 同时ꎬ 要把创建触角延伸到新经济组

织、 新社会组织和科技创新单位ꎬ 把 “三新”
的活力转化成创建的动力ꎬ 使 “三新” 的企业

文化、 单位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

行ꎮ 中央文明办将会同交通运输、 国资委、 银

监会、 工商联等部门展开专题调研ꎬ 适时召开

行业创建、 单位创建经验交流会ꎮ
３. 抓好四项工作ꎬ 持续深化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道德模范学

习宣传、 公益广告制作刊播和文明网阵地建

设ꎬ 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既要坚

持工作连续性、 常抓不懈ꎬ 又要发扬与时俱进

精神、 常抓常新ꎬ 持续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实ꎮ
(１) 开展十年 “回头看”ꎬ 进一步把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中之重ꎮ 加强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ꎬ 要从塑造建设全面小康

社会、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靠接班人的

高度ꎬ 从长计议、 狠抓当前ꎬ 作为希望工程来

抓、 作为未来工程来抓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党中央、 国

务院下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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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我们已经就 １０ 年

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情况开展调

研ꎬ 以此肯定成绩、 发现问题、 研判形势、 提

出对策建议ꎬ 形成专题报告报中央ꎮ 一是召开

工作会议推进ꎮ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

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重

要讲话精神ꎬ 结合 １０ 年 “回头看” 的成果ꎬ
筹备召开中央文明委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会议ꎬ 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ꎮ 二是深

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ꎮ 继续抓好 “我们的节

日” 品牌ꎬ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

实践ꎮ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ꎬ 组织清明祭英烈、
六一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七一 “童心向

党”、 十一 “向国旗敬礼” 等活动ꎬ 引导未成

年人确立爱国、 诚信、 孝敬、 勤俭等道德规

范ꎮ 在重要活动中ꎬ 要按照中办、 国办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印发的 «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

见» 要求ꎬ 规范国歌奏唱礼仪ꎬ 增强对国歌的

庄严感、 礼敬感ꎮ 三是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

宫ꎮ 组织力量对 ２０１４ 年度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

开展督查ꎬ 确保乡村学校少年宫建得好、 用得

上、 效益大ꎮ 做好 ２０１５ 年度新建项目组织实施

工作ꎬ 确保完成好 ３０００ 所建设任务ꎮ 会同财政

部、 教育部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专项调

研ꎬ 总结 “十二五” 期间项目实施情况和经

验ꎬ 研究 “十三五” 项目方案ꎬ 形成专题报

告ꎬ 搭建好下一轮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平台ꎮ
继续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ꎬ 举办专

题培训ꎬ 发挥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 作用ꎬ 普

及心理健康知识ꎬ 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ꎮ
(２) 做好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ꎬ

进一步凝聚崇德向善的强大正能量ꎮ 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 最美人物是核心价值观的人格

化身ꎬ 是百姓身边最有说服力的教材ꎮ 今年是

道德模范评选年ꎬ 既要评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ꎬ 更要把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传播开来ꎬ 争取

将全国道德模范列入国家荣誉称号范畴ꎮ 一要

发动群众评选ꎮ 立足基层ꎬ 发动群众ꎬ 通过严

谨有序、 公平公正的评选ꎬ 把先进性强、 群众

认可度高、 可敬、 可信、 可学的道德模范推举

出来ꎮ 二要进行隆重表彰ꎮ 国庆前在中央电视

台举行颁奖典礼ꎬ 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全国

道德模范ꎬ 营造崇尚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ꎮ 三

要广泛学习宣传ꎮ 把学习宣传道德模范贯穿于

评选表彰的全过程ꎬ 运用新闻报道、 基层巡

讲、 “故事汇” 巡演、 报告文学、 广播剧、 公

益广告等ꎬ 浓墨重彩报道候选人先进事迹和崇

高精神ꎮ 创新宣传形式ꎬ 为前四届 ２１５ 名全国

道德模范及新当选的模范撰写诗赋ꎬ 运用文学

形式展示他们的道德情操ꎮ 邀请道德模范参加

央视春晚等节庆活动ꎬ 树立好人好报价值导

向ꎮ 四要切实关爱帮扶ꎮ 落实 «帮扶生活困难

道德模范实施办法»ꎬ 开展走访道德模范活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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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ꎮ
(３) 运用公益广告这一有效形式ꎬ 进一步

叫响做实核心价值观ꎮ 一是开展征集活动ꎮ 广

开社会资源ꎬ 广纳社会贤才ꎬ 开展全国 “讲文

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招标和征集比赛ꎬ 发挥各

方面优势ꎬ 不断推出优秀作品ꎮ 二是提高作品

质量ꎮ 要让公益广告 “美起来”ꎬ 站位百姓视

角ꎬ 精巧构思、 精美设计ꎬ 推出思想性、 艺术

性、 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佳作ꎻ 要让广告 “动

起来”ꎬ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ꎬ 把图片、 绘画、
雕塑等静态作品视频化、 动态化ꎬ 推出更多

适应微博、 微信、 微视、 微电影等方式传播

的广告ꎻ 要让广告 “活起来”ꎬ 兼顾南北东西

文化ꎬ 突出地方民族风格ꎬ 贴近生产生活场

景ꎬ 让人百看不厌ꎬ 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

用ꎮ 三是持续抓好刊播ꎮ 召开公益广告视讯

会议作出专门部署ꎬ 推动各级各类媒体特别

是地方小台小报小刊进一步按照规定版面、
时段、 数量要求ꎬ 保质保量完成刊播ꎮ 抓好

互联网、 手机等新兴媒体ꎬ 大规模、 多渠道

推送公益广告ꎬ 扩大受众面ꎮ 立足车站、 机

场、 码头、 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公交、 出租、
地铁等交通工具ꎬ 广泛营造核心价值观生活

场景ꎮ 四是健全制度保障ꎮ 推动修订 «广告

法» 时设立促进公益广告发展的条款ꎬ 使公

益广告工作有法可依ꎮ 协调工商总局、 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制定 «公益广告促进和

管理暂行办法»ꎬ 把公益广告宣传纳入日常业

务监管之中ꎮ 推动研究公益广告财政扶持政

策、 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关激励政策ꎮ
(４) 做强中国文明网ꎬ 进一步发挥网上传

播主流价值的新优势ꎮ 按照云山同志和奇葆同

志关于坚持标准、 保持格调、 注重创新、 形成

规模效应、 不断增强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指

示精神ꎬ 努力把中国文明网建设成中宣部、 中

央文明办宣传核心价值观的门户网站ꎮ 一是扩

大阵地ꎮ 今年ꎬ 要巩固 ８０ 个文明城市的联网ꎬ
将 ９５ 个地级提名城市、 ６２ 个直辖市城区、 １６７
个县级提名城市纳入进来ꎬ 形成 ４００ 家左右的

地方联盟网站群ꎮ 二是讲好故事ꎮ 开展 “文明

网讲故事” 活动ꎬ 讲述中国好人、 中国家庭、
中国企业和中国文艺名家的精彩故事ꎬ 形成多

讲故事、 善讲故事的网站特色ꎬ 充分反映干部

群众追求真善美、 践行价值观的生动实践ꎮ 三

是建设展馆ꎮ 参照辽宁经验ꎬ 联合人民网建设

“中国好人” 网上展馆ꎬ 利用图片、 文字、 音

视频等多种形式ꎬ 生动形象地宣传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ꎮ 四是打造品

牌ꎮ 巩固 “五网联盟” 宣传身边好人的成果ꎬ
加强创新、 注重效果ꎬ 推动 «好人 ３６５» 专栏

向其他新闻网站和部分重点商业网站拓展ꎬ 向

更多都市媒体拓展ꎬ 加大微博、 微信、 微视和

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推送传播力度ꎬ 进一步

放大 «好人 ３６５» 的影响力ꎮ
４. 注重改革创新ꎬ 着力推进三项工作制度

化法治化ꎮ 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全会精神ꎬ 各项工作都要着眼于向深化改革要

效益、 向法治建设要效益ꎮ 当前ꎬ 要全力推进

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 诚信建设三项工作制度

化法治化ꎬ 重统筹协调、 重任务细化、 重过程

推动、 重法律支撑ꎬ 把工作往深里做、 往实处

抓ꎬ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ꎮ
(１) 持续推进旅游法治建设ꎬ 不断提升公

民旅游文明素质ꎮ 按照云山同志关于文明出游

工作要持续用力的要求ꎬ 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

议作用ꎬ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

的意见»ꎬ 广泛宣传 «旅游法»ꎬ 推动文明出游

工作再上一个台阶ꎮ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好护

照关、 组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关、 行

程关 “六关”ꎬ 持续推进工作关口下移ꎮ 坚持

国内游与出境游两手抓ꎬ 把导游、 领队的全员

培训作为重点工作ꎬ 把 “行前说明会” 作为必

需的工作环节ꎬ 抓住这两个关键就能取得实

效ꎮ 要不断升高文明旅游宣传引导的热度ꎬ 经

常曝光不文明行为ꎬ 发挥反面典型的警示作

用ꎬ 强化节假日、 重要时间节点宣传教育ꎬ 营

造文明出游的浓厚氛围ꎮ 今年ꎬ 将针对中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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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赴东南亚、 日本、 韩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

日益增多、 不文明行为凸显的情况召开专题会

议ꎬ 重点推进国家周边地区的文明旅游引导ꎮ
(２) 持续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努力营造

友善奉献的社会风尚ꎮ 以学雷锋精神为魂、 以

志愿服务组织为体ꎬ 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ꎬ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

常态化、 长效化ꎮ 力争 ２０１５ 年内出台国家行政

法规 «志愿服务条例» 以及中央文明委 «全国

志愿服务嘉许管理办法»ꎬ 为推进志愿服务提

供法规保障和褒奖制度ꎮ 扩大志愿服务覆盖

面ꎮ 继续推动共产党员到社区报到、 进社区服

务ꎬ 密切党群关系ꎻ 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为契机ꎬ 推动法律志愿服务活动ꎻ 推动尚未

开展志愿服务的领域和行业ꎬ 从自身做起、 从

小事干起、 从志愿服务组织建起ꎮ 推介宣传典

型ꎮ 联合相关部委和单位ꎬ 重点宣传推介全国

１００ 名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和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ꎮ 开展重点活动ꎮ 以法律、 文体、 科

技、 医疗卫生 “四进” 社区为主要内容ꎬ 以帮

助困难群众为主要对象ꎬ 使志愿服务贴近社会

需求ꎮ 推动规范管理ꎮ 加大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宣传推广使用力度ꎬ 开展志愿服务歌曲征集ꎬ
会同民政部建设全国统一的志愿服务记录和转

移接续信息平台ꎬ 统一志愿服务证ꎬ 进一步建

立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制度ꎮ
(３) 持续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着力构建

诚信社会ꎮ 坚持 “统起来抓、 分开来做” 的机

制ꎬ 推动中央文明委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 «关
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ꎮ 今年 ７ 月会

同国家发改委在东部、 中西部开好两个片会ꎬ
总结 «意见» 下发一年来各地主要做法、 成功

经验ꎬ 部署下一步工作ꎮ 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偷

漏税款、 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方面的 “黑
名单”ꎬ 整合各方力量依法惩戒失信行为ꎮ 大

力宣传百年老店ꎬ 宣传以信取胜的知名企业ꎬ
不断曝光失信败德的典型案例ꎬ 形成强大舆论

声势ꎬ 以此强化规则意识、 倡导契约精神、 弘

扬公序良俗、 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ꎮ
５.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ꎬ 在提高 “五个能

力” 上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全国文明办系统要按

照 “三严三实” 的标准ꎬ 落实奇葆同志 “讲政

治、 管队伍、 守纪律” 的要求ꎬ 狠抓班子和队

伍建设ꎬ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表率ꎬ
在提高 “五个能力” 上狠下功夫ꎮ

一是提高宏观谋划能力ꎮ 立足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ꎬ 善于在大局下思考工作ꎬ 跳出文

明办看精神文明创建ꎬ 在加强顶层设计、 科学

谋划上做文章ꎬ 使创建工作贯彻中央精神、 紧

跟时代步伐、 顺应群众需求ꎮ 二是提高实际调

查能力ꎮ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坚持群众性创建ꎬ 以实践

为师、 以群众为师ꎬ 在全系统坚持骑自行车或

步行调研ꎬ 了解真实情况ꎬ 总结先进经验ꎬ 发

现存在问题ꎬ 以言之有物的话语推动工作落

实ꎮ 三是提高改革创新能力ꎮ 根据时代发展变

化和社会需求ꎬ 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手段ꎬ
大力推进内容形式创新、 渠道载体创新、 方式

方法创新ꎬ 做到老品牌有新亮点ꎬ 新载体有实

内容ꎬ 努力增强工作针对性、 实效性ꎮ 四是提

高法治思维能力ꎮ 深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ꎬ 把依法治国要求落实到思想道德建设的各

方面ꎬ 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

重要作用ꎬ 自觉运用法律法规和法治思维推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五是提高探索规律

能力ꎮ 要从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

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 的战略高度ꎬ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新特点ꎬ 认真总结人民

群众的新做法新创造ꎬ 把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

性认识ꎬ 使精神文明创建水平与时代同频共

振、 在实践中螺旋式上升ꎮ
同志们ꎬ 新的形势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ꎮ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ꎬ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决

策部署ꎬ 奋发进取、 扎实工作ꎬ 努力开创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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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ꎬ 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做好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指导

思想
１. 充分认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ꎮ 文艺是

民族精神的火炬ꎬ 是时代前进的号角ꎬ 最能代

表一个民族的风貌ꎬ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ꎮ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ꎬ 在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时期ꎬ 充分运用文艺引领时代

风尚、 鼓舞人民前进、 推动社会进步ꎮ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ꎬ
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ꎮ 举精神旗帜、 立精

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ꎬ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

使命ꎮ 弘扬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价值、 凝聚中

国力量ꎬ 是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ꎮ
２. 准确把握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ꎮ 当前ꎬ

我国文艺创作生产活跃ꎬ 内容形式丰富ꎬ 风格

手法多样ꎬ 涌现了一大批人民喜爱的优秀作

品ꎬ 呈现出百花竞放、 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ꎮ
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耕耘、 服务人民ꎬ 取得了

显著成绩ꎬ 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随着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ꎬ 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巨大成就ꎬ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ꎬ
对外交流交往不断加深ꎬ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ꎬ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ꎬ 为文艺发展提供

了坚实基础、 内在动力、 广阔空间ꎮ 同时ꎬ 意

识形态领域形势十分复杂ꎬ 巩固思想文化阵

地、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紧迫ꎻ 在思

想活跃、 观念碰撞、 文化交融的背景下ꎬ 文艺

领域还存在价值扭曲、 浮躁粗俗、 娱乐至上、
唯市场化等问题ꎬ 价值引领的任务艰巨迫切ꎻ
文艺创作生产存在有数量缺质量、 有 “高原”
缺 “高峰”ꎬ 抄袭模仿、 千篇一律、 粗制滥造

等问题ꎬ 推出精品力作的任务依然繁重ꎻ 文艺

评论存在 “缺席”、 “缺位” 现象ꎬ 对优秀作品

推介不够ꎬ 对不良现象批评乏力ꎬ 文艺评论辨

善恶、 鉴美丑、 促繁荣的作用有待强化ꎮ 文艺

环境、 业态、 格局深刻调整ꎬ 创作、 传播、 消

费深刻变化ꎬ 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大量出

现ꎬ 引导、 管理、 服务的体制机制、 手段方法

亟须改革创新ꎮ
３. 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ꎮ 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

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ꎬ 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全面贯彻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ꎬ 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

者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ꎬ 以中国精神为灵魂ꎬ 以中国梦为时

代主题ꎬ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ꎬ 以创新

为动力ꎬ 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ꎬ 深

入实践、 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ꎬ 推出更多无愧

于民族、 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ꎬ 不断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ꎬ 为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文

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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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４. 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ꎮ 社会主义文

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ꎬ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

在的根本价值ꎮ 解决好 “为了谁、 依靠谁、 我

是谁” 的问题ꎬ 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

观点ꎬ 自觉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

体ꎬ 在人民生产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

造ꎮ 生动展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ꎬ 用现

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ꎬ 歌

颂光明、 抒发理想ꎬ 鞭挞丑恶、 抵制低俗ꎬ 给

人民信心和力量ꎮ 紧跟时代发展ꎬ 把握人民对

文艺作品质量、 品位、 风格等的期盼ꎬ 创作生

产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ꎬ 推动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ꎮ
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ꎮ 生活是文艺创作

的源头活水ꎬ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衣食父母ꎮ
大力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ꎬ 虚

心向人民学习、 向实践学习ꎬ 不断进行生活的

积累和艺术的提炼ꎮ 制定支持文艺工作者长期

深入生活的经济政策ꎬ 健全长效保障机制ꎬ 为

他们蹲点生活、 挂职锻炼、 采风创作提供必要

的工作条件和成果展示平台ꎮ 完善激励机制ꎬ
把深入生活纳入文艺单位目标管理和领导班子

业绩考核ꎬ 作为文艺工作者业务考核、 职称评

定、 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ꎮ 发挥知名作家艺术

家的带头作用ꎬ 使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在文艺

界蔚然成风ꎮ
６. 面向基层、 服务群众ꎮ 坚持重心下移ꎬ

把各种文艺惠民措施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ꎬ 推行菜单式服务ꎬ 以实效为标准ꎬ 提

升质量和水平ꎮ 创新形式、 持续开展 “文化进

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 “心连心” 文化艺术

志愿服务、 农村电影放映、 全民阅读等活动ꎬ
深入推进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创建活动ꎮ 组织实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

程ꎬ 发挥农家书屋、 社区书屋效用ꎬ 落实乡镇

文化站职能ꎬ 在编制总量内健全社区文化中心

专兼职岗位ꎬ 落实国家规定的工资待遇政策ꎮ
促进 “送文化” 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ꎬ 加大政

府对面向基层文艺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度ꎮ 建

立 “结对子、 种文化” 工作机制ꎬ 组织专业文

艺工作者到基层教、 学、 帮、 带ꎮ 实施农村中

小学艺术教育计划ꎬ 鼓励艺术院校毕业生到农

村中小学任教ꎮ
７. 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繁荣群众文艺ꎮ 充

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ꎬ 使蕴

藏于群众中的创造活力充分迸发ꎮ 制定繁荣群

众文艺发展规划ꎬ 健全群众文艺工作网络ꎬ 发

挥好基层文联、 作协、 文化馆 (站)、 群艺馆

在群众文艺创作中的引领作用ꎬ 壮大民间文艺

力量ꎮ 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ꎬ 扶持引导业余

文艺社团、 民营剧团、 演出队、 老年大学以及

青少年文艺群体、 网络文艺社群、 社区和企业

文艺骨干、 乡土文化能人等广泛开展创作活

动ꎬ 创新载体形式ꎬ 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优秀成

果ꎮ 提高社区文化、 村镇文化、 企业文化、 校

园文化、 军营文化、 网络文化建设水平ꎬ 培育

积极健康、 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ꎬ 引导群众在

参与中自我表现、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ꎮ 普及

文艺知识ꎬ 培养文艺爱好ꎬ 提高全民文化素

养ꎮ 鼓励群众文艺与旅游、 体育等相关产业相

结合ꎮ
８. 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ꎮ 评价

文艺作品ꎬ 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ꎬ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努力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会价值和市场价

值相统一ꎬ 决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ꎮ 建立

健全反映文艺作品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ꎬ 完善

影视剧、 文艺演出、 美术和文艺类出版物等创

作生产出版的立项、 采购、 评审标准ꎬ 完善文

艺作品推介传播等环节的评估标准ꎬ 把票房收

入、 收视率、 收听率、 点击率、 发行量等量化

指标ꎬ 与专家评价和群众认可统一起来ꎬ 推动

文艺健康发展ꎮ 把服务群众和引领群众结合起

来ꎬ 既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ꎬ 又加强

引导、 克服浮躁ꎬ 讲品位、 讲格调ꎬ 坚决抵制

趋利媚俗之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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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

灵魂
９. 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ꎮ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鲜明主

题ꎮ 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ꎬ 生动

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ꎬ 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ꎬ 着

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ꎬ 汇聚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ꎮ 不断丰富拓

展中国梦的表现内容ꎬ 既讲好国家民族宏大故

事ꎬ 又讲好百姓身边日常故事ꎬ 用生动的艺术

形象和叙事体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ꎬ 见人、 见

事、 见精神ꎮ
１０.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时

代表达ꎮ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

创作生产ꎬ 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全方位贯穿、 深

层次融入ꎬ 通过精彩的故事、 鲜活的语言、 丰

满的形象ꎬ 使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 活灵活现

地体现在文艺作品中ꎬ 潜移默化、 滋养人心ꎬ
让人们在文化熏陶中感悟认同社会主流价值ꎮ
运用各种形式ꎬ 艺术展现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

件、 重要人物ꎬ 让光辉业绩、 革命传统一代一

代传承光大ꎮ 大力支持文艺单位和作家艺术家

从社会生活、 当代人物中挖掘题材ꎬ 讴歌真善

美ꎬ 贬斥假恶丑ꎬ 彰显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ꎬ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

的生活ꎮ 文学、 艺术、 电影、 出版等方面的基

金、 资金ꎬ 重点支持传递向上向善价值观的青

少年文艺创作和推广ꎮ
１１.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ꎮ 爱国主义是中

国精神最深层、 最根本的内容ꎬ 也是文艺创作

的永恒追求ꎮ 坚持唯物史观ꎬ 不管历史条件发

生任何变化ꎬ 凡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历史贡献的

英雄ꎬ 都应得到尊敬、 受到颂扬ꎬ 被人民记

忆、 由文艺书写ꎮ 组织和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

艺创作ꎬ 大力讴歌民族英雄ꎬ 倾诉家国情怀ꎬ
弘扬集体主义精神ꎬ 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

和底气ꎮ 正确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奋斗

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当代中国改革开

放史ꎬ 生动反映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 海外

儿女心向祖国的心路历程ꎮ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

虚无主义ꎬ 抵制否定中华文明、 破坏民族团

结、 歪曲党史国史、 诋毁国家形象、 丑化人民

群众的言论和行为ꎬ 反对以洋为尊、 唯洋是

从ꎬ 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

观、 国家观、 文化观ꎬ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拓展爱

国主义题材的表现空间ꎬ 不断丰富形式、 创新

手法ꎬ 增强艺术魅力ꎮ 充分运用重要纪念日、
民族传统节日等时间节点ꎬ 集中展映展播展示

群众喜爱的爱国主义优秀作品ꎬ 开展丰富多彩

的群众性文化活动ꎮ
１２.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ꎬ 是我们

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ꎮ 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ꎬ 坚持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ꎬ 秉持客观

科学礼敬的态度ꎬ 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ꎮ 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ꎬ 从传统文化中

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 道德规

范、 价值追求ꎬ 赋予新意、 创新形式ꎬ 进行艺

术转化和提升ꎬ 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色、
鲜明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ꎮ 实施中华文化传承

工程ꎬ 通过国民教育、 民间传承、 礼仪规范、
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 文艺创作等各个方面ꎬ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ꎮ 做好古籍整理、 经典出

版、 义理阐释、 社会普及工作ꎮ 加强对中华诗

词、 音乐舞蹈、 书法绘画、 曲艺杂技和历史文

化纪录片、 动画片、 出版物等的扶持ꎮ 发展民

族民间艺术ꎬ 保护和发掘我国少数民族文艺成

果及资源ꎬ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实施

地方戏曲振兴计划ꎬ 做好京剧 “像音像” 工

作ꎬ 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ꎬ 推进数字化保存

和传播ꎮ 推进基层国有文艺院团排练演出场所

建设ꎬ 政府采购戏曲项目ꎬ 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ꎬ 推进戏曲进校园ꎮ 扶持中华文化基因校园

传承工作ꎬ 建设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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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ꎮ
四、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１３. 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ꎮ 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ꎬ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 艺术精

湛、 制作精良ꎬ 体现时代文化成就、 代表国家

文化形象的文艺精品ꎮ 组织实施中国当代文学

艺术创作工程ꎬ 科学编制现实题材、 爱国主义

题材、 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 青少年题材等专

项创作规划ꎬ 优化创作生产平台ꎬ 重点支持文

学、 影视剧、 戏剧、 音乐、 美术等创作ꎮ 提高

组织化程度ꎬ 集中力量、 集聚资源ꎬ 推出一批

有筋骨、 有道德、 有温度、 艺术震撼力强的大

作力作ꎬ 努力形成文艺创作生产的 “高峰”ꎮ
中央和地方设立文艺创作专项资金或基金ꎬ 加

大对创作生产的投入ꎬ 加强对评论、 宣传和推

广的保障ꎮ 发挥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等的示范导向作用ꎬ 加大评奖成果的宣传展

示ꎮ 办好媒体文艺栏目节目ꎬ 实施中国文艺原

创精品出版项目ꎮ
１４. 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ꎮ 坚

持思想性、 艺术性相统一ꎬ 坚持内容为王、 创

意致胜ꎬ 提高文艺原创能力ꎬ 在探索中突破超

越ꎬ 在融合中出新出彩ꎬ 着力增强文艺作品的

吸引力、 感染力ꎮ 重点扶持文学、 剧本、 作曲

等原创性、 基础性环节ꎬ 注重富有个性化的创

造ꎬ 避免过多过滥的重复改编ꎮ 把继承创新和

交流借鉴统一起来ꎬ 深入挖掘和提炼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ꎬ 积极吸收各国优

秀文化成果ꎬ 使文艺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潮流ꎬ
更好引领社会风尚ꎮ 推动文艺与新技术、 新业

态、 新模式、 新媒体有机融合ꎬ 以数字化技术

为先导ꎬ 积极推动文艺创作生产方式的变革和

进步ꎬ 丰富创作手段ꎬ 拓展艺术空间ꎬ 不断增

强艺术表现力、 核心竞争力ꎮ
１５. 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

工作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继承中国传

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ꎬ 批判借鉴外国文艺

理论ꎬ 研究梳理、 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ꎬ 推

动美德、 美学、 美文相结合ꎬ 展现当代中国审

美风范ꎮ 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

工程ꎬ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ꎬ
编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ꎬ 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到课堂教学和文艺评

论实践各环节ꎮ 扶持重点文艺评论力量ꎬ 发挥

好各级文艺评论组织、 研究机构、 高等学校的

积极作用ꎮ 办好重点文艺评论报刊、 网站和栏

目ꎬ 丰富表达形式ꎬ 拓展传播途径ꎮ 坚持运用

历史的、 人民的、 艺术的、 美学的观点评判和

鉴赏作品ꎬ 褒优贬劣、 激浊扬清ꎮ
１６. 大力发展网络文艺ꎮ 网络文艺充满活

力ꎬ 发展潜力巨大ꎮ 坚持 “重在建设和发展、
管理、 引导并重” 的方针ꎬ 实施网络文艺精品

创作和传播计划ꎬ 鼓励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

品ꎬ 推动网络文学、 网络音乐、 网络剧、 微电

影、 网络演出、 网络动漫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

有序发展ꎬ 促进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创新性融

合ꎬ 鼓励作家艺术家积极运用网络创作传播优

秀作品ꎮ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独特优势ꎬ 把握传

播规律ꎬ 加强重点文艺网站建设ꎬ 善于运用微

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等载体ꎬ 促进优秀作品

多渠道传输、 多平台展示、 多终端推送ꎮ 加强

内容管理ꎬ 创新管理方式ꎬ 规范传播秩序ꎬ 让

正能量引领网络文艺发展ꎮ
１７. 加强文艺阵地建设ꎮ 进一步加强领导、

加强规划、 加大投入ꎬ 充分发挥报纸、 期刊、
电台、 电视台、 网络媒体、 图书音像电子出版

物的积极作用ꎬ 建好用好剧场、 电影院、 文化

馆 (站)、 群艺馆、 美术馆、 工人文化宫、 文

化广场、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各类文艺

阵地ꎮ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ꎬ 采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ꎬ 举办各种展映展播展演展览和品读

鉴赏传唱活动ꎬ 让优秀文艺作品走进基层群众

特别是广大青少年ꎮ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责任

意识、 阵地意识ꎬ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

理原则ꎬ 加强对各类文艺阵地的管理ꎬ 做到守

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ꎬ 绝不给错误文

艺思潮和不良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ꎮ
１８. 推动优秀文艺作品 “走出去”ꎮ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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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魅力ꎬ 是树

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战略任务ꎮ 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昂扬向上的红色文

化、 充满生机的当代文化ꎬ 创作生产符合对外

传播规律、 易于让国外受众接受的优秀作品ꎬ
不断增强中国文艺的吸引力感召力ꎮ 加强统筹

指导ꎬ 完善协调机制ꎬ 把实施丝绸之路文化项

目、 丝绸之路影视桥、 丝路书香等项目纳入国

家 “一带一路” 战略ꎬ 制定文化交流合作专项

计划ꎮ 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ꎬ 遴选具有

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ꎬ 进行多语种翻

译、 出版、 播映、 展示ꎮ 充分利用国内和国

际、 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渠道和活动平

台ꎬ 把文艺 “走出去” 纳入人文交流机制ꎬ 向

世界推介我国优秀文艺作品ꎮ
五、 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
１９.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ꎮ 文艺工作者是灵

魂的工程师ꎬ 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首位ꎮ
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习教育ꎬ 引导文艺工

作者成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拥护者、 践行

者ꎬ 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行者、 先倡者ꎮ 深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ꎬ 引导文艺工作者

打牢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根底ꎬ 明确是

非、 善恶、 美丑的界限ꎬ 摒弃低俗、 庸俗、 媚

俗现象ꎬ 弘扬公德良序ꎬ 树立新风正气ꎮ 组织

开展 “做人民喜爱的文艺工作者” 活动ꎬ 引导

文艺工作者牢记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ꎬ 不断提

高学养、 涵养、 修养ꎮ 广泛开展职业道德职业

精神教育ꎬ 引导文艺工作者自觉遵守 «中国文

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ꎬ 处理好义利关系ꎬ
反对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ꎬ 秉

持职业操守ꎬ 树立良好形象ꎮ
２０. 培养造就文艺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艺

人才ꎮ 着眼于培养大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

军人物ꎬ 造就大批人民喜爱的名家大师和民族

文化代表人物ꎬ 深入实施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

批” 人才工程ꎬ 进一步加大文艺名家资助扶

持、 宣传推介力度ꎬ 实施好国家 “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 文化艺术人才项目ꎬ 加大国内文

化艺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培养支持力

度ꎮ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队伍建设ꎬ
实施文艺理论评论队伍培养计划ꎮ 做好各类文

艺人才培训工作ꎬ 实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计

划、 民族地区文艺人才培养计划ꎮ 加强和改进

专业艺术教育工作ꎬ 优化专业结构ꎬ 提高教学

质量ꎮ 落实重大文化项目首席专家制度ꎬ 完善

文艺人才职称职务评聘措施和办法ꎬ 支持特殊

专业艺术人才的学历、 职称认定ꎮ
２１. 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工作ꎮ

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已经成为文化艺术领

域的有生力量ꎮ 要扩大工作覆盖面ꎬ 延伸联系

手臂ꎬ 完善工作机制ꎬ 创新组织方式ꎬ 做好团

结、 引导、 服务工作ꎬ 发挥好新的文艺组织和

文艺群体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中的积极作

用ꎮ 各级宣传、 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文

联、 作协ꎬ 要在项目申报、 教育培训、 展演展

示、 评比奖励等方面创造条件ꎬ 在发展会员、
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便利ꎮ 文化园区、 新的文

艺群体聚居区所在县 (区) 以及街道、 乡镇党

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管理和服务ꎮ
六、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２２. 党的领导是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ꎮ

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提升党

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ꎬ 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ꎬ 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 政治立场和创

作自由的关系ꎬ 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ꎬ 加强宏观指导ꎬ 把好文艺方向ꎬ 提高创作

生产的组织化程度ꎬ 防止把文艺创作生产完全

交由市场调节的倾向ꎮ 各级政府要把文艺事业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ꎬ 纳入考核评价体

系ꎬ 落实中央支持文艺发展的政策ꎬ 制定本地

支持文艺发展具体措施ꎬ 不断加大文艺事业投

入力度ꎮ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发挥统筹指导作

用ꎬ 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文艺工作ꎬ 形成

党委统一领导ꎬ 宣传部门牵头抓总ꎬ 文化、 教

育、 新闻出版广电、 文联、 作协等部门和团体

协同推进ꎬ 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文艺工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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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ꎮ 选优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ꎬ 把那些德

才兼备、 熟悉文艺工作规律、 能同文艺工作者

打成一片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ꎮ 推动文

艺界廉政建设ꎬ 加强纪律ꎬ 反对腐败ꎬ 改进

作风ꎮ
２３. 营造繁荣发展文艺的良好环境ꎮ 尊重

文艺人才ꎬ 尊重文艺创造ꎬ 落实国家荣誉制

度ꎬ 对成就卓著的文艺工作者授予国家荣誉称

号ꎮ 加大对优秀文艺人才、 文艺作品的宣传力

度ꎬ 使优秀作家艺术家专业上有权威、 社会上

受尊重ꎮ 做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

表彰工作ꎮ 大力支持文艺工作者干事创业ꎬ 诚

心诚意同他们交朋友、 为他们办实事ꎮ 改革和

完善有利于文艺繁荣发展的酬劳和奖励办法ꎮ
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ꎬ 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

主ꎬ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ꎬ 提倡题

材、 体裁、 形式、 手段充分发展ꎬ 推动观念、
内容、 风格、 流派积极创新ꎬ 形成创新精神和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文艺精品和文艺人才不断

涌现的生动局面ꎮ
２４. 不断深化改革、 完善体制机制ꎮ 贯彻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ꎬ 扎实推进文化事业

单位改革ꎬ 建立健全有利于出作品、 出人才的

体制机制ꎮ 发挥骨干文化企业和小微文化企业

等各种市场主体作用ꎬ 运用市场机制ꎬ 调动作

家艺术家积极性ꎬ 推动多出优秀作品ꎮ 落实和

完善对文化单位的配套改革政策ꎬ 支持他们做

大做强ꎬ 助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ꎮ 进一

步完善各项文艺扶持政策ꎬ 加大对国有文艺院

团改革发展的扶持ꎬ 加大对文学艺术重点报

刊、 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的扶持ꎮ 把面向基层的

公益性文化活动、 重大文艺项目纳入公共财政

预算ꎮ 用好各类专项资金和基金ꎬ 把握方向ꎬ

突出重点ꎬ 向弘扬中国梦、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文艺

创作倾斜ꎮ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两轮驱

动ꎬ 创新资金投入方式ꎬ 健全政府采购、 项目

补贴、 贷款贴息、 捐资激励等制度ꎬ 落实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措施ꎬ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文艺创作生产和公益性文化活动ꎬ 逐步建

立健全文艺创作生产资助体系ꎮ 加强各级各类

学校艺术教育ꎬ 推动学校与社会艺术教育资源

和设施共建共享ꎬ 提高青少年的艺术素养ꎮ 修

订、 制定促进和保障文艺繁荣发展的法律法

规ꎮ 依法管理文化市场ꎬ 深化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ꎬ 加强文化市场执法ꎬ 深入开展

“扫黄打非”ꎬ 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ꎮ 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ꎬ 维护文艺工作者和文艺机构合

法权益ꎮ 加强和改进文艺评奖管理ꎬ 严格评奖

标准ꎬ 既看作品也重人品ꎬ 切实提高评奖公信

力和影响力ꎮ
２５. 充分发挥文联、 作协等人民团体作用ꎮ

文联、 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

桥梁和纽带ꎮ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文联、
作协的支持保障力度ꎬ 切实支持其履行团结引

导、 联络协调、 服务管理、 自律维权职能ꎬ 在

行业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ꎮ 文联、 作协要改革

创新、 增强活力ꎬ 改进工作机制和方法手段ꎬ
改进工作作风ꎬ 避免机关化、 脱离群众现象ꎬ
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ꎬ 更好地团结凝聚广

大文艺工作者ꎬ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ꎬ 为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贡献ꎮ

(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人民日报 »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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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节选)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是我们党确

定的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ꎮ “十三五” 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ꎬ “十三五” 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

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ꎮ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ꎬ 认为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

务ꎬ 必须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

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定信心、 锐意进取、 奋发有

为ꎮ 全会研究了 “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ꎬ 就制定 “十三五” 规划提出以

下建议ꎮ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形

势和指导思想
(一) “十二五” 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ꎮ “十二五” 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

年ꎮ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

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ꎬ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顽强拼搏、 开拓创新ꎬ 奋力开创了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ꎮ
我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

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ꎬ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ꎬ 推动形成经济结构

优化、 发展动力转换、 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

良好态势ꎮ 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ꎬ
十三亿多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七千

八百美元左右ꎮ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ꎬ 基础设施水平全面

跃升ꎬ 农业连续增产ꎬ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百分之五十五ꎬ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ꎮ 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覆盖

面持续扩大ꎬ 新增就业持续增加ꎬ 贫困人口

大幅减少ꎬ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ꎬ 人民

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ꎮ 全面深化改革有

力推进ꎬ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ꎬ 依法治国开启

新征程ꎮ 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ꎬ 对外开

放不断深入ꎬ 我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ꎬ
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ꎮ 中国特色军事变

革成就显著ꎬ 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ꎮ 全面从

严治党开创新局面ꎬ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丰硕ꎬ 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ꎬ 赢

得了党心民心ꎮ “十二五” 规划目标即将胜利

实现ꎬ 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ꎮ

尤为 重 要 的 是ꎬ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ꎬ 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勇于实践、 善于创

新ꎬ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形成一系列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为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ꎮ
(二) “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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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ꎮ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ꎬ 世界多

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

深入发展ꎬ 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ꎬ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ꎬ 全球治

理体系深刻变革ꎬ 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

强ꎬ 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ꎮ 同时ꎬ 国际

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ꎬ
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ꎬ 保护主义抬头ꎬ 地缘

政治关系复杂变化ꎬ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交织ꎬ 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ꎮ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 人力资本丰富、 市场

空间广阔、 发展潜力巨大ꎬ 经济发展方式加快

转变ꎬ 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ꎬ 经济长期

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ꎮ 同时ꎬ 发展不平衡、 不

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ꎬ 主要是发展方

式粗放ꎬ 创新能力不强ꎬ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

重ꎬ 企业效益下滑ꎬ 重大安全事故频发ꎻ 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ꎻ 资源约束趋紧ꎬ 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ꎻ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不足ꎬ 收入差距较大ꎬ 人口老龄化加快ꎬ 消除

贫困任务艰巨ꎻ 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有待提高ꎻ 法治建设有待加强ꎻ 领导干部思想

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ꎬ 党员、 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有待强化ꎮ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责

任意识ꎬ 着力在优化结构、 增强动力、 化解矛

盾、 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综合判断ꎬ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ꎬ 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 风

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ꎮ 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

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ꎬ 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

风险和挑战ꎬ 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ꎬ 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ꎮ
(三) “十三五” 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

想ꎮ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ꎬ 坚

持发展是第一要务ꎬ 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ꎬ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

制和发展方式ꎬ 保持战略定力ꎬ 坚持稳中求

进ꎬ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

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ꎬ 确

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

定更加坚实的基础ꎮ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ꎬ 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ꎬ 必须遵循以下

原则ꎮ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ꎮ 人民是推动发展

的根本力量ꎬ 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ꎮ 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发展人民民主ꎬ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ꎬ 保障人民

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ꎬ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ꎮ
———坚持科学发展ꎮ 发展是硬道理ꎬ 发展

必须是科学发展ꎮ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ꎬ 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

有变ꎬ 这是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ꎮ 必须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从实际出发ꎬ 把握发展新特

征ꎬ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ꎬ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ꎬ 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ꎮ

———坚持深化改革ꎮ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

力ꎮ 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

目标ꎬ 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ꎬ 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重点ꎬ 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ꎬ 破除

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ꎬ 为发展

提供持续动力ꎮ
———坚持依法治国ꎮ 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

障ꎮ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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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ꎬ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ꎬ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ꎬ 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

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ꎬ 加快建设法治经济

和法治社会ꎬ 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ꎮ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ꎮ 全方位

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ꎮ 必须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ꎬ 既立足国内ꎬ 充分运用我国资源、
市场、 制度等优势ꎬ 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

效应ꎬ 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ꎬ 更好利用两个

市场、 两种资源ꎬ 推动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ꎮ
———坚持党的领导ꎮ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ꎬ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ꎮ 必须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ꎬ 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ꎬ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ꎬ
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ꎮ

二、 “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ꎮ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以

来ꎬ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ꎬ 各项事业取

得重大进展ꎮ 今后五年ꎬ 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ꎬ 努力实现以

下新的目标要求ꎮ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ꎮ 在提高发展平

衡性、 包容性、 可持续性的基础上ꎬ 到 ２０２０ 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

一番ꎮ 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ꎬ 发展空间格局

得到优化ꎬ 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ꎬ 工

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ꎬ 产业

迈向中高端水平ꎬ 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ꎬ 新产

业新业态不断成长ꎬ 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ꎬ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ꎮ 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加快提高ꎮ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ꎮ 迈

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ꎮ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ꎮ 就业

比较充分ꎬ 就业、 教育、 文化、 社保、 医疗、
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ꎬ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ꎮ 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

展ꎬ 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ꎮ 收入

差距缩小ꎬ 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ꎮ 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ꎬ 贫困县全部摘

帽ꎬ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ꎮ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ꎮ

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ꎬ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

扬ꎬ 向上向善、 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

厚ꎬ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康

素质明显提高ꎬ 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ꎮ 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ꎬ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ꎮ 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ꎮ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ꎮ 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绿色、 低碳水平上升ꎮ 能源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ꎬ 能源和水资源消耗、 建设

用地、 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ꎬ 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大幅减少ꎮ 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

全屏障基本形成ꎮ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ꎮ 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ꎬ 各

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ꎮ 人民民主更加

健全ꎬ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ꎬ 司法公信力明显提

高ꎮ 人权得到切实保障ꎬ 产权得到有效保护ꎮ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ꎮ 中国特色现代军

事体系更加完善ꎮ 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显著

提高ꎮ
(二) 完善发展理念ꎮ 实现 “十三五” 时

期发展目标ꎬ 破解发展难题ꎬ 厚植发展优势ꎬ
必须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ꎮ 必须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ꎬ 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 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等各方

面创新ꎬ 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ꎬ 让创

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ꎮ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ꎮ 必须牢

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ꎬ 正确

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ꎬ 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ꎬ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ꎬ 促进新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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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ꎬ 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

实力ꎬ 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ꎮ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ꎮ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ꎬ 坚持可持续发展ꎬ 坚定走

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ꎬ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ꎬ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ꎬ 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ꎬ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

贡献ꎮ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必须顺

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ꎬ 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坚持内外需协调、 进出口

平衡、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并重、 引资和

引技引智并举ꎬ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ꎬ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ꎬ 提高

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ꎬ 构建

广泛的利益共同体ꎮ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ꎮ 必

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ꎬ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ꎬ 使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ꎬ 增强

发展动力ꎬ 增进人民团结ꎬ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

稳步前进ꎮ
坚持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

放发展、 共享发展ꎬ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

场深刻变革ꎮ 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ꎬ 统一思想ꎬ 协

调行动ꎬ 深化改革ꎬ 开拓前进ꎬ 推动我国发展

迈上新台阶ꎮ
四、 坚持协调发展ꎬ 着力形成平衡发

展结构
增强发展协调性ꎬ 必须坚持区域协同、 城

乡一体、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 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融合ꎬ 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ꎬ 在

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ꎮ
(一)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ꎮ 塑造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 主体功能约束有效、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 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

格局ꎮ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ꎬ 支持西部地区改善

基础设施ꎬ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ꎬ 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ꎮ 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ꎬ 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ꎬ 加大国家支持力度ꎬ 加快市场

取向改革ꎮ 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ꎬ 更好辐射

带动其他地区ꎮ 支持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

疆地区、 贫困地区加快发展ꎬ 加大对资源枯

竭、 产业衰退、 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

持力度ꎮ
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ꎮ 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ꎬ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

结构ꎬ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ꎬ 推进交通一

体化ꎬ 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ꎬ 探索人口经

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ꎮ 推进长江经济带

建设ꎬ 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ꎬ 高起点建设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ꎬ 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

协作ꎮ
(二)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ꎮ 坚持工业反哺

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ꎬ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

制机制ꎬ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合理配置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ꎬ 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

特色小城镇ꎬ 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农村服务

业发展ꎬ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ꎬ 完善农民收入增

长支持政策体系ꎬ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ꎮ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ꎮ 提高城市

规划、 建设、 管理水平ꎮ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ꎬ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

人口举家进城落户ꎬ 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

和义务ꎮ 实施居住证制度ꎬ 努力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ꎮ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ꎬ 建立城镇建设用

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

机制ꎮ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

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ꎬ 支持引导其依法自

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ꎮ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ꎮ 加

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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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ꎬ 健全农村基

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ꎬ 把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

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ꎬ 推动

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ꎮ 提高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水平ꎬ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ꎬ 加

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

度ꎬ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ꎮ
(三)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ꎮ

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ꎬ 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ꎬ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ꎬ 坚定文化自信ꎬ 增强文化自

觉ꎬ 加快文化改革发展ꎬ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ꎮ
坚持用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ꎬ 用中国梦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 汇聚力量ꎮ 深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ꎬ 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和社会诚信建设ꎬ 增强国家意识、 法治意

识、 社会责任意识ꎬ 倡导科学精神ꎬ 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ꎬ 注重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

确价值取向ꎮ
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ꎬ 加强文化人

才培养ꎬ 繁荣发展文学艺术、 新闻出版、 广播

影视事业ꎮ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ꎬ 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ꎮ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体系ꎬ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ꎬ 振兴传统工艺ꎬ
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ꎮ 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ꎬ 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ꎮ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ꎬ 实施重大文化工程ꎬ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文化产业体系、 文化

市场体系ꎮ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

等化发展ꎬ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ꎬ 创

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ꎬ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

益ꎮ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ꎬ 发展骨干文

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ꎬ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ꎬ
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ꎮ 普及科学知识ꎮ 倡导全

民阅读ꎮ 发展体育事业ꎬ 推广全民健身ꎬ 增强

人民体质ꎮ 做好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筹办

工作ꎮ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ꎬ 健全社会舆情引

导机制ꎬ 传播正能量ꎮ 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建设ꎬ 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ꎬ 发展积极向上

的网络文化ꎬ 净化网络环境ꎮ 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ꎬ 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ꎬ 打

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ꎮ 优化媒体结构ꎬ 规范传

播秩序ꎮ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创新对外传

播、 文化交流、 文化贸易方式ꎬ 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ꎮ
(四) 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ꎮ

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 富国和强军统一ꎬ 实施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ꎬ 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 高

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ꎮ
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ꎬ 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建设ꎮ 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为引领ꎬ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ꎬ 加强

军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ꎬ 加强各方向各

领域军事斗争准备ꎬ 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ꎬ
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ꎬ 深入推进依法治

军、 从严治军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完成国防和军

队改革目标任务ꎬ 基本实现机械化ꎬ 信息化取

得重大进展ꎬ 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 有效

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ꎮ
健全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 工作

运行体系、 政策制度体系ꎮ 建立国家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军民融合领导机构ꎮ 制定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专项规划ꎮ 深化国防

科技工业体制改革ꎬ 建立国防科技协同创新机

制ꎮ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立法ꎮ 在海洋、 太空、
网络空间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举措ꎬ 打

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ꎬ 增强先进技术、
产业产品、 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的协调性ꎮ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后备力量建设ꎮ 加强

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建设ꎮ 密切军政军民团

结ꎮ 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ꎮ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积极支持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ꎬ 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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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支援经济社会建设ꎮ
七、 坚持共享发展ꎬ 着力增进人民

福祉
按照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的要

求ꎬ 坚守底线、 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 引导预

期ꎬ 注重机会公平ꎬ 保障基本民生ꎬ 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ꎮ
(一)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ꎮ 坚持普惠性、

保基本、 均等化、 可持续方向ꎬ 从解决人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ꎬ 增强政府

职责ꎬ 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ꎮ
加强义务教育、 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 基

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公共文化、 环境保护等基

本公共服务ꎬ 努力实现全覆盖ꎮ 加大对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的转移支

付ꎮ 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ꎮ
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ꎬ 能由政府购买服

务提供的ꎬ 政府不再直接承办ꎻ 能由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提供的ꎬ 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ꎮ
加快社会事业改革ꎮ

(二)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ꎮ 农村贫困人口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ꎮ 必须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ꎬ 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ꎮ
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ꎬ 因人因地施

策ꎬ 提高扶贫实效ꎮ 分类扶持贫困家庭ꎬ 对有

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ꎬ 对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的实施扶贫搬迁ꎬ
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ꎬ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ꎬ 对因

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ꎮ 实行低保政策和

扶贫政策衔接ꎬ 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ꎮ
扩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覆盖面ꎬ 因地制宜

解决通路、 通水、 通电、 通网络等问题ꎮ 对在

贫困地区开发水电、 矿产资源占用集体土地

的ꎬ 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ꎬ
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ꎮ

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

平ꎬ 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建立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 老人关爱服务

体系ꎮ
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ꎮ 进一步完善中央统

筹、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负总责、 市 (地)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ꎮ 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

核ꎬ 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ꎮ 加大中央和

省级财政扶贫投入ꎬ 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

金融的互补作用ꎬ 整合各类扶贫资源ꎬ 开辟扶

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ꎮ 健全东西部协作和党政

机关、 部队、 人民团体、 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

制ꎬ 激励各类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自愿采取

包干方式参与扶贫ꎮ 把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

重点ꎮ
(三) 提高教育质量ꎮ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ꎬ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ꎬ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深化教育改革ꎬ 把增

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作为

重点任务贯彻到国民教育全过程ꎮ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ꎬ 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ꎮ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ꎬ 逐步分类推进中

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ꎬ 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ꎮ 发

展学前教育ꎬ 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ꎮ 完善资

助方式ꎬ 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ꎮ
促进教育公平ꎮ 加快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标准化建设ꎬ 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ꎬ 推进城乡教师交流ꎮ 办好特殊

教育ꎮ
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ꎬ 使若干高

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ꎮ 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ꎬ 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

作ꎮ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ꎬ 鼓励

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ꎮ
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

改革ꎮ 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ꎬ 畅

通继续教育、 终身学习通道ꎮ 推进教育信息

化ꎬ 发展远程教育ꎬ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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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ꎮ 完善教育督导ꎬ 加强社会监督ꎮ 支持和规

范民办教育发展ꎬ 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

供多样化教育服务ꎮ
(四) 促进就业创业ꎮ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ꎬ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ꎬ 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ꎬ 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ꎮ 完善创业扶持

政策ꎬ 鼓励以创业带就业ꎬ 建立面向人人的创

业服务平台ꎮ
统筹人力资源市场ꎬ 打破城乡、 地区、 行

业分割和身份、 性别歧视ꎬ 维护劳动者平等就

业权利ꎮ 加强对灵活就业、 新就业形态的支

持ꎬ 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ꎮ 落实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和创业引领计划ꎬ 带动青年就业创业ꎮ
加强就业援助ꎬ 帮助就业困难者就业ꎮ

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ꎮ 实施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ꎮ 开展贫困家庭子

女、 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 农民工、 失业人员

和转岗职工、 退役军人免费接受职业培训行

动ꎮ 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技术工人培养

模式ꎬ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ꎮ 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ꎬ 完善职称评定制度ꎬ 推广专业技术职称、
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ꎮ

提高劳动力素质、 劳动参与率、 劳动生产

率ꎬ 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ꎬ 促进劳动力在地

区、 行业、 企业之间自由流动ꎮ 建立和谐劳动

关系ꎬ 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ꎮ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ꎬ 提高就业服务能力ꎮ

完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体系ꎮ
(五) 缩小收入差距ꎮ 坚持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增长同步、 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

提高同步ꎬ 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ꎮ 调整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ꎬ 规范初次分配ꎬ 加大再分配调

节力度ꎮ
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 正常增长

机制、 支付保障机制ꎬ 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

制度ꎮ 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ꎬ 完善市场评价

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ꎬ 完善适应机关

事业单位特点的工资制度ꎮ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ꎬ 明显增

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ꎬ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ꎮ
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ꎮ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ꎮ 规范收入分配秩

序ꎬ 保护合法收入ꎬ 规范隐性收入ꎬ 遏制以权

力、 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ꎬ 取缔非

法收入ꎮ
支持慈善事业发展ꎬ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

展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 志愿服务活动ꎮ 完善

鼓励回馈社会、 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ꎮ
(六)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制度ꎮ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ꎬ 基本实现法定人员

全覆盖ꎮ 坚持精算平衡ꎬ 完善筹资机制ꎬ 分清

政府、 企业、 个人等的责任ꎮ 适当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ꎮ 完善社会保险体系ꎮ
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ꎬ 健全多

缴多得激励机制ꎮ 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

筹ꎬ 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ꎮ 拓宽社会

保险基金投资渠道ꎬ 加强风险管理ꎬ 提高投资

回报率ꎮ 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

比例ꎬ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ꎮ 出台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ꎮ 发展职业年金、 企

业年金、 商业养老保险ꎮ
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

调整机制ꎬ 研究实行职工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参

保政策ꎮ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ꎮ 改

革医保支付方式ꎬ 发挥医保控费作用ꎮ 改进个

人账户ꎬ 开展门诊费用统筹ꎮ 实现跨省异地安

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ꎮ 整合城乡

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ꎮ 鼓励发展补充医疗

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ꎮ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

医保经办ꎮ 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实施ꎮ
统筹救助体系ꎬ 强化政策衔接ꎬ 推进制度

整合ꎬ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ꎮ
(七)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ꎮ 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ꎬ 实行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ꎬ 推进

医药分开ꎬ 实行分级诊疗ꎬ 建立覆盖城乡的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ꎮ
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ꎬ 坚持公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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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 破除逐利机制ꎬ 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

人事薪酬制度ꎮ 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布局ꎬ 健全

上下联动、 衔接互补的医疗服务体系ꎬ 完善基

层医疗服务模式ꎬ 发展远程医疗ꎮ 促进医疗资

源向基层、 农村流动ꎬ 推进全科医生、 家庭医

生、 急需领域医疗服务能力提高、 电子健康档

案等工作ꎮ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健康服务业ꎬ 推

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ꎮ 加

强医疗质量监管ꎬ 完善纠纷调解机制ꎬ 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ꎮ
坚持中西医并重ꎬ 促进中医药、 民族医药

发展ꎮ 完善基本药物制度ꎬ 健全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ꎬ 理顺药品价格ꎬ 增加艾滋病防治等特殊

药物免费供给ꎮ 提高药品质量ꎬ 确保用药安

全ꎮ 加强传染病、 慢性病、 地方病等重大疾病

综合防治和职业病危害防治ꎬ 通过多种方式降

低大病慢性病医疗费用ꎮ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ꎬ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ꎮ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ꎬ 形成严密高效、 社会

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ꎬ 让人民群众吃得

放心ꎮ
(八)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ꎮ 坚持计划生育

的基本国策ꎬ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ꎮ 全面实施一

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ꎮ 提高生殖健康、
妇幼保健、 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ꎮ 帮扶存在特

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ꎮ 注重家庭发展ꎮ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ꎬ 弘扬敬

老、 养老、 助老社会风尚ꎬ 建设以居家为基

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

务体系ꎬ 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ꎬ 探

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ꎮ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ꎬ 通过购买服务、 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

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ꎮ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ꎬ 保障妇女和未成

年人权益ꎮ 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ꎬ 健全扶残助

残服务体系ꎮ
八、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ꎬ 为实现

“十三五” 规划提供坚强保证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ꎮ 各级党委

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提高领导发展能

力和水平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ꎬ 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ꎮ
(一) 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

机制ꎮ 坚持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ꎬ 发挥各级

党委 (党组) 领导核心作用ꎬ 加强制度化建

设ꎬ 改进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ꎬ 强化全委

会决策和监督作用ꎮ 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ꎬ 完

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定期分析经济

形势、 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ꎬ 健全决

策咨询机制ꎮ 完善信息发布制度ꎮ
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ꎬ 注重

培养选拔政治强、 懂专业、 善治理、 敢担当、
作风正的领导干部ꎬ 提高专业化水平ꎮ 深化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ꎬ 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

惩机制ꎬ 调动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ꎮ

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ꎬ 强化基层党组织

整体功能ꎬ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ꎬ 激励广大干部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ꎬ 更

好带领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ꎮ
反腐倡廉建设永远在路上ꎬ 反腐不能停

步、 不能放松ꎮ 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ꎬ 落实

“三严三实” 要求ꎬ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ꎬ 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ꎬ 健全改

进作风长效机制ꎬ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ꎬ
巩固反腐败成果ꎬ 构建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

腐的有效机制ꎬ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 政府清

廉、 政治清明ꎬ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ꎮ
(二) 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ꎮ 充分发扬

民主ꎬ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ꎬ 提高宣传和组织群

众能力ꎬ 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ꎬ 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

益ꎬ 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ꎮ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ꎬ 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

制和方式方法ꎬ 注重发挥工会、 共青团、 妇联

等群团组织的作用ꎬ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ꎬ
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 维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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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ꎮ 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

态领域工作ꎬ 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ꎮ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ꎬ 全面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 民族、 宗教、 侨务等政

策ꎬ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作用ꎬ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ꎬ 引导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ꎬ 促进政党关系、
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胞

关系和谐ꎬ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ꎬ 加强海

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ꎮ
(三)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ꎮ 深入实施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ꎬ 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

创新ꎬ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ꎮ
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ꎬ 突出 “高精尖

缺” 导向ꎬ 实施重大人才工程ꎬ 着力发现、 培

养、 集聚战略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 企业家

人才、 高技能人才队伍ꎮ 实施更开放的创新人

才引进政策ꎬ 更大力度引进急需紧缺人才ꎬ 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ꎮ 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用ꎬ 鼓

励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社会组织、 个人等

有序参与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引进ꎮ
优化人力资本配置ꎬ 清除人才流动障碍ꎬ

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ꎮ 完善人才评价激

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ꎬ 营造有利于人人皆可

成才和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ꎬ 健全有

利于人才向基层、 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政策

体系ꎮ
(四)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ꎮ

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

求ꎮ 必须坚持依法执政ꎬ 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

法律治国理政、 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

和水平ꎮ
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ꎮ 加快重点领域

立法ꎬ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ꎬ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ꎬ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ꎮ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ꎬ 依法设定权力、 行使

权力、 制约权力、 监督权力ꎬ 依法调控和治理

经济ꎬ 推行综合执法ꎬ 实现政府活动全面纳入

法治轨道ꎮ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 尊重司法规

律ꎬ 促进司法公正ꎬ 完善对权利的司法保障、
对权力的司法监督ꎮ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ꎬ
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观念ꎬ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氛围和法治

习惯ꎮ
(五)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ꎮ 建设平安中

国ꎬ 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 社会协同、 公

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ꎬ 推进社会

治理精细化ꎬ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ꎮ 健全利益表达、 利益协调、 利益保护机

制ꎬ 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 表达诉求、 解决

纠纷ꎮ 增强社区服务功能ꎬ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

会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动ꎮ
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ꎬ 建立国家人

口基础信息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

实名登记制度ꎬ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ꎬ 健全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 危机干预机制ꎮ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ꎬ 以信息

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ꎬ 建

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ꎮ 落实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制度ꎬ 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

调处化解综合机制ꎬ 加强和改进信访和调解工

作ꎬ 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ꎮ 严密防范、 依

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ꎬ 维护社会秩序ꎮ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ꎬ 坚持人民利益至

上ꎬ 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ꎬ 健全公共安全体

系ꎮ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ꎬ 实

行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ꎬ 强化预防

治本ꎬ 改革安全评审制度ꎬ 健全预警应急机

制ꎬ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ꎬ 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

患ꎬ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势头ꎮ 实施

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企业生产、 仓储安全环保搬

迁工程ꎬ 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和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ꎬ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ꎮ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实施国家安全战

略ꎬ 落实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ꎬ 完善国家安

全审查制度ꎬ 完善国家安全法治ꎬ 建立国家安

全体系ꎮ 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

透颠覆破坏活动、 暴力恐怖活动、 民族分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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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极端宗教活动ꎬ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 经

济、 文化、 社会、 信息、 国防等安全ꎮ
(六) 确保 “十三五” 规划建议的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ꎮ 制定 “十三五” 规划纲要和专项

规划ꎬ 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ꎬ 落实本建

议确定的发展理念、 主要目标、 重点任务、 重

大举措ꎮ 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ꎬ 制定本地区

“十三五” 规划ꎮ 各级各类规划要增加明确反

映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的

指标ꎬ 增加政府履行职责的约束性指标ꎬ 把全

会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ꎮ
实现 “十三五” 时期发展目标ꎬ 前景光

明ꎬ 任务繁重ꎮ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ꎬ 万众一心ꎬ 艰苦奋斗ꎬ 共同夺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摘自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近年来ꎬ 在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下ꎬ
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稳步增长ꎬ 覆盖城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ꎬ 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明显提高ꎬ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

改善ꎬ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ꎬ
呈现出整体推进、 重点突破、 全面提升的良好

发展态势ꎮ 但是ꎬ 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ꎬ 与基

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相比ꎬ 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仍然有待提高ꎮ 在新

的形势下ꎬ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ꎬ 是全面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 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ꎬ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重大任务ꎮ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有关要求ꎬ 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现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ꎮ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ꎬ 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ꎬ 以

基层为重点ꎬ 构建体现时代发展趋势、 适应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 符

合文化发展规律、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ꎬ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ꎬ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ꎬ 提

高全民族文化素质ꎬ 增强民族凝聚力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文化支撑ꎮ
(二) 基本原则ꎮ
坚持正确导向ꎮ 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发展先进文化ꎬ 创新传

统文化ꎬ 扶持通俗文化ꎬ 引导流行文化ꎬ 改造

落后文化ꎬ 抵制有害文化ꎬ 巩固基层文化阵

地ꎬ 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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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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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政府主导ꎮ 从基本国情出发ꎬ 认真研

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ꎬ 因地制宜ꎬ 科学

规划ꎬ 分类指导ꎬ 按照一定标准推动实现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ꎬ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

文化权益ꎬ 促进实现社会公平ꎮ
坚持社会参与ꎮ 简政放权ꎬ 减少行政审批

项目ꎬ 引入市场机制ꎬ 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ꎬ 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

服务ꎬ 增强发展活力ꎬ 积极培育和引导群众文

化消费需求ꎮ
坚持共建共享ꎮ 加强统筹管理ꎬ 建立协同

机制ꎬ 明确责任ꎬ 优化配置各方资源ꎬ 做到物

尽其用、 人尽其才ꎬ 发挥整体优势ꎬ 提升综合

效益ꎮ
坚持改革创新ꎮ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ꎬ 完善

管理体制机制ꎬ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形

式ꎬ 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ꎬ 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ꎮ
(三) 主要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基本建成

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 保基本、 促公平的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

面覆盖、 互联互通ꎬ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

手段更加丰富ꎬ 服务质量显著提升ꎬ 公共文

化管理、 运行和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ꎬ 政府、
市场、 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格局逐步形成ꎬ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ꎬ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

稳步提高ꎮ
二、 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四)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ꎮ 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ꎮ 根

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常住人口变化ꎬ 统

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服务提供、 队伍

建设、 资金保障ꎬ 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ꎮ
整合利用闲置学校等现有城乡公共设施ꎬ 依

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ꎬ 加强城市社区和

农村文化设施建设ꎮ 拓展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服务 “三农” 内容ꎮ 加大对农村民间文化艺

术的扶持力度ꎬ 推进 “三农” 出版物出版发

行、 广播电视涉农节目制作和农村题材文艺

作品创作ꎮ 完善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

作ꎮ 统筹推进农村地区广播电视用户接收设

备配备工作ꎬ 鼓励建设农村广播电视维修服

务网点ꎮ 大力开展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ꎬ 打

通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ꎮ 建立公共文

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ꎮ 以县级文化馆、 图书

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ꎬ 加强对农家书

屋的统筹管理ꎬ 实现农村、 城市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ꎮ 推进城乡 “结

对子、 种文化”ꎬ 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

帮扶ꎬ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ꎮ
(五) 推动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

区、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与国家扶贫开发攻坚战略结合ꎬ 编制老少边穷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纲要ꎮ 根

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ꎬ 明确老少

边穷地区服务和资源缺口ꎬ 按照精准扶贫的要

求ꎬ 以广播电视服务网络、 数字文化服务、 乡

土人才培养、 流动文化服务、 农村留守妇女儿

童文化帮扶等为重点ꎬ 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扶贫

项目ꎮ 落实对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文

化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 (含县) 及西部地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市地级配套资金的政策ꎮ 加强

边境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ꎮ 促进地区对

口帮扶ꎬ 加大人才交流和项目支援力度ꎮ 深入

实施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

人才文化工作者专项支持计划ꎮ 支持老少边穷

地区挖掘、 开发、 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ꎬ 充

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ꎮ 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老

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明显

改善ꎮ
(六) 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ꎮ 将老

年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 农民工、 农村留守

妇女儿童、 生活困难群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点对象ꎮ 积极开展面向老年人、 未成年人的

公益性文化艺术培训服务、 演展和科技普及活

动ꎮ 开展学龄前儿童基础阅读促进工作和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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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推荐优秀出版物、 影片、 戏曲工作ꎮ 指

导互联网网站、 互联网文化企业等开发制作有

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优秀作品ꎮ 将中小学生

定期参观博物馆、 美术馆、 纪念馆、 科技馆纳

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计划ꎮ 加强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ꎮ 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ꎮ 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ꎮ
实施盲文出版项目ꎬ 开发视听读物ꎬ 建设有声

图书馆ꎬ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电视台增加手语

节目或加配字幕ꎮ 加强对残疾人文化艺术的扶

持力度ꎮ 加快将农民工文化建设纳入常住地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以公共文化机构、 社区和用

工企业为实施主体ꎬ 满足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

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文化需求ꎮ
(七) 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ꎮ

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ꎬ 围绕看电

视、 听广播、 读书看报、 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ꎬ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和供给能力ꎬ 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

内容、 种类、 数量和水平ꎬ 以及应具备的公共

文化服务基本条件和各级政府的保障责任ꎬ 确

立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ꎬ 明确政府

保障底线ꎬ 做到保障基本、 统一规范ꎮ 各地要

根据国家指导标准ꎬ 制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 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实施标准ꎬ
逐步形成既有基本共性又有特色个性、 上下衔

接的标准指标体系ꎮ 标准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进

落实ꎮ 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ꎬ 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ꎬ 适时调整提高

具体指标ꎮ
(八) 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管理和服

务水平ꎮ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土地使用、
建设规模、 设计和施工规范以及技术要求等标

准ꎮ 按照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ꎬ 坚持均衡配

置、 严格预留、 规模适当、 功能优先、 经济适

用、 节能环保的原则ꎬ 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共

文化设施ꎮ 结合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ꎬ 制定

村 (社区) 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ꎬ
充分利用现有城乡公共设施ꎬ 统筹建设集宣传

文化、 党员教育、 科技普及、 普法教育、 体育

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ꎬ 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ꎮ 坚持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理并重ꎬ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

理和服务标准体系ꎬ 规范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

构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ꎬ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ꎬ
提高服务水平ꎮ

三、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
(九) 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ꎮ 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中统筹考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和多样化文化需求ꎬ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优质

服务转变ꎬ 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

一ꎮ 广泛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活动ꎬ 培养健康

向上的文艺爱好ꎬ 扩大和提升文化消费需求ꎮ
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挖掘特色资源ꎬ 加

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ꎬ 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内

容ꎮ 完善公益性演出补贴制度ꎬ 通过票价补

贴、 剧场运营补贴等方式ꎬ 支持艺术表演团体

提供公益性演出ꎮ 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

中安排低价场次或门票ꎬ 鼓励出版适应群众购

买能力的图书报刊ꎬ 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

更多低收费业务ꎬ 推动经营性文化设施、 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和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场所

等向公众提供优惠或免费的公益性文化服务ꎮ
积极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联的教育培训、
体育健身、 演艺会展、 旅游休闲等产业ꎬ 引导

和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

务ꎬ 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ꎮ
(十)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ꎮ 进一步

简政放权ꎬ 减少行政审批项目ꎬ 吸引社会资

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ꎮ 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

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ꎮ 出台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意见和目录ꎬ 将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纳入财政预算ꎮ 推广运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ꎬ 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ꎮ 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设施设备、 兴

办实体、 资助项目、 赞助活动、 提供产品和

服务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ꎮ 推

４２１



法规文件

动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社会捐赠管理制度ꎮ
鼓励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各

类文体设施向社会免费或优惠开放ꎮ 创新公

共文化设施管理模式ꎬ 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

开展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试点ꎬ 通过委

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

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营ꎮ
(十一) 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ꎮ 加

强对文化类行业协会、 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社会组织的引导、 扶持和管理ꎬ 促进规范有序

发展ꎮ 制定完善关于文化类社会组织的规章ꎬ 明

确功能定位ꎮ 鼓励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立

行业协会ꎬ 发挥其在行业自律、 行业管理、 行业

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加快推进文化行业协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ꎬ 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

公共文化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ꎮ 引导文

化类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开展公共文化服务ꎮ 加

大政府向文化类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ꎮ 加强

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ꎬ 严格执行社会组织年检

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ꎬ 开展运营绩效评估和社

会信用评估ꎬ 实现依法管理、 依法运营ꎮ
(十二) 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ꎮ 大力弘

扬志愿服务精神ꎬ 坚持志愿服务与政府服务、
市场服务相衔接ꎬ 奉献社会与自我发展相统

一ꎬ 社会倡导和自愿参与相结合ꎬ 构建参与广

泛、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机制健全的文化志

愿服务体系ꎮ 创新服务内容、 工作方式和活动

载体ꎬ 探索具有地方或行业特色的文化志愿服

务模式ꎮ 完善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 服务记

录、 管理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ꎮ 动员组织专家

学者、 艺术家、 优秀运动员等社会知名人士参

加志愿服务ꎬ 提高社会影响力ꎮ 要建立 “结对

子、 种文化” 工作机制ꎬ 推动专业艺术院团、
体育运动队和艺术体育院校等到基层教、 学、
帮、 带ꎬ 建立志愿服务下基层制度ꎮ 加强对文

化志愿队伍的培训ꎬ 提升文化志愿者的服务意

识、 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ꎮ
四、 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十三)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ꎮ 完善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ꎮ 深入推进公

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纪念馆、 美术馆

等免费开放工作ꎬ 逐步将民族博物馆、 行业博

物馆纳入免费开放范围ꎮ 推动科技馆、 工人文

化宫、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

场所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ꎮ 建立群

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ꎬ 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群

众文化需求ꎬ 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目录ꎬ 开

展 “菜单式”、 “订单式” 服务ꎮ 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品牌建设ꎬ 推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

影响力的服务项目ꎮ 加大对跨部门、 跨行业、
跨地域公共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ꎮ 以行业联盟

等形式ꎬ 开展馆际合作ꎬ 推进公共文化机构互

联互通ꎬ 开展文化服务 “一卡通”、 公共文化

巡展巡讲巡演等服务ꎬ 实现区域文化共建共

享ꎮ 加强基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服务能力建

设ꎮ 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 网络双向互动功

能ꎬ 为各级政府部门便民服务提供窗口和

平台ꎮ
(十四) 丰富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ꎮ 进

一步发挥国家级评奖和艺术、 出版等基金的引

导带动作用ꎬ 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 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求ꎬ 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

文化产品ꎮ 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体

系ꎮ 加强戏曲等优秀文化艺术的普及推广工

作ꎮ 开展优秀文化遗产、 高雅艺术进校园、 进

社区ꎬ 推进送戏、 送书、 送电影下乡等项目和

优秀出版物推荐活动ꎮ 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

务供给能力ꎬ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

化精品网络传播ꎮ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

播出机构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ꎬ 开

办少数民族语言的频率频道ꎬ 提高少数民族语

言节目译制、 制作、 播映和传输覆盖能力ꎻ 继

续实施少数民族新闻出版 “东风工程”ꎬ 加强

少数民族文字及双语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和少数

民族语言文艺作品的创作ꎻ 推进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网站建设ꎮ 加强知识产权审核和版权保

护ꎬ 防止侵权或盗版产品进入公共文化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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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体系ꎮ 大力发展公益广告ꎬ 有效推广公益慈

善理念ꎮ
(十五)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ꎮ 深入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ꎬ 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 进社区、
进校园、 进农村、 进企业、 进机关ꎮ 积极开

展全民艺术普及、 全民健身、 全民科普和群

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ꎮ 实施基层特色文化品牌

建设项目ꎬ 以富有时代感的内容形式ꎬ 吸引

更多群众参与文化活动ꎮ 引导广场文化活动

健康、 规范、 有序开展ꎮ 推进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建设ꎮ 以 “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ꎬ 组织

开展群众性节日民俗活动ꎻ 传承和发展民族

民间传统体育ꎬ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

体育活动ꎮ 鼓励群众自办文化ꎬ 支持成立各

类群众文化团队ꎮ 通过组织示范性展演等形

式ꎬ 为民间文化队伍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ꎮ
推进红色文化、 社区文化、 乡土文化、 校园

文化、 企业文化、 军旅文化、 家庭文化建设ꎬ
培育积极健康、 多姿多彩的社会文化形态ꎮ
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群众文化

交往交流交融ꎮ 加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国际

交流ꎬ 支持群众文化 “走出去”ꎬ 形成多层次

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ꎮ
五、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

发展
(十六) 加大文化科技创新力度ꎮ 围绕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ꎬ 发挥文

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ꎬ 结合中央财政科技

计划 (专项、 基金等) 管理改革要求ꎬ 将公共

文化科技创新纳入科技发展专项规划ꎬ 深入实

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ꎮ 研究制定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科技标准规范ꎮ 开展文化专用装备、
软件、 系统的研发应用ꎬ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创

新手段、 提高效能ꎮ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ꎬ
实施一批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应用示范项

目ꎻ 支持公共文化机构、 科研院所、 高科技企

业合作开展各类关键技术研究ꎮ 依托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 (项目)、 高新技术

园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ꎬ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与科技融合示范工作ꎮ
(十七)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

设ꎮ 结合 “宽带中国”、 “智慧城市” 等国家重

大信息工程建设ꎬ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数字

化建设ꎮ 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数

字图书馆博物馆建设、 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

服务、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数字农家书屋、 城

乡电子阅报屏建设等项目ꎬ 构建标准统一、 互

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ꎬ 在基层实现

共建共享ꎮ 提高资源供给能力ꎬ 科学规划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建设ꎬ 建设分布式资源库群ꎬ 鼓

励各地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ꎬ 开发特色数字

文化产品ꎮ 支持数字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ꎬ
实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有效保护ꎮ 加强公共文

化大数据采集、 存储和分析处理ꎮ 加快推进数

字文化资源在智能社区中的应用ꎬ 实现 “一站

式” 服务ꎮ
(十八)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现代传播能力ꎮ

着眼于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传

播能力ꎬ 加快构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ꎬ 保障信

息传播的高效快捷和安全有序ꎮ 灵活运用宽带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广播电视网、 卫星网络

等手段ꎬ 拓宽公共文化资源传输渠道ꎮ 大力推

进 “三网融合”ꎬ 促进高清电视、 互动电视、
交互式网络电视 ( ＩＰＴＶ)、 手机电视等新业务

发展ꎬ 推广数字智能终端、 移动终端等新型载

体ꎮ 推进数字出版ꎬ 构建数字出版物传播平

台ꎮ 加强广播电视台、 发射台 (站)、 监测台

(站) 建设ꎬ 继续实施广播电视高山无线发射

台站建设工程ꎮ 积极推进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

数字化双向化改造ꎬ 加快推进直播卫星和地面

数字电视覆盖建设ꎬ 努力实现广播电视户户

通ꎮ 实施国家和地方应急广播工程ꎬ 完善应急

广播覆盖网络ꎬ 打造基层政务信息发布、 政策

宣讲和灾害预警应急指挥平台ꎮ
六、 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
(十九)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

机制ꎮ 立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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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管理、 部门协同、 权责明

确、 统筹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管理制

度ꎮ 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为平

台ꎬ 由文化部门牵头ꎬ 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

用和资源优势ꎬ 在规划编制、 政策衔接、 标准

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加强统筹、 整体设计、 协调

推进ꎮ 各地要根据实际ꎬ 建立相应的协调机

制ꎮ 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

目) 创建ꎮ 发挥基层党委和政府作用ꎬ 建立统

一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ꎬ 加强各类重大文

化项目的统筹实施ꎬ 探索整合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的方式和途径ꎬ 实现共建共享ꎬ 提升综

合效益ꎮ
(二十) 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力

度ꎮ 按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的要求ꎬ 理顺政府和公益性文化事

业单位之间的关系ꎬ 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形

式ꎮ 进一步落实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自主

权ꎬ 强化公共服务功能ꎬ 增强发展活力ꎬ 发挥

公共文化服务骨干作用ꎮ 全面推进人事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 经费保障制度改

革ꎮ 创新运行机制ꎬ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

构ꎬ 推动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科技

馆等组建理事会ꎬ 吸纳有关方面代表、 专业人

士、 各界群众参与管理ꎬ 健全决策、 执行和监

督机制ꎮ 完善年度报告和信息披露、 公众监督

等基本制度ꎬ 加强规范管理ꎮ 加强和改进公益

性文化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ꎬ 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ꎮ
(二十一) 创新基层公共文化管理机制ꎮ

发挥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ꎬ 推动开

展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管理ꎬ 推广居民、 村民

评议等行之有效的做法ꎬ 健全民意表达和监督

机制ꎬ 引导城市社区居民和村民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项目规划、 建设、 管理和监督ꎬ 维护群众

的文化选择权、 参与权和自主权ꎮ 调动驻村

(社区) 单位、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力量ꎬ
统筹资源ꎬ 共同参与基层文化的管理和服务ꎬ

形成多元联动格局ꎮ 扎实推进社区文化志愿服

务ꎮ 推进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基层社区服务网

格进行管理ꎬ 培育城乡社区互助文化ꎬ 营造社

区和谐环境ꎮ
(二十二)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工作机

制ꎮ 以效能为导向ꎬ 制定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

核指标ꎬ 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

绩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ꎮ 建立

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考评制度ꎬ 考评结果作为确

定预算、 收入分配与负责人奖惩的重要依据ꎮ
加强对重大文化项目资金使用、 实施效果、 服

务效能等方面的监督和评估ꎮ 完善服务质量监

测体系ꎬ 研究制定公众满意度指标ꎬ 建立群众

评价和反馈机制ꎮ 探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第三

方评价机制ꎬ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评价的客观性

和科学性ꎮ
七、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力度
(二十三)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进一步认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意义ꎬ 根据本意见的要求ꎬ 结合 “十三

五” 规划的编制ꎬ 尽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

策ꎬ 明确责任ꎬ 统筹建设ꎬ 协同推进ꎬ 狠抓落

实ꎮ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ꎬ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ꎬ 并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规划或专项行

动计划ꎬ 明确责任和时间表、 路线图ꎬ 集中力

量推进工作落实ꎮ 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ꎬ
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良好氛围ꎮ
(二十四)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ꎮ 合理划分

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责任ꎬ 建立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ꎬ 按照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ꎬ 落实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所必需的资金ꎬ 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和运行ꎮ 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体制ꎬ 加大中央

财政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ꎬ 重点向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倾斜ꎬ 着

力支持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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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ꎬ 保障基层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ꎮ 进一步拓展资金来源渠道ꎬ 加大政府

性基金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ꎮ 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投入方式ꎬ 采取政府购买、 项目补

贴、 定向资助、 贷款贴息等政策措施ꎬ 支持包

括文化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类文化机构参与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ꎮ 落实现行鼓励社会组织、 机构

和个人捐赠公益性文化事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

策规定ꎮ 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的监督和审计ꎬ 开展绩效评价ꎮ
(二十五) 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ꎮ 进一

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ꎬ 着力培养一批具有现

代意识、 创新意识的公共文化管理者和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ꎮ 按照控制总量、 盘

活存量、 优化结构、 有减有增的要求ꎬ 研究

制定公共文化机构人员编制标准ꎬ 并根据业

务发展状况进行动态调整ꎮ 对实行免费开放

后工作量大量增加、 现有机构编制难以满足

工作需要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ꎬ 要结合实

际和财力ꎬ 合理增加机构编制ꎮ 加强对农村

文化队伍的管理和使用ꎬ 在现有编制总量内ꎬ
落实每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中心) 编制配备

不少于 １—２ 名的要求ꎬ 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

增加ꎮ 设立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岗位ꎬ 配

置由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ꎮ 将公共文化

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ꎮ 稳步

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培训ꎬ 建立培训

上岗制度ꎬ 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素质ꎮ 乡镇综

合文化站 (中心) 从业人员应熟悉广播电视

技术ꎬ 具备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等多方面的服

务能力ꎮ 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激励和

保障机制ꎮ 加强基层乡土文化人才建设ꎮ 发

展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ꎮ
(二十六)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

系ꎮ 加快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有利于激发文

化创造力、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

律制度ꎬ 依法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有效

落实ꎮ 加快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ꎬ 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

供法律支撑ꎮ 加强公共文化立法与文化体制

改革重大政策的衔接ꎬ 加快制定地方性公共

文化服务法律规范ꎬ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法治化水平ꎮ

附件: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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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一、 服务项目与内容

项目 内容 标　 　 准

基本

服务

项目

读书

看报

１. 公共图书馆 (室)、 文化馆 (站) 和村 (社区) (村指行政村ꎬ 下同)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含
农家书屋) 等配备图书、 报刊和电子书刊ꎬ 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ꎮ

２. 在城镇主要街道、 公共场所、 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阅报屏ꎬ 提供时政、
“三农”、 科普、 文化、 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ꎮ

收听

广播

３. 为全民提供突发事件应急广播服务ꎮ
４. 通过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 １７ 套广播节目ꎬ 通过无线模拟提供不少于 ６ 套广播节目ꎬ 通过数字音

频提供不少于 １５ 套广播节目ꎮ

观看

电视

５. 通过直播卫星提供 ２５ 套电视节目ꎬ 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 １５ 套电视节目ꎬ 未完成无线

数字化转换的地区ꎬ 提供不少于 ５ 套电视节目ꎮ

观赏

电影

６. 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放映服务ꎬ 其中每年国产新片 (院线上映不超过 ２ 年) 比例不少于

１ / ３ꎮ
７. 为中小学生每学期提供 ２ 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ꎮ

送地

方戏
８. 根据群众实际需求ꎬ 采取下放采购等方式ꎬ 为农村乡镇每年送戏曲等文艺演出ꎮ

设施

开放

９.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 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开放ꎬ 基本服务项目健全ꎮ
１０. 未成年人、 老年人、 现役军人、 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化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

减免ꎬ 文化遗产日免费参观ꎮ

文体

活动

１１. 城乡居民依托村 (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文体广场、 公园、 健身路径等公共设施就近方

便参加各类文体活动ꎮ
１２. 各级文化馆 (站) 等开展文化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ꎬ 培养群众健康向上的文艺爱好ꎮ

硬件

设施

文化

设施

１３. 县级以上 (含县级ꎬ 下同) 在辖区内设立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ꎬ 乡镇 (街道) 设置综合文化

站ꎬ 按照国家颁布的建设标准等进行规划建设ꎮ
１４. 公共博物馆、 公共美术馆依据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规划建设ꎮ
１５. 结合基层公共服务综合设施建设ꎬ 整合闲置中小学校等资源ꎬ 在村 (社区) 统筹建设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ꎬ 因地制宜配置文体器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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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内容 标　 　 准

硬件

设施

广电

设施

１６. 县级以上设立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广播电视发射 (监测) 台ꎬ 按照广播电视工程建设标准等

进行建设ꎮ

体育

设施

１７. 县级以上设立公共体育场ꎻ 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配置群众体育活动器材设备ꎬ 或纳入

基层综合文化设施整合设置ꎮ

流动

设施

１８. 根据基层实际ꎬ 为每个县配备用于图书借阅、 文艺演出、 电影放映等服务的流动文化车ꎬ 开

展流动文化服务ꎮ

辅助

设施
１９. 各级公共文化设施为残疾人配备无障碍设施ꎬ 有条件的配备安全检查设备ꎮ

人员

配备

人员

编制

２０. 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按照职能和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编办等部门核准的编制配齐工作

人员ꎮ
２１. 乡镇综合文化站每站配备有编制人员 １—２ 人ꎬ 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ꎻ 村 (社区) 公共服

务中心设有由政府购买的公益文化岗位ꎮ

业务

培训

２２. 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培训时间不少于 １５ 天ꎬ 乡镇 (街道) 和村 (社
区) 文化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 ５ 天ꎮ

二、 标准实施
(一) 本标准是国家颁布的指导性标准ꎬ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

根据国家指导标准ꎬ 结合当地群众需求、 政府

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ꎬ 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实施

标准ꎬ 建立国家指导标准与地方实施标准相衔

接的标准体系ꎮ
(二)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从

２０１５ 年起开始实施ꎬ 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能职责

和任务分工ꎬ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ꎻ 各地根据国

家指导标准以及本地制定的实施标准ꎬ 明确具

体的落实措施、 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ꎬ 确保标

准实施工作科学、 规范、 有序开展ꎮ 标准以县

为基本单位推进落实ꎮ
(三)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按照标准科学测

算所需经费ꎬ 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ꎬ 落实保障当地常住人口享有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ꎮ 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

转移支付对老少边穷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资金予以补助ꎬ 同时ꎬ 对绩效评价结果优良

的地区予以奖励ꎮ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安排资

金ꎬ 面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ꎮ
(四) 文化部、 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对标准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机制

和绩效评价机制ꎬ 加强督促检查ꎮ 积极引入社

会第三方开展公众满意度测评ꎬ 对公众满意度

较差的要进行通报批评ꎬ 对好的做法和经验及

时总结、 推广ꎮ

(选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人民日报» 第 ９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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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

会精神ꎬ 落实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ꎬ 促进优秀

文艺作品创作生产传播ꎬ 现就全国性文艺评奖

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充分认识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

革的重要意义
１. 文艺评奖是推动多出精品、 多出人才ꎬ

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近年

来ꎬ 全国性文艺评奖坚持正确导向、 发挥激励

作用ꎬ 在繁荣文艺创作生产、 丰富社会文化生

活、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ꎬ 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随着形势发展ꎬ 文艺评奖也

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评奖过多过滥、
奖项重复交叉ꎬ 标准不尽科学、 程序不尽规

范、 监督机制不尽完善ꎬ 出现个别作品脱离群

众、 只为评奖而创作的现象等ꎮ 这些问题ꎬ 对

文艺繁荣发展产生不利影响ꎬ 容易助长不正之

风ꎬ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ꎬ 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

进ꎮ 要从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正确方向、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的

高度ꎬ 深刻认识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重

要意义ꎬ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ꎬ 坚定不移

地把这项改革推向深入ꎮ
二、 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指导

思想、 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２.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ꎮ 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以邓小平

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坚持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ꎬ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ꎮ 坚持唱响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ꎬ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
坚持思想性、 艺术性有机统一ꎬ 推动创作更多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ꎻ 坚持尊重和遵循文艺

规律ꎬ 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ꎻ 坚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有机统一ꎻ 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ꎬ 严格标准、 严格程序ꎬ 提高公信

力和权威性ꎮ
３. 总体目标ꎮ 通过改革ꎬ 使奖项设置更加

科学ꎬ 评奖数量更加合理ꎬ 评奖标准更加严

格ꎬ 评奖程序更加规范ꎬ 监督保障措施更加完

善ꎬ 品牌效应更加凸显ꎬ 对文艺工作者的激励

更加有力ꎬ 对创作生产的导向更加鲜明ꎬ 推出

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ꎮ
三、 明确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举办主体
４. 全国性文艺评奖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对文

艺领域的人物、 作品进行的评奖活动ꎬ 包括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各类文艺评奖活动ꎬ 冠

以 “全国” “中国” “中华” 等名称的文艺评

奖活动ꎬ 以及在境内举办的冠以 “国际” “全
球” “华语地区” 等名称的文艺评奖活动ꎮ 全

国性文艺评奖分常设性和非常设性两类ꎮ
５.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文化部、 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等ꎬ 可

举办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ꎮ 上述部门或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党委和政府ꎬ 经党和国家荣誉表

彰工作机构审定ꎬ 可在节庆活动中举办常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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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文艺评奖ꎮ 中央新闻单位可举办非常设全

国性文艺评奖ꎮ
四、 完善全国性文艺评奖的标准和

审批
６. 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ꎮ 按照思想精

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标准评价作品ꎬ 把群

众评价和专家评议与上座率、 收视率、 收听率、
点击率、 发行量等有机统一起来ꎬ 把深入基层、
受到群众欢迎作为重要依据ꎬ 建立能够反映文

艺作品综合质量的评价体系ꎮ 按照德艺双馨的

要求ꎬ 把社会声誉和艺术成就作为参评的前提

条件ꎬ 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倾

斜ꎬ 严禁有劣迹的从业人员及其作品参评ꎮ
７. 具有举办资格的单位举办常设全国性文

艺评奖ꎬ 按程序报请党和国家荣誉表彰工作机

构依照有关规定审批ꎮ 中央新闻单位主办非常

设全国性文艺评奖ꎬ 采取一事一报ꎬ 由中央宣

传部负责审核和管理ꎮ
８. 申请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ꎬ 应当在举办

评奖前向党和国家荣誉表彰工作机构提交申请

书ꎬ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１ ) 评 奖 项 目 名 称ꎬ 主 办 单 位 名 称、

地址ꎻ
(２) 申请评奖项目的理由依据ꎻ
(３) 评奖范围、 评选条件、 活动周期ꎻ
(４) 所设子项名称、 评奖数量ꎻ
(５) 评奖章程、 评委数量及结构ꎻ
(６) 奖励办法、 经费来源ꎻ
(７) 评奖活动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及联系

方式ꎻ
(８) 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ꎮ
五、 压缩全国性文艺评奖的奖项和

数量
９. ２０ 项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ꎬ 压缩 １ 项ꎬ

保留 １９ 项 (保留的具体评奖项目由中央宣传

部另行发文通知)ꎮ 保留的 １９ 项评奖ꎬ 大幅压

缩子项和评奖数量ꎬ 着力提高质量ꎮ
１０. 从严审批节庆活动设立文艺评奖申请ꎮ

对已经批准的节庆活动中设立的跨省、 自治

区、 直辖市或跨境的各类文艺评奖进行清理压

缩ꎬ 奖项数由 ３２ 项压缩为 ４ 项 (保留的具体评

奖项目由中央宣传部另行发文通知)ꎮ 继续举

办的评奖ꎬ 评奖数量做大幅度压缩ꎮ 压缩了评

奖的节庆活动ꎬ 要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ꎮ
通过召开作品研讨会、 评议会ꎬ 充分听取群众

意见ꎬ 加大权威发布力度ꎮ 今后节庆活动中的

全国性文艺评奖实行总量控制ꎬ 一般不新增ꎮ
１１. 严格评奖项目设置管理ꎮ 全国性文艺

评奖ꎬ 原则上只能设置二级子项ꎮ 子项变更需

报批ꎮ 严禁自行增加子项或扩展到三级分项ꎮ
六、 加强对社会组织、 学校、 研究机

构以及企业等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的管理
１２. 社会组织未按规定程序获得批准ꎬ 不

得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ꎮ 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

单位ꎬ 要履行监督管理职责ꎮ 社会组织应当在

年度检查中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

告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的情况ꎬ 接受检查ꎮ
１３. 学校和研究机构未经批准ꎬ 不得举办

全国性文艺评奖ꎮ 教育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要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ꎬ 对已经设立的相关项目予

以规范和清理ꎮ
１４. 报刊、 出版单位和网站未经批准ꎬ 不

得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ꎮ 网信和新闻出版管理

部门及相关主管主办单位要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ꎬ 对已经设立的相关项目予以规范和清理ꎮ
１５. 严禁各类企业以各种名目举办全国性

文艺评奖ꎮ
七、 健全评审机制
１６. 坚持正确导向ꎬ 参评作品应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ꎬ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ꎻ 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ꎬ 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ꎻ 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

活ꎬ 讲述中国故事ꎻ 弘扬真善美、 凝聚正能

量ꎬ 发挥塑造美好心灵、 陶冶道德情操、 引领

社会风尚的作用ꎮ
１７. 保持评奖规则和章程的相对稳定性ꎬ

规范评奖的报送、 评选、 公示等程序ꎬ 增强评

奖透明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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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完善评委结构ꎬ 坚持专家评委和群众

评委相结合ꎬ 注重评委的代表性和权威性ꎬ 严

格落实评委遴选、 轮换、 回避与保密等制度ꎮ
１９. 严格评奖纪律ꎬ 评审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要廉洁自律ꎬ 确保评奖风清气正ꎮ
八、 加强监督检查
２０. 加强社会监督ꎮ 健全群众监督机制ꎬ

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ꎬ 评奖规则和评奖结

果要向社会公示ꎮ 对群众反映的涉及党员干部

违纪问题线索ꎬ 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ꎮ
２１. 加强舆论监督ꎮ 新闻媒体对违规举办

的全国性文艺评奖ꎬ 以及评奖中的不正之风ꎬ
要及时给予曝光、 批评ꎮ 对未经批准的文艺评

奖ꎬ 不得宣传报道ꎮ
２２. 加强督促检查ꎮ 定期对全国性文艺评

奖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ꎬ 对不符合规定的给

予通报、 责令整改ꎮ 中央宣传、 网信、 文化、
新闻出版广电、 文联、 作协等部门和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要按照谁主办、 谁管理的原则ꎬ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ꎮ 纪检监察机关、 审

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工作ꎬ 纠正不正

之风ꎮ
九、 提供支持保障
２３. 加强文艺评奖经费保障ꎮ 党的机关、

行政机关、 人民团体举办的全国性文艺评奖ꎬ

所需经费按现行资金渠道解决ꎬ 纳入财政预算

管理ꎮ 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举办的全国性文艺评

奖ꎬ 所需经费由单位自有资金解决ꎬ 财政可根

据具体情况予以补助ꎮ 其他单位举办的全国性

文艺评奖ꎬ 所需经费由单位自有资金解决ꎮ 所

有评奖一律不准向参评者收取报名费、 参评费

和任何形式的赞助ꎬ 以保持文艺评奖的独立性

和公正性ꎮ
２４. 加强评奖成果的宣传推广ꎮ 通过各类

媒体加大对评奖成果的宣传展示ꎮ 组织获奖文

艺作品展映、 展播、 展演、 展示ꎮ 把获奖优秀

作品纳入政府采购和公共文化服务范围ꎮ
十、 抓好贯彻落实
２５. 加强组织领导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及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要高度重视ꎬ 把

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纳入议事日程ꎬ 专题

研究ꎬ 给予指导和支持ꎬ 切实抓紧抓好ꎮ
２６. 本意见施行前经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文

艺评奖ꎬ 应当自本意见施行之日起ꎬ 依照本意

见重新办理审批手续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对本地区举办的评奖活动ꎬ 可以参照本意见的

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ꎮ
２７. 本意见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选自新华社北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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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决定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坚持 “两手抓、 两手

都要硬” 的战略方针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活动ꎬ
狠抓优美环境、 优良秩序、 优质服务ꎬ 城乡文

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ꎬ 在促进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 涌现出一批工作扎实、 成绩突出、
影响广泛的先进典型ꎮ

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丰硕成果ꎬ 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ꎬ 中央文明委

决定ꎬ 授予武汉市等 ３４ 个城市 (区) 第四届

全国文明城市 (区) 称号、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

乡等 １１５９ 个村镇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北

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兴化社区等 ２２４２ 个单位

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ꎮ 同时ꎬ 经复查审核

确认ꎬ 中央文明委决定继续保留厦门市等 ５０ 个

城市 (区) 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 荣誉称号ꎮ
希望受表彰的城市 (区)、 村镇、 单位珍

惜荣誉ꎬ 发扬成绩ꎬ 再接再厉ꎬ 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特别是关于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ꎬ 在坚持不懈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过程中ꎬ 探索新做法、 创造新载体、 形成新

经验ꎬ 以实际行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进一步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ꎬ 在城乡基层落细落小落实ꎬ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和道德滋

养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当好领头

雁ꎬ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好排

头兵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
１.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名单»
２. «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

明城市 (区)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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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名单

一、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名单 (３４个)
省会城市: 武汉市、 南昌市、 哈尔滨市、

合肥市、 西安市、 沈阳市ꎻ
地级市: 威海市、 潍坊市、 广安市、 许昌

市、 东营市、 镇江市、 绍兴市、 濮阳市、 岳阳

市、 金昌市、 三明市、 铜陵市、 珠海市、 株洲

市、 芜湖市、 宝鸡市、 无锡市、 佛山市、 泰州

市、 泉州市、 温州市、 漳州市ꎻ
直辖市城区: 上海市奉贤区、 北京市海淀

区、 重庆市南岸区、 天津市河西区ꎻ
县级市: 济源市、 石河子市ꎮ
二、 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１１５９ 个)
北京市: 朝阳区平房乡、 海淀区东升镇、

丰台区花乡草桥村、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门头

沟区斋堂镇马栏村、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

村、 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 通州区永乐店镇、
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 大兴区黄村镇、 昌平

区小汤山镇酸枣岭村、 平谷区刘家店镇行宫

村、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 密云

县石城镇、 延庆县延庆镇唐家堡村ꎻ
天津市: 滨海新区太平镇、 东丽区华明街

于明庄村、 西青区中北镇、 西青区李七庄街凌

庄子村、 西青区辛口镇水高庄村、 津南区小站

镇东大站村、 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 武清区泗

村店镇、 武清区大良镇蒙辛庄村、 武清区高村

镇、 宝坻区周良街周良庄村、 宝坻区口东街西

李各庄村、 宁河县丰台镇李更村、 宁河县七里

海镇北移民村、 静海县双塘镇西双塘村、 静海

县静海镇范庄子村、 蓟县下营镇常州村ꎻ
河北省: 晋州市营里镇、 石家庄市新华区

大郭镇、 元氏县姬村镇王家庄村、 高邑县高邑

镇西南关村、 石家庄市栾城区冶河镇乏马村、
正定县正定镇塔元庄村、 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

镇、 平泉县桲椤树镇桲椤树村、 承德市宽城满

族自治县塌山乡尖宝山村、 兴隆县兴隆镇南双

洞村、 丰宁满族自治县王营乡范营村、 承德县

两家满族乡大杨树林村、 蔚县暖泉镇、 赤城县

龙关镇、 宣化县东望山乡元子河村、 阳原县辛

堡乡小关村、 卢龙县潘庄镇、 抚宁县驻操营镇

龙泉庄村、 秦皇岛市海港区北港镇西连峪村、
青龙满族自治县肖营子镇王子店村、 迁西县兴

城镇、 滦南县宋道口镇、 玉田县鸦鸿桥镇刘现

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镇黑西村、 唐山市

古冶区大庄坨乡、 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贾庵

子村、 霸州市煎茶铺镇平口村、 固安县礼让店

乡屈家营村、 三河市泃阳镇高各庄村、 永清县

刘街乡土楼胜利村、 高碑店市军城办事处崔中

旺村、 涞源县城区办事处联会关村、 清苑县北

店乡林水屯村、 保定市新市区江城乡大汲店

村、 容城县八于乡薛庄村、 徐水县高林村镇麒

麟店村、 肃宁县梁家村镇、 任丘市梁召镇、 泊

头市郝村镇王孔村、 东光县连镇镇小邢村、 海

兴县赵毛陶镇尤东村、 青县金牛镇觉道庄村、
河间市诗经村乡北二十里铺村、 黄骅市常郭镇

李子札村、 任丘市麻家坞镇吴好庄村、 沧州市

运河区南陈屯乡小狄庄村、 深州市穆村乡庄火

头村、 阜城县漫河乡许家铺村、 故城县坊庄乡

北堤口村、 衡水市桃城区邓庄镇北苏闸村、 南

和县和阳镇、 内丘县金店镇小辛旺村、 广宗县

东召乡板台集村、 邢台市桥东区豫让桥办事处

三合庄村、 邢台县晏家屯镇、 隆尧县固城镇小

孟村、 隆尧县隆尧镇丘一村、 沙河市白塔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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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村、 邢台经济开发区王快镇百泉村、 广平县

胜营镇、 武安市武安镇、 成安县商城镇李连庄

村、 曲周县槐桥乡小第八村、 邯郸县河沙镇镇

南街村、 邱县新马头镇波流固村、 馆陶县寿山

寺乡寿东村、 定州市高蓬镇、 辛集市旧城镇王

庄村ꎻ
山西省: 阳曲县北小店乡六固村、 古交市

邢家社乡龙子村、 古交市镇城底镇上雁门村、
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贾家寨村、 天镇县卅里

铺乡、 灵丘县红石塄乡、 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

杨家窑村、 怀仁县马辛庄乡鲁沟村、 朔州市朔

城区张蔡庄乡、 应县南河种镇、 静乐县鹅城

镇、 宁武县凤凰镇、 繁峙县砂河镇、 定襄县蒋

村乡、 柳林县陈家湾乡、 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

处留义村、 和顺县横岭镇、 晋中市榆次区修文

镇东长寿村、 祁县东观镇晓义村、 左权县桐峪

镇上武村、 平定县冶西镇、 平定县岔口乡甘泉

井村、 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 长子县宋村

乡西郭村、 长治县振兴新区、 长治市郊区西白

兔乡南村、 沁县杨安乡佛堂岩村、 泽州县高都

镇北上矿村、 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 陵川县附

城镇附城村、 沁水县郑村镇侯村、 晋城市城区

北石店镇、 洪洞县万安镇西梁村、 蒲县山中乡

山中村、 吉县吉昌镇上东村、 侯马市新田乡、
曲沃县高显镇、 襄汾县邓庄镇、 运城市盐湖区

陶村镇、 绛县古绛镇东吴村、 运城市盐湖区龙

居镇雷家坡村、 稷山县稷峰镇、 夏县埝掌镇ꎻ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

镇、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恼包村、 包头

市东河区河东镇王大汉村、 包头市土右旗沟门

镇板申气村、 包头市固阳县西斗铺镇红泥井

村、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克一河镇、 呼伦

贝尔市扎兰屯市蘑菇气镇、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镇、 兴安盟突泉县太平

乡、 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保乡永兴村、 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那仁嘎查、 通辽市扎

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石匠山村、 通辽市奈曼旗

大沁他拉镇舍力虎村、 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
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南荒村、 赤峰市翁牛

特旗乌丹镇赛沁塔拉嘎查、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旗赛罕高毕苏木、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查干

淖尔镇、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东壕赖村、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朝阳镇民乐村、 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

塔拉镇、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镇苏

布尔嘎嘎查、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

镇、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红明村、 内蒙古乌

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团结新村、 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达来呼布镇ꎻ
辽宁省: 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镇、 新宾满

族自治县红升乡、 桓仁满族自治县雅河朝鲜族

乡、 东港市前阳镇、 凤城市通远堡镇、 黑山县

八道壕镇、 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 开原市庆云

堡镇、 建平县青峰山镇、 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

场、 大洼县新兴镇、 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
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万金村、 沈阳市沈北新

区兴隆台街道烟台村、 法库县五台子镇任家窝

堡村、 瓦房店市许屯镇东马屯村、 普兰店市莲

山街道榆树房村、 台安县韭菜台镇王坨子村、
抚顺市东洲区兰山乡兰山村、 义县九道岭镇复

兴堡村、 大石桥市周家镇大沟村、 盖州市东城

办事处线沟村、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

村、 灯塔市五星镇民生一村、 辽阳市宏伟区兰

家镇东喻村、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七里屯村、
西丰县柏榆镇柏榆村、 朝阳市双塔区站南街道

肖家村、 盘山县太平镇新村村、 绥中县王宝镇

王宝村、 兴城市白塔满族乡老边村、 葫芦岛市

南票区黄土坎乡和尚沟村ꎻ
吉林省: 农安县农安镇、 九台市九郊街道

新立村、 榆树市弓棚镇、 长春市绿园区林园街

道杨家粉房村、 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棋盘村、
蛟河市新站镇、 永吉县口前镇、 磐石市明城

镇、 永吉县西阳镇马鞍山村、 龙井市三合镇、
安图县石门镇、 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村、 敦化

市秋梨沟镇秋梨沟村、 梨树县梨树镇、 双辽市

双山镇百禄村、 集安市大路镇大路村、 柳河县

柳河镇、 镇赉县镇赉镇、 大安市乐胜乡、 白城

市洮北区洮河镇庆生村、 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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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村、 东丰县东丰镇苗胜村、 长岭县长岭

镇、 乾安县乾安镇、 靖宇县靖宇镇、 白山市浑

江区三道沟镇、 白山市江源区砟子镇育林新

村、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鹿沟镇果园村、 梅河

口市李炉乡永强村、 公主岭市范家屯镇、 公主

岭市双龙镇兴林村、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西区

西参村ꎻ
黑龙江省: 五常市牛家满族镇、 双城市杏

山镇临江村、 宾县宾洲镇和顺村、 齐齐哈尔市

克东县润津乡同意村、 齐齐哈尔市克东县蒲峪

路镇幸福村、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水师营满族

镇崔门村、 穆棱市下城子镇、 林口县龙爪镇红

林村、 桦南县明义乡东双龙河村、 桦川县星火

朝鲜族乡星火村、 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
鸡东县鸡林乡、 虎林市宝东镇东兴村、 宝清县

小城子镇梨南村、 嘉荫县向阳乡、 勃利县永恒

乡北兴村、 绥滨县忠仁镇、 嫩江县临江乡铁古

砬村、 嫩江县嫩江镇巨祥村、 绥棱县上集镇、
庆安县民乐镇、 海伦市联发乡百兴村、 呼玛县

白银纳鄂伦春族乡、 黑龙江省八五○农场第十

二管理区、 双鸭山林业局宝山中心林场、 绥芬

河市绥芬河镇、 抚远县浓江乡双胜村、 木兰县

柳河镇烧锅窝子村、 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扎龙乡

先锋村、 龙江县龙江镇龙东村、 大庆市龙凤区

龙凤镇前进村、 饶河县西林子乡兰桥村、 铁力

市铁力镇、 铁力市工农乡兴隆村、 逊克县奇克

镇常胜村、 青冈县昌盛乡幸福村、 绥棱县上集

镇大兴村、 黑龙江省八五四农场富荣管理区、
黑龙江省赵光农场第九管理区ꎻ

上海市: 浦东新区高行镇、 浦东新区书院

镇塘北村、 浦东新区周浦镇棋杆村、 宝山区罗

泾镇合建村、 闵行区莘庄镇、 嘉定区江桥镇、
青浦区金泽镇蔡浜村、 金山区廊下镇、 金山区

山阳镇东方村、 松江区泖港镇、 松江区新浜镇

赵王村、 奉贤区庄行镇、 奉贤区青村镇李窑

村、 崇明县竖新镇、 崇明县横沙乡丰乐村、 宝

山区高境镇、 青浦区重固镇ꎻ
江苏省: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 南京市江

宁区淳化街道青龙村、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

灵峰村、 太仓市璜泾镇雅鹿村、 昆山市张浦镇

金华村、 常熟市沙家浜镇、 张家港市锦丰镇、
江阴市新桥镇、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 宜兴市

张渚镇善卷村、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源村、
宜兴市周铁镇、 溧阳市埭头镇、 常州市武进区

郑陆镇牟家村、 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温寺村、
丹阳市丹北镇前巷村、 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

西麓村、 丹阳市丹北镇、 扬州市江都区小纪

镇、 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田桥村、 仪征市真州

镇茶蓬村、 宝应县小官庄镇石先村、 高邮市高

邮镇、 靖江市新桥镇、 泰兴市虹桥镇、 泰兴市

黄桥镇祁巷村、 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宫伦村、
如东县掘港镇港南村、 海门市包场镇灵树村、
启东市汇龙镇、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
海安县曲塘镇、 阜宁县阜城镇、 盐城市盐都区

大纵湖镇、 东台市梁垛镇临塔村、 大丰市大中

镇恒北村、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刘老庄村、
盱眙县盱城镇新华村、 金湖县戴楼镇、 洪泽县

老子山镇、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镇、 沭阳县庙头

镇聚贤村、 徐州市铜山区三堡街道潘楼村、 沛

县沛城镇任庄村、 新沂市北沟街道神山村、 邳

州市碾庄镇、 东海县青湖镇、 连云港市赣榆区

石桥镇东温庄村、 连云港市连云区海州湾街道

西墅村、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大泉村、 南京市

溧水区洪蓝镇傅家边村、 金坛市朱林镇黄金

村、 句容市后白镇、 海门市常乐镇、 射阳县盘

湾镇南沃村、 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 邳州市陈

楼镇院许村、 新沂市窑湾镇、 丰县凤城镇ꎻ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杭州市萧

山区党湾镇、 富阳市洞桥镇、 富阳市胥口镇、
余姚市梁弄镇、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宁波市

鄞州区集士港镇、 象山县石浦镇、 苍南县龙港

镇、 瑞安市马屿镇、 安吉县山川乡、 嘉兴市南

湖区凤桥镇、 诸暨市山下湖镇、 诸暨市枫桥

镇、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镇、 常山县辉埠镇、
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 岱山县高亭镇、 玉环县

楚门镇、 龙泉市住龙镇、 遂昌县垵口乡、 杭州

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岩峰村、 桐庐县合村乡瑶溪

村、 建德市乾潭镇下梓村、 临安市锦北街道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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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村、 淳安县千岛湖镇茂畈村、 慈溪市龙山镇

徐福村、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上李家村、 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兴岙村、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

镇十七房村、 洞头县大门镇小荆村、 平阳县万

全镇栏杆桥村、 苍南县金乡镇五一村、 瑞安市

陶山镇荣祥村、 德清县武康镇五四村、 湖州市

吴兴区八里店镇章家埭村、 长兴县林城镇上狮

村、 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 平湖市新埭镇姚浜

村、 平湖市钟埭街道花园村、 嘉兴市秀洲区油

车港镇池湾村、 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荷湖村、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 绍兴市越城区塔

山街道塔山村、 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 武义县

俞源乡俞源村、 磐安县尚湖镇上高亭村、 金华

市金东区孝顺镇车客村、 龙游县大街乡贺田

村、 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 衢州市柯城区沟溪

乡余东村、 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南岙社区南

岙村、 舟山市定海区马岙街道马岙社区马岙

村、 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下陈村、 临海市尤

溪镇下涨村、 温岭市松门镇胜南村、 丽水市莲

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 云和县紧水滩镇梓

坊村ꎻ
安徽省: 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启明村、 肥

东县长临河镇、 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 巢湖市

炯炀镇、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榴园村、 淮北市

杜集区石台镇、 亳州市谯城区十八里镇、 蒙城

县小辛集乡李大塘村、 宿州市灵璧县渔沟镇、
萧县白土镇费村、 宿州市埇桥区桃园镇光明

村、 蚌埠市怀远县万福镇、 固镇县新马桥镇水

利村、 阜阳市颍上县陈桥镇三王村、 阜阳市颍

泉区伍明镇梁营村、 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 淮

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王庄村、 滁州市南谯区腰铺

镇姑塘村、 全椒县襄河镇、 六安市金寨县梅山

镇、 霍邱县龙潭镇、 马鞍山市当涂县大青山李

白文化旅游区桃花村、 当涂县太白镇、 含山县

陶厂镇、 芜湖市繁昌县平铺镇、 南陵县三里

镇、 芜湖市鸠江区沈巷镇、 宣城市绩溪县华阳

镇、 郎溪县建平镇、 铜陵市铜陵县顺安镇、 铜

陵县西联乡犁桥村、 池州市贵池区里山街道元

四村、 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九华镇、 安庆市宜

秀区罗岭镇黄梅村、 怀宁县平山镇、 枞阳县浮

山镇、 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 黟县西递镇、 黄

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坤沙村、 广德县桃州镇、 广

德县卢村乡、 宿松县洲头乡、 合肥市肥西县桃

花镇、 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 阜阳市临泉县白

庙镇鲁阁村、 淮南市凤台县新集镇、 马鞍山市

博望区博望镇、 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镇农

林村ꎻ
福建省: 福清市阳下街道溪头村、 福州市

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 长乐市梅花镇梅新村、
闽清县梅城镇、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 厦门市

集美区后溪镇、 长泰县武安镇、 龙海市石码

镇、 东山县铜陵镇铜兴村、 泉州市洛江区罗溪

镇前溪村、 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黄田村、 泉州

台商投资区洛阳镇屿头村、 德化县浔中镇、 沙

县夏茂镇、 尤溪县联合乡、 大田县建设镇、 莆

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后黄村、 莆田市涵江区白

沙镇坪盘村、 浦城县富岭镇双同村、 建瓯市房

道镇安宁村、 邵武市水北镇、 武平县平川镇、
上杭县中都镇都康村、 漳平市永福镇西山村、
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 寿宁县犀溪镇西浦

村、 福安市溪尾镇溪邳村、 古田县黄田镇、 龙

海市角美镇鸿渐村ꎻ
江西省: 南昌市高新区昌东镇闵吴村、 进

贤县西湖李家、 南昌市湾里区太平镇、 南昌县

塘南镇田万村、 新建县溪霞镇乔岭村、 南昌县

泾口乡杨芳村、 九江市庐山区威家镇、 星子县

温泉镇温泉村、 湖口县均桥镇、 彭泽县棉船

镇、 修水县义宁镇、 乐平市镇桥镇蔡家村、 浮

梁县洪源镇鸣山村、 景德镇市昌江区吕蒙乡官

庄村、 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丰园村、 芦溪县新

泉乡河坑村、 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办

事处石溪村、 分宜县双林镇、 新余市渝水区良

山镇、 余江县潢溪镇、 赣县南塘镇、 龙南县里

仁镇、 上犹县梅水乡、 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
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 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镇和

乐新村、 丰城市尚庄镇、 万载县鹅峰乡、 奉新

县赤岸镇下坑村、 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 婺源

县江湾镇、 上饶县枫岭头镇、 余干县乌泥镇、

８３１



法规文件

横峰县红桥垦殖白沙岭村、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

区董团乡联合村、 广丰县嵩峰乡、 吉安市青原

区新圩镇、 新干县金川镇华城门习家村、 泰和

县马市镇蜀口村、 永新县烟阁乡罗家坪村、 吉

安县梅塘镇栗塘村、 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 金

溪县秀谷镇先锋村、 广昌县驿前镇姚西村、 东

乡县虎圩乡陈桥村、 宜黄县圳口乡麻坑村ꎻ
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 章丘市官

庄镇吴家村、 平阴县孔村镇北孙庄村、 青岛市

黄岛区张家楼镇、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后田

村、 胶州市三里河街道管理村、 淄博市临淄区

敬仲镇、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赵瓦村、 滕州市

界河镇、 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 滕州市龙泉街

道欧庄村、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东仓村、 广饶

县大王镇、 利津县汀罗镇前崔村、 垦利县兴隆

街道渔洼村、 招远市蚕庄镇、 莱州市金仓街道

仓南村、 龙口市新嘉街道王格庄村、 蓬莱市大

辛店镇木兰沟村、 昌乐县庵上胡村、 潍坊市经

济开发区前阙庄村、 昌邑市柳疃镇、 汶上县义

桥镇、 曲阜市姚村镇、 邹城市钢山街道崇义庄

村、 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刘家村、 泰安市泰山

区邱家店镇前燕家庄村、 新泰市泉沟镇、 威海

市文登区小观镇东浪暖村、 荣成市俚岛镇大庄

许家村、 乳山市冯家镇、 日照市岚山区碑廓

镇、 莒县夏庄镇、 日照市东港区河山镇申家坡

村、 莱芜市莱城区口镇、 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

野镇房干村、 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街道棋山观

村、 莒南县大店镇、 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 费

县探沂镇柴埠庄村、 沂南县岸堤镇岸堤村、 禹

城市辛店镇、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街道前赵村、
乐陵市市中街道马桥村、 莘县古云镇、 阳谷县

安乐镇刘庙村、 茌平县振兴街道前曹村、 邹平

县韩店镇、 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杨柳雪村、
博兴县店子镇耿郭村、 曹县梁堤头镇、 鄄城县

引马镇大黄庄村、 郓城县南赵楼乡南赵楼村ꎻ
河南省: 登封市大冶镇、 新郑市辛店镇、

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 栾川县赤土店镇、 洛阳

市洛龙区龙门镇、 舞钢市尹集镇、 汤阴县韩庄

镇、 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 新乡县小冀镇、

卫辉市汲水镇、 温县岳村乡、 沁阳市紫陵镇、
范县濮城镇、 襄城县紫云镇、 舞阳县文峰乡、
渑池县仰韶镇、 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 西峡县

太平镇、 夏邑县曹集乡、 新县千斤乡、 项城市

贾岭镇、 淮阳县四通镇、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

王庙乡、 济源市承留镇、 巩义市小关镇、 长垣

县恼里镇、 邓州市白牛镇、 永城市演集镇、 固

始县陈淋子镇、 荥阳市高山镇高山村、 荥阳市

高山镇冢岗村、 开封龙亭区北郊乡孙李唐村、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汴东产业集聚区宴台河村、
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门庄村、 栾川县潭头镇重

渡村、 新安县磁涧镇礼河村、 叶县田庄乡东李

村、 安阳市北关区彰北办事处冯家庙村、 安阳

县蒋村镇双全村、 淇县北阳镇高楼新庄村、 辉

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 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

金灯寺村、 博爱县金城乡钟庄村、 焦作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苏家作乡怀村、 焦作市马村区演

马街道办事处高寨村、 濮阳市开发区昆吾街道

办事处韩庄村、 南乐县寺庄乡王洪店村、 禹州

市颖川街道办事处寨子村、 漯河市召陵区姬石

镇罗庄村、 灵宝市阳平镇北阳平村、 西峡县双

龙镇化山村、 内乡县赤眉镇鱼贯口村、 商丘市

梁园区刘口乡刘灿村、 光山县寨河镇杜岗村、
信阳市平桥区肖店乡齐营村、 太康县独塘乡赵

胡同村、 沈丘县老城镇西关村、 淮阳县葛店乡

朱庄村、 平舆县射桥镇单老村、 正阳县真阳镇

庞桥村、 济源市五龙口镇山口村、 兰考县三义

寨乡南马庄村ꎻ
湖北省: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刘咀村、 黄

石市大冶市灵乡镇谈桥村、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

桥镇土库村、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新发村、 十

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 襄阳市保康县

马桥镇中坪村、 襄阳市襄城区隆中街道花木店

村、 宜昌市宜都市五眼泉镇响水洞村、 宜昌市

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官庄村、 荆州市荆州区城南

开发区拍马村、 荆州市石首市桃花山镇李花山

村、 荆门市东宝区子陵铺镇新桥村、 鄂州市梁

子湖区涂家垴镇万秀村、 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

朋兴村、 孝感市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 黄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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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区陈策楼镇王福湾村、 黄冈市罗田县九资

河镇圣人堂村、 咸宁市嘉鱼县陆溪镇邱家湾

村、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龚店村、 恩施自治州

鹤峰县中营镇大路坪村、 恩施自治州来凤县三

胡乡黄柏园村、 潜江市王场镇王场村、 神农架

林区新华镇豹儿洞村、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
宜昌市枝江市安福寺镇、 宜昌市远安县鸣凤

镇、 荆州市公安县黄山头镇、 荆门市沙洋县后

港镇、 鄂州市鄂城区碧石渡镇、 孝感市大悟县

河口镇、 黄冈市武穴市梅川镇、 咸宁市咸安区

横沟桥镇、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 恩施自治州咸

丰县小村乡、 仙桃市彭场镇、 天门市岳口镇、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小雷山村、 黄石市大冶市

保安镇、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湾村、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北坝村、 襄阳市谷城县石

花镇平川村、 孝感市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 孝

感市安陆市烟店镇袁畈村、 黄冈市浠水县清泉

镇河东街村、 襄阳市老河口市仙人渡镇、 咸宁

市通城县隽水镇、 随州市广水市杨寨镇、 恩施

自治州巴东县官渡口镇、 恩施自治州咸丰县忠

堡镇板桥村、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族乡ꎻ
湖南省: 浏阳市永安镇、 宁乡县白马桥

乡、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 长沙县金井镇金龙

村、 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五丰村、 衡阳县岘山

镇、 衡南县云集镇、 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
醴陵市孙家湾乡、 炎陵县三河镇星光村、 株洲

市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大冲村、 茶陵县火田镇贝

水村、 韶山市韶山乡、 新邵县严塘镇、 隆回县

司门前镇、 新宁县金石镇、 临湘市江南镇、 岳

阳县新墙镇清水村、 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
平江县向家镇、 湘阴县金龙镇、 常德市鼎城区

石板滩镇毛栗岗村、 澧县车溪乡牌楼村、 石门

县楚江镇、 澧县张公庙镇高路铺村、 桃源县枫

树维吾尔族回族乡苏家堆村、 桑植县瑞塔铺镇

杨家洛村、 安化县小淹镇、 桃江县桃花江镇、
汝城县大坪镇、 嘉禾县龙潭镇、 郴州市苏仙区

桥口镇白溪村、 桂东县寨前镇槐村村、 江永县

兰溪瑶族乡黄家村、 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 江

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 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镇

暮山坪村、 怀化市洪江区横岩乡、 怀化市鹤城

区黄岩旅游度假区管理处白马村、 洪江市黔城

镇、 双峰县荷叶镇、 新化县上梅镇、 冷水江市

铎山镇眉山村、 吉首市社塘坡乡、 花垣县花垣

镇蚩尤村、 吉首市寨阳乡坪朗村、 宁远县中和

镇坦坝村、 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 邵

阳市大祥区板桥乡龙头村、 桂阳县正和镇、 资

兴市白廊乡、 花垣县麻栗场镇老寨村ꎻ
广东省: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 广

州市增城区小楼镇、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珠

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

镇夏村、 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坛头村、 佛山市

南海区丹灶镇、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村、
南雄市珠玑镇、 始兴县太平镇、 东源县仙塘

镇、 大埔县百侯镇侯北村、 梅州市蕉岭县三圳

镇芳心村、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田头村、 博罗

县罗阳镇田牌村、 陆河县螺溪镇各安村、 东莞

市麻涌镇、 东莞市寮步镇、 东莞市大岭山镇、
中山市东凤镇、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鹤山市

鹤城镇五星村、 恩平市沙湖镇成平村、 阳江市

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闸坡镇余潮表村、 遂溪

县北坡镇、 雷州市乌石镇、 茂名市茂南区新坡

镇车田村、 广宁县排沙镇、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

镇、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沙田村、 潮州

市潮安区凤凰镇、 揭阳市榕城区地都镇、 云浮

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村、 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

溪头村、 梅县区畲江镇、 东莞市桥头镇、 高要

市活道镇首岭村村委会明村ꎻ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宾阳县武陵镇白沙村、

马山县乔利乡东仁村、 横县马岭镇龙山村、 柳

江县三都镇板朝村、 柳州市柳北区黄村村、 兴

安县严关镇马头山村、 恭城县莲花镇红岩村、
梧州市万秀区夏郢镇镇安村、 北海市海城区驿

马村、 东兴市江平镇交东村、 钦州市钦南区那

丽镇土地田村、 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那学村、
桂平市中沙镇上国村、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乡山

边村、 兴业县大平山镇陈村、 博白县东平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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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村、 钟山县清塘镇榕水村、 百色市右江区永

乐镇百色华润希望小镇、 宜州市屏南乡合寨

村、 南丹县芒场镇巴平村、 大新县桃城镇价

村、 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 兴安县溶江镇、 荔

浦县马岭镇、 蒙山县西河镇、 合浦县廉州镇、
灵山县石塘镇、 容县石寨镇、 富川瑶族自治县

莲山镇、 靖西县湖润镇、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

镇、 灵山县新圩镇漂塘村、 北海市铁山港区南

康镇、 东兴市江平镇、 陆川县大桥镇ꎻ
海南省: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马宛大村、

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
万宁市长丰镇文通村、 五指山市毛阳镇唐干

村、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 屯昌县西昌镇南田

村、 临高县博厚镇乐豪村、 昌江县石碌镇山竹

沟村、 白沙县元门乡罗帅村、 琼海市潭门镇、
定安县龙门镇、 乐东县利国镇、 儋州市那大

镇、 保亭县三道镇、 陵水县光坡镇港尾新村、
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向阳队ꎻ

重庆市: 万州区武陵镇、 涪陵区蔺市镇、
九龙坡区陶家镇、 南岸区长生桥镇、 合川区涞

滩镇、 大足区龙水镇、 璧山区广普镇、 武隆县

巷口镇、 江北区五宝镇干坝村、 北碚区龙凤桥

街道龙车村、 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 永川区南

大街街道黄瓜山村、 永川区大安街道高坡村、
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里村、 潼南县梓潼街道八

里村、 荣昌县广顺街道天常村、 梁平县梁山街

道八角村、 城口县坪坝镇光明村、 丰都县兴义

镇杨柳村、 垫江县沙坪镇毕桥村、 开县厚坝镇

大坝村、 云阳县巴阳镇阳坪村、 奉节县康乐镇

铁佛村、 巫山县骡坪镇鸳鸯村、 巫溪县文峰镇

三宝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镇万寿寨村、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镇青山村、 万州

区龙驹镇、 巴南区界石镇、 长寿区邻封镇、 璧

山区璧城街道新堰村、 城口县高观镇双竹村、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玉泉新村、 綦江

区三角镇、 南川区东城街道高桥村ꎻ
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县胜利镇、 成都市邛

崃市固驿镇、 天府新区正兴镇、 成都市龙泉驿

区十陵街道大梁村、 成都市郫县花园镇筒春

村、 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炉坪村、 成都市新津

县永商镇烽火村、 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

村、 荣县双石镇金台村、 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

镇独树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沙坝村、 泸州市江阳区黄

舣镇罗湾村、 泸州市泸县玉蟾街道小马滩村、
泸州市泸县潮河镇后湾村、 泸州市江阳区华阳

街道西岸村、 德阳市旌阳区孝泉镇、 德阳市什

邡市冰川镇、 广汉市新平镇桂红村、 罗江县御

营镇响石村、 什邡市湔氐镇龙泉村、 绵阳市北

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 江油市武都镇、 绵阳市

梓潼县金宝村、 绵阳市安县联丰村、 绵阳市涪

城区龙门镇小桥村、 三台县永新镇崭山村、 苍

溪县陵江镇玉女村、 青川县黄坪乡枣树村、 广

元市昭化区昭化镇、 遂宁市安居区玉丰镇金龟

村、 射洪县沱牌镇、 遂宁市唐家乡东山村、 内

江市市中区永安镇马家寺村、 内江市东兴区同

福乡云台村、 乐山市犍为县岷东乡大湾村、 乐

山市井研县集益乡繁荣村、 南充市南部县火峰

乡城隍垭村、 南充市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 南

充市西充县多扶镇西三井村、 宜宾市翠屏区牟

坪镇、 宜宾县喜捷镇新联村、 珙县底洞镇楠桥

村、 长宁县竹海镇农林村、 筠连县塘坝乡幸福

村、 广安市邻水县九龙镇、 广安市广安区大龙

乡光明村、 华蓥市高兴镇宋家垭村、 岳池县乔

家镇南山村、 邻水县柳塘乡大河坝村、 达州市

渠县中滩乡、 达州市达川区百节镇三牌村、 万

源市白沙镇青龙嘴村、 达州市宣汉县君塘镇洋

烈新村、 大竹县朝阳乡竹园村、 巴中市恩阳区

恩阳镇元窝村、 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巾字村、
雅安市雨城区合江镇魏家村、 石棉县安顺彝族

乡、 眉山市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 眉山市洪雅

县止戈镇青杠坪村、 安岳县鸳大镇五凤村、 乐

至县劳动镇旧居村、 阿坝州理县古尔沟镇丘地

村、 汶川县水磨镇老人村、 甘孜州雅江县八角

楼乡日基村、 凉山州会理县鹿厂镇小黑箐乡白

沙村ꎻ
贵州省: 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乡三堡

村、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 清镇市红枫湖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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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村、 开阳县禾丰乡穿洞村、 赤水市丙安乡、
遵义县枫香镇、 凤冈县进化镇临江村、 余庆县

松烟镇松烟村、 正安县凤仪镇田生村、 盘县羊

场乡、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郎岱镇阿乐村、 水城

县玉舍镇、 关岭县顶云办事处石板井村、 安顺

市龙宫风景名胜区龙宫镇桃子村、 安顺市西秀

区大西桥镇鲍屯村、 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 毕

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 赫章县河镇乡海

雀村、 织金县熊家场乡白马村、 金沙县平坝

镇、 思南县塘头镇青杠坝村、 沿河县沙子镇南

庄村、 印江县木黄镇、 黎平县肇兴镇、 雷山县

西江镇西江村、 麻江县龙山镇复兴村、 施秉县

甘溪乡望城村、 荔波县玉屏街道办事处拉岜

村、 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 龙里县醒狮

镇、 平塘县卡蒲乡场河村、 兴仁县屯脚镇鲤鱼

村、 兴义市泥凼镇、 兴义市顶效镇楼纳村、 仁

怀市苍龙街道下坝村、 威宁县迤那镇、 贵阳市

白云区都拉乡、 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 贵阳市

乌当区新堡乡王岗村、 修文县大石乡石林村、
绥阳县风华镇、 盘县火铺镇沙淤村、 盘县普古

乡舍烹村、 普定县城关镇陇财村、 安顺市西秀

区旧州镇仙人坝村、 镇宁县城关镇高荡村、 紫

云县坝羊乡大坡村、 纳雍县勺窝乡、 铜仁市碧

江区漾头镇九龙村、 德江县堰塘乡高家湾村、
丹寨县兴仁镇王家村、 长顺县摆所镇松港村ꎻ

云南省: 晋宁县六街镇、 晋宁县昆阳街道

办事处汉营村委会汉营村、 石林县大可乡雨落

甸村、 石林县长湖镇阿着底村、 宜良县狗街镇

下高古马村、 宜良县北古城镇陈家渡村、 嵩明

县嵩阳镇太平龙村、 威信县水田镇水田村委会

湾子苗寨、 绥江县板栗乡板栗村、 曲靖市麒麟

区三宝街道兴龙村、 会泽县待补镇、 师宗县雄

壁镇雨柱村委会白兆村、 新平县扬武镇、 元江

县曼来镇石脚地村、 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黄

草坝村、 腾冲县芒棒镇张家村、 保山市隆阳区

河图镇金竹林村、 禄丰县广通镇、 双柏县妥甸

镇上村、 牟定县共和镇余新村委会施大路村、
建水县临安镇、 红河县甲寅乡老博村委会老博

村、 弥勒市西三镇蚂蚁村委会可邑村、 富宁县

剥隘镇甲村村委会坡芽村、 文山市追栗街镇追

栗街村委会丫呼寨村、 砚山县江那镇、 澜沧县

糯福乡阿里村委会老迈村、 宁洱县同心镇那柯

里村、 江城县整董镇整董村委会曼贺井村、 普

洱市思茅区思茅镇坡脚村、 勐腊县勐捧镇勐捧

村委会曼秀村、 勐海县勐海镇曼袄村委会曼板

村、 大理市大理镇、 洱源县三营镇共和村委会

郑家庄村、 梁河县九保乡勐科村委会荒田村、
玉龙县拉市镇海南村、 玉龙县黄山镇文荣村、
华坪县石龙坝镇龙井村委会金花塘村、 宁蒗县

永宁乡落水村、 贡山县丙中洛镇甲生村、 香格

里拉县尼西乡幸福村委会巴拉村、 维西县叶枝

镇梓里村委会拉八科村、 凤庆县洛党镇大兴

村、 耿马县孟定镇景信村委会四方井村、 凤庆

县小湾镇箐中村ꎻ
西藏自治区: 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 当雄

县羊八井镇、 亚东县帕里镇、 拉孜县锡钦乡锡

钦村、 乃东县昌珠镇、 桑日县桑日镇、 波密县

扎木镇巴琼村、 八宿县白玛镇、 芒康县纳西民

族乡、 嘉黎县阿扎镇 ４ 村、 日土县日土镇日

土村ꎻ
陕西省: 户县大王镇凿齿南村、 陇县八渡

镇、 千阳县崔家头镇、 太白县桃川镇杨下村、
彬县龙高镇、 彬县水口镇、 成阳市渭城区北杜

镇、 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马咀村、 宜君县城关

镇南塔村、 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崾先村、 黄龙

县瓦子街镇、 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井家湾

村、 延川县文安驿镇、 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

村、 神木县马镇镇、 定边县定边镇、 汉中市汉

台区河东店镇花果村、 城固县崔家山镇草坝岭

村、 宁强县高寨子镇、 岚皋县溢河镇宏大村、
旬阳县麻坪镇、 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县河村、
白河县茅坪镇、 柞水县蔡玉窑镇、 商洛市商州

区黑龙口镇中坪村ꎻ
甘肃省: 永登县苦水镇、 敦煌市月牙泉

镇、 临泽县板桥镇、 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 天

祝藏族自治县东大滩乡、 景泰县喜泉镇、 临洮

县洮阳镇、 崇信县锦屏镇、 华池县南梁镇、 清

水县秦亭镇、 宕昌县哈达铺镇、 临夏市枹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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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迭部县尼傲乡、 榆中县来紫堡乡冯湾村、
嘉峪关市长城区新城镇新城村、 瓜州县南岔镇

七工村、 民乐县丰乐乡新庄村、 肃南县康乐乡

榆木庄村、 永昌县水源镇北地村、 古浪县黄花

滩乡黄花滩村、 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乡吊沟村、
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北廿铺村、 平凉市崆峒区

四十里铺镇吴岳村、 宁县焦村镇张斜村、 天水

市秦州区皂郊镇下寨子村、 康县阳坝镇宋沟

村、 两当县杨店乡豆坪村、 文县尖山乡宋坝新

村、 永靖县太极镇上古村、 碌曲县郎木寺镇贡

巴行政村ꎻ
青海省: 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 西宁市城

北区大堡子镇、 海东市平安县小峡镇、 海东市

乐都区蒲台乡辛家庄村、 海西州格尔木市大格

勒乡、 海南州兴海县河卡镇幸福村、 海北州门

源县泉口镇、 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 玉树州

玉树市禅古村、 玉树州治多县立新乡、 果洛州

久治县索乎日麻乡、 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殷

家庄村ꎻ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

贺兰县常信乡、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宝马

村、 平罗县灵沙乡西灵村、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

寺乡、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镇五星村、 同心县张

家塬乡汪家塬村、 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

村、 隆德县沙塘镇清泉村、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

水桥镇夹道村、 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源县新源镇、 沙湾

县三道河子镇、 富蕴县可可托海镇、 玛纳斯县

乐土驿镇、 呼图壁县五工台镇、 乌鲁木齐县水

西沟镇平西梁村、 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镇阿

克铁热克村、 乌苏市皇宫镇林家庄子村、 博乐

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决肯村、 玛纳斯县兰州湾镇

下桥子村、 吐鲁番市亚尔乡老城东门村、 巴里

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火石泉分区、 博湖

县本布图镇劳希浩诺尔村、 和硕县乌什塔拉回

族民族乡硝井子村、 库车县阿格乡栏杆村、 温

宿县托乎拉乡大汗村、 乌恰县黑孜苇乡阿热布

拉克村、 泽普县阿克塔木乡阿扎塔木村、 麦盖

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 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

依斯勒格墩村、 民丰县萨勒吾则克乡喀拉

墩村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三团、 第二师

三○团、 第三师四十五团、 第四师七十三团、
第六师共青团农场四连、 第八师一三六团、 第

九师团结农场、 第十师一八五团一连、 第十二

师头屯河农场、 第十三师红星二场ꎮ
三、 全国文明单位名单 (２２４２ 个)
北京市: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兴化社区、 西

城区德胜街道新风中直社区、 朝阳区六里屯街

道十里堡北里社区、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石油大

院社区、 丰台区丰台街道永善社区、 石景山区

老山街道老山东里社区、 北京市第五幼儿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 西城区

第一图书馆、 北京市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朝阳区人民法院、 国网北京朝阳供电公

司、 朝阳区图书馆、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海淀区气象局、 丰台区国

家税务局、 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门头沟区人

民检察院、 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房山区拱辰

街道办事处、 房山区中医医院、 通州区住房城

乡建设委、 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西集供电

所、 顺义区地方税务局、 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

司、 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 大兴区人民法

院、 昌平区国家税务局、 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

司、 平谷区地方税务局、 国网北京平谷供电公

司、 国网北京怀柔供电公司、 怀柔区行政许可

办、 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 密云县广播电视

中心、 国网北京延庆供电公司、 北京图书大

厦、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 北京市回民殡葬

管理处、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文史馆)、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丰台支队西客站中队、 平

谷区司法局、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机关)、 北

京市交通委员会 (机关)、 北京市地质工程勘

察院、 北京农学院、 北京公交客六分公司、 北

京祥龙博瑞集团、 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 北

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路桥工程公

司、 北京市疾控中心、 北京儿童医院、 延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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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

司、 首都机场国检局、 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

公司、 西站国税局、 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

区八达岭景区、 北京市植物园ꎻ
天津市: 中国人民银行滨海新区中心支

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康居园社区、 天

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

区寨上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街道

办事处、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 天

津市和平区教育局、 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局、 中

国天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

街朝阳里社区、 天津市第 １０２ 中学、 天津市公

安局河东分局富民路派出所、 天津站地区综合

管理办公室、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街工业大学

社区、 天津市河西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

河西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河西区

天塔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街谊景

村社区、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天津市南开

区道路管理所、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天越园社

区、 天津市河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

津市河北区审计局、 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 天

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 天津市红桥区公安消防

支队、 天津市东丽区国家税务局、 天津安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天津市东丽区张贵

庄街福山里社区、 天津市西青区市容和园林管

理委员会、 天津市西青区民政局、 天津市津南

区教育局、 天津市津南区司法局、 中国天辰工

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民政局、 天津市武

清区下朱庄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洼

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管委会、 宝坻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

院、 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 国网天津宁河供

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农业局、 天津市静

海县教育局、 天津市静海县交通局、 天津市蓟

县交通局、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市女子监狱、 南

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天津市滨海新医人民法

院汉沽审判管理委员会、 天津海关 (机关)、
天津市园林规划设计院、 天津 ８８９０ 家庭服务网

络中心、 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

院、 天津市地震局、 天津市房产总公司、 中国

铁建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

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水

利部海委海河下游管理局 (机关)、 天津市气

象局 (机关)、 天津利金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 渤海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中国石油大港油

田公司 (本部)、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平津战役纪念

馆、 天津图书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夏

未来少儿艺术中心、 天津市河西区新闻中心、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ꎻ

河北省: 河北正定中学、 石家庄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 石家

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市裕华区裕华路

街道办事处、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 承

德市国家税务局、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德

医学院、 河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国网张

家口供电公司、 阳原县人民检察院、 中国电信

张家口市分公司、 张家口市商业银行、 国网秦

皇岛供电公司、 河北省地矿局秦皇岛矿产水文

工程地质大队、 秦皇岛日报社、 秦皇岛市殡葬

管理处、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

第一中学、 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唐山市

工人医院、 唐山市审计局、 廊坊市国家税务

局、 廊坊市气象局、 中国移动廊坊分公司、 中

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保定学院、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

北省长途通信传输局保定传输局、 中国建设银

行保定分行、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沧州公共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 沧州市地方税务局、 沧州市

人民检察院、 沧州迎宾馆、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河北省子牙河河务管理处、 衡水市第二

中学、 衡水市地方税务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衡水市支行、 邢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中国建

设银行邢台分行、 邢台市人民医院、 沙河市交

通运输局、 邢台市审计局、 邯郸市复兴区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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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建西一社区、 邯郸市第一医院、 邯郸市交

通运输局、 河北美食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万

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定州中学、 辛集皮

革城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 (本部)、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河北省石津

灌区管理局、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通信公

司、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气

象局、 石家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承德

磁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滦钱家营矿业

公司、 唐山市公路建设管理处、 唐山市路北区

乔屯街道草场街社区、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联通唐山市分公司、 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

道街道办事处馨境界社区、 保定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茗畅园社区、 保定市美术中学、 大

唐保定热电厂、 国网献县供电公司、 黄骅市人

民法院、 邢台市国家税务局、 河北省眼科医

院、 邯郸市公安局、 河北博物院、 石家庄海关

(机关)、 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立新西里

社区、 河北省人事考试局ꎻ
山西省: 太原市尖草坪区国家税务局、 太

原市永安殡仪馆、 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家税务局、 太原市晋源区国家税务局、 太原市

小店区山西大学社区、 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街

道选煤社区、 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电厂 (公

司)、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山西省公路局大

同分局、 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大

同云冈石窟景区、 朔州市地方税务局、 朔州市

人民检察院、 右玉县国家税务局、 朔城区平朔

北路御龙社区、 忻州市审计局、 国网五台县供

电公司、 原平市国家税务局、 孝义市新义街道

府东社区、 晋中市地方税务局、 晋中市烟草专

卖局 (公司)、 平遥县国家税务局、 平遥县工

商局古陶工商所、 左权县国家税务局、 平遥古

城景区、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阳泉分公司、 阳泉

市地方税务局、 阳泉市总工会、 长治市郊区财

政局、 国网长子县供电公司、 山西省平顺公路

管理段、 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 国网黎城县

供电公司、 晋城市公安消防支队、 晋城市财政

局、 高平市地方税务局、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沁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晋城市城区东

街办建设路社区、 临汾市地方税务局、 古县财

政局、 襄汾县财政局、 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运城分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

国家税务局、 万荣县财政局、 芮城县地方税务

局、 国网绛县供电公司、 运城市盐湖区西城办

事处圣惠桥社区、 山西省财政厅 (机关)、 山

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山西省妇女联

合会 (机关)、 中国移动山西公司 (本部)、 同

煤集团技师学院、 同煤集团晋华宫矿、 山西地

方电力有限公司柳林分公司、 山西大学、 北方

通用动力集团六一六厂、 太原市迎泽区庙前街

道南海街二社区ꎻ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

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 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国税局、 包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包头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包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阿

荣旗第一中学、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

基一中、 国网内蒙古东部新巴尔虎右旗供电有

限公司、 扎兰屯市国税局、 兴安盟公安消防支

队、 乌兰浩特第一中学、 通辽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内蒙古东部库伦旗供电有限公司、 通辽实

验中学、 通辽发电总厂、 赤峰市国税局、 赤峰

市地税局、 敖汉旗人民检察院、 中国移动内蒙

古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 锡林浩特供电

局、 阿巴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电业局、 凉城

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税局、 鄂

尔多斯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东胜区货运管理分

局、 鄂托克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

第一中学、 鄂尔多斯市财政局、 内蒙古河套酒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第一中学、 巴彦淖尔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

乌海电业局、 内蒙古第八地勘院、 阿拉善盟国

家税务局、 阿拉善盟公安边防支队、 满洲里海

关 (机关)、 满洲里市第一医院、 二连边防检

查站、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机关)、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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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超

高压供电局、 中国电信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本部)、 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供电段、 内

蒙古森工集团 (林管局) 阿里河森工公司 (林
业局)、 内蒙古响沙湾旅游区、 北方联合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第三热电厂、 内蒙古蒙牛乳

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包头市地

方税务局直属征收管理二分局、 内蒙古新城宾

馆旅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ꎻ
辽宁省: 辽宁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机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省大学生就业

局、 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营业中

心、 辽宁省实验林场、 沈阳铁路局苏家屯站、
沈阳市地方税务局、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 沈阳农业大学、 沈阳市第十一中学、 沈

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大东门派出所、 中国联通

沈阳市分公司、 沈阳市北陵公园管理中心、 中

国建设银行沈阳融汇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

市分行、 大连广播电视台、 大连市甘井子区辛

寨子街道、 大连市新华书店、 大连公交客运集

团有限公司、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鞍山市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海城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鞍山供电公

司、 中国移动辽宁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 抚顺

市审计局、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抚顺销售分公司、 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本溪市审计局、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辽宁蒲石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丹东分行、 锦州市古塔区站前街道办事处、 锦

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服务管理中心、 中

油辽河油田公司锦州采油厂、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营口销售分公司、 营口市煤

气公司、 营口市西市区得胜街道办事处、 中国

工商银行营口分行、 营口海事局、 国网辽宁省

电力有限公司阜新供电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阜新销售分公司、 辽阳市财

政局、 辽阳鸿飞电器制造 (集团) 有限公司、
灯塔市国家税务局、 铁岭市教育局、 铁岭市地

方税务局、 朝阳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管理大

队、 朝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辽宁省邮政公司

朝阳市分公司、 盘锦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盘锦

市兴隆台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葫芦岛市财政

局、 葫芦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葫芦

岛市连山区地方税务局、 辽宁省文化厅 (机

关)、 沈阳海关 (机关)、 沈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ꎻ
吉林省: 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办事处、

长春市实验中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共长春

市委组织部、 东北师范大学、 中共长春市委宣

传部、 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 长春

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 长春市朝阳

区地税局、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长春市南

关区国税局、 长春公交公司、 长春市二道区地

税局、 吉林体育学院、 长春净月高新区净月街

道办事处、 长春市鼎庆经贸公司、 吉林市第九

中学、 吉林银行吉林分行、 中石油吉林市销售

分公司、 中油吉林化建公司、 北华大学、 吉林

化纤集团公司、 吉林市高新区高新街道长江社

区、 吉林市昌邑区地税局、 吉林市经开区国税

局、 国网新源水电丰满培训中心、 吉林保民律

师事务所、 中石油延边销售分公司、 中国电信

延边分公司、 延边州烟草公司、 中国移动延边

州分公司、 延边州国税局、 延边州地税局、 珲

春市国税局、 四平市地税局、 四平市工商局、
吉林省神农医药公司、 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
通化市地税局、 国网通化供电公司、 通化市教

育局、 通化市邮政公司、 通化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 通化市东昌区民主街道江南社区、 白城市

地税局、 中国移动白城分公司、 吉林省金塔集

团公司、 白城师范学院、 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 中国移动辽源分公司、 辽源市气象

局、 中国联通松原分公司、 松原市实验高级中

学、 松原市邮政公司、 松原市烟草公司、 白山

市人民检察院、 白山市交通运输局、 吉林松江

河水力发电公司、 中国移动白山分公司、 梅河

口市中心医院、 梅河口市供电局、 公主岭市地

税局、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中石油吉林省销售公

司 (本部)、 吉林省邮政公司 (本部)、 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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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审计署

驻长春特派办、 吉林森工金桥地板公司、 吉林

省联通系统集成公司ꎻ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 哈尔滨市

热电公司、 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 哈尔滨市司

法局、 哈尔滨市财政局、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

司、 齐齐哈尔市医学院、 齐齐哈尔市路政处、
齐齐哈尔市公安消防支队、 国网黑龙江齐培分

部、 牡丹江市医学院、 牡丹江市审计局、 牡丹

江市第一中学、 牡丹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处、 牡丹江市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佳木斯

市纪委监察局、 佳木斯监狱、 国网佳木斯供电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佳木

斯分公司、 中国银监会大庆银监分局、 大庆市

地方税务局、 大庆市行政服务中心、 大庆市红

岗区人民检察院、 鸡西市国家税务局、 国网鸡

西供电公司、 双鸭山市地方税务局、 大唐双鸭

山热电有限公司、 伊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伊

春市第一中学、 伊春市地方税务局、 黑龙江省

金山屯林业局、 七台河市民政局、 龙煤七台河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热电厂、 鹤岗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鹤岗市人民检察院、 鹤岗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 黑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黑河分公司、 绥化

市郊农电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绥化

市分公司、 青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大兴安

岭地区呼中林业局、 大兴安岭地区国家税务

局、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卫东社区、 绥芬

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抚远县人民检察院、 黑

龙江省八五○农场、 黑龙江省绥棱林业局、 哈

尔滨铁路局哈尔滨客运段、 哈尔滨铁路局哈尔

滨工务段、 黑龙江省文化厅 (机关)、 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厅 (机关)、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中

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黑龙江石油分公司 (本

部)、 哈尔滨海关 (机关)、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

支行、 哈尔滨市公安局东莱街派出所、 哈尔滨

市道里区抚顺街道办事处、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

学、 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富裕县人民检

察院、 东宁县人民检察院、 东宁县国家税务

局、 海林市地方税务局、 佳木斯市肛肠医院、
佳木斯市气象局、 国网双鸭山供电公司、 双鸭

山市殡仪馆、 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 绥棱县电

业局、 黑龙江省建安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第三油

矿中十六联合站ꎻ
上海市: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野生动物

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新龙成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长宁房地产交易中心、 上海春秋国际

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一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 沪港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上

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第

一小学、 上海市奉贤中学、 上海奉贤公路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

政府嘉定镇街道办事处、 上海大众经济城发展

中心、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延吉新村街道办

事处、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闸

北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 中国

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上海紫竹高新区 (集
团) 有限公司、 金山海关、 上海市松江区行政

服务中心、 上海市青浦区图书馆、 上海市崇明

县海塘管理所、 上海市崇明中学、 上海汽轮机

厂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

虹桥国际机场公司、 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计量

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

心 (巾帼园)、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上海

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市上海中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建桥

学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四研究

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解放日报社、

７４１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上海大剧院、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上

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古猗园、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

队、 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 中铁上海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

司、 华东疗养院、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

电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八研

究所ꎻ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区、 扬州市

邗江区竹西街道安平社区、 徐州市鼓楼区铜沛

街道机场社区、 苏州拙政园、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南京海事局、 南京

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南京市第二

十九中学、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办事处、 南京市

交通集团、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国网

苏州供电公司、 张家港市财政局、 张家港海事

局、 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无锡新华书店、
江苏省太湖干部疗养院、 无锡市新区梅村街道

办事处、 江苏双桂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

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常州分公

司、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车戚

墅堰所、 镇江市国家税务局、 镇江海事局、 大

全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地方税务局、 中石化江

苏石油勘探局、 扬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高邮

市国家税务局、 泰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华东

石油局试采大队、 泰州市国家税务局、 靖江华

汇供水有限公司、 南通市国家税务局、 南通市

公安消防支队、 南通市政务中心、 中国银行南

通分行、 国网南通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盐城分

公司、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 建湖县审计局、 盐

城市国家税务局、 淮阴师范学院、 国网淮安供

电公司、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烟草公

司淮安市公司、 宿迁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宿迁

供电公司、 宿迁市人民检察院、 徐州报业传媒

集团、 徐州汽车客运西站、 徐州市公安交警鼓

楼大队、 镇江市政务办、 连云港海事局、 连云

港市邮政公司、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 中船重

工第七一六研究所、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中国电科第五十

五研究所、 河海大学、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人寿财险江苏省分公司 (本部)、 泰

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莲花社区、 南京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

兴隆街道月安社区、 南京市特检院、 无锡邮政

分公司、 大丰市实验小学、 盐城市射阳地方税

务局、 响水县人民检察院、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

法院、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 (本部)、 弘业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ꎻ
浙江省: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

区、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南肖埠社区、 宁波

市海曙区望春街道水岸心境社区、 奉化市西坞

街道力邦社区、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亚都社

区、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云东社区、 娃哈哈

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

校、 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 临安市人民法院、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 杭

州市燃气集团、 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宁波

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宁波江北户政中心、 宁波

原水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温州海关、 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温州市公路管理局、 国网洞头县供电

公司、 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湖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中国移动湖

州分公司、 湖州市行政服务中心、 长兴传媒集

团、 五芳斋集团 (本部)、 海盐县人民检察院、
洁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嘉善县公安

局、 国网诸暨市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绍兴分公

司、 绍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绍兴市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金华分行、 金华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国网义乌市供电公司、 横

店集团浙江英洛华电气公司、 义乌中国小商品

城、 国网衢州供电公司、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

学、 科力印业、 浙江船舶交易市场、 舟山市国

家税务局、 舟山市定海小学、 中国农业银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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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分行、 浙江邮政台州分公司、 台州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国网

丽水供电公司、 丽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浙江

省缙云中学、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核工业井巷

建设公司、 天荒坪抽水蓄能公司、 浙江水利水

电学院、 乌镇国际旅游区ꎻ
安徽省: 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地方

税务局、 阜阳市供水总公司、 淮南市人民检察

院、 安徽中烟滁州卷烟厂、 滁州市国家税务

局、 天长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移动合肥分公

司、 淮北市审计局、 中国移动淮北分公司、 淮

北市相山区南黎街道桂苑社区、 涡阳县气象

局、 宿州汽运集团宿州快客汽车站、 安徽省蚌

埠闸工程管理处、 淮南市国家税务局、 国网当

涂县供电公司、 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
合肥邮区中心局、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肥东

县国家税务局、 淮北市妇女联合会、 亳州市地

方税务局、 亳州市中心汽车站、 安徽华电宿州

发电有限公司、 六安市财政局、 六安市裕安区

国土资源局、 马鞍山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建设

银行马鞍山分行、 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街道

新风社区、 马鞍山老年医疗保健研究所、 安徽

地勘局第二水文院、 徽商银行芜湖分行、 安徽

省邮政公司芜湖分公司、 芜湖市鸠江区星辰社

区、 中国建设银行宣城分行、 国网铜陵供电公

司、 铜陵市气象局、 铜陵市铜官山区阳光社

区、 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市中心支行、 池州市财

政局、 安庆市国家税务局、 安庆市第一中学、
黄山市屯溪现代实验学校、 黄山旅游管理学

校、 安徽省广德中学、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大

学、 淮南矿业集团顾桥煤矿、 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安徽电建一公司、 宣城市气象局、 黄山市徽

州区国家税务局、 安徽省地矿局 ３１１ 地质队、
宣城市烟草专卖局、 安徽省地矿局 ３２１ 地质队、
齐云山风景名胜区、 天堂寨风景名胜区、 中国

移动安徽公司 (本部)、 铜陵市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 中国工商银

行安徽省分行 (本部)、 国网濉溪县供电公司、
阜阳长途汽车中心站、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六安市国家税务局、 安徽华电六安发电

有限公司、 合肥市屯溪路小学、 宁国市社会福

利院、 岳西县自来水公司、 国网歙县供电公

司、 安徽省地矿局 ３３２ 地质队、 中国移动黄山

分公司、 安徽交通集团黄山高速管理公司、 安

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 马钢集团南山

矿业公司、 铜陵有色铜冠物流公司、 中国建设

银行宿松支行ꎻ
福建省: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庆城社

区、 漳州市芗城区南坑街道华元社区、 莆田市

荔城区镇海街道长寿社区、 龙岩市新罗区南城

街道溪南社区、 福安市阳头街道阳春社区、 福

州市地方税务局、 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福

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共福州市委市直机关

工作委员会、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厦门海关

(机关)、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厦门市湖里区

湖里街道办事处、 漳州市地方税务局、 福建龙

溪轴承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邮政公司泉州市分

公司、 清源山风景名胜区、 泉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中国农业银行三明分行、 三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三明市地方税务局、 莆田市公安局镇

海派出所、 莆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南平市地

方税务局、 福建省高速公路南平管理分公司、
龙岩市气象局、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闽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

察院、 平潭综合实验区地方税务局、 福建中医

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机关)、 福建经济学校、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

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

省人民检察院 (机关)、 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晋江市国家税务局、 莆田市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高速公路公司 (本部)、 福州市气象局、
厦门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福

州南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 (本

部)、 中国建设银行泉州分行、 福建水口发电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龙岩分公

司、 福建省邮政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

惠安分公司、 国网晋江供电公司、 龙岩市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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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局、 集美鳌园景区、 福建 (南靖) 土

楼旅游风景区、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营

业部ꎻ
江西省: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江西省肿

瘤医院、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地方税务局、 新建县地方税务局、 国网江西

省电力公司九江供电公司、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九江市地方税务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国网江西共青城市供电公

司、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发电厂、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

司 (本部)、 乐平市地方税务局、 萍乡学院、
中国电信萍乡分公司、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萍

乡供电公司、 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道办事处、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余市公安消防支队、
新余市渝水区电工厂社区、 鹰潭市人民检察

院、 鹰潭市月湖区地方税务局、 贵溪市国家税

务局、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居龙潭水电厂、
赣州市第三中学、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江

西省高速投资集团赣州管理中心、 赣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财税办证大厅、 赣州海关、 瑞金市国

家税务局、 寻乌县财政局、 宜春市地方税务

局、 宜春市国土资源局、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宜春管理中心、 江西新华发

行集团宜春分公司、 国网江西宜丰县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二期发

电厂、 中国人民银行上饶市中心支行、 国电黄

金埠发电有限公司、 上饶市地方税务局、 上饶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上饶县人民法院、 江西赣

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九景管理处鄱阳收费

所、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吉安供电公司、 永新

县公安消防大队、 吉安市邮政公司、 吉安市行

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安福县国家税务局、 抚州

市地方税务局、 抚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抚州市

人民检察院、 国网江西东乡县供电有限责任公

司、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本部)、 南昌海关

(机关)、 江西省审计厅 (机关)、 江西有色地

质勘查局 (机关)、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本部)、 江西日报社 (本部)、 江西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机关)、 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

道老站社区、 江西省公安厅 (机关)、 江西省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江西石油分公司 (本部)、 江西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 (机关)、 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ꎻ

山东省: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行政执法

局)、 济南广播电视台、 济南市口腔医院、 济

南热电有限公司、 济南市图书馆、 交运集团公

司 (本部)、 山东中烟青岛卷烟厂、 青岛第五

十八中学、 青岛市财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 淄

博市审计局、 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淄博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 枣庄职业学院、 国家统计局

枣庄调查队、 中国建设银行枣庄市分行、 东营

市人民检察院、 东营市国土资源局、 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五一三所、 烟台市自来水有

限公司、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烟台市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潍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潍坊市交通运输局、 山东潍坊烟草有限公司、
潍坊高新区国家税务局、 济宁市地方税务局、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国

网泰安供电公司、 泰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泰安市国土资源局、 威海市审计局、 家家

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日照市国土资

源局、 日照市教育局、 日照市公安局、 日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莱芜市公路管理局、 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莱芜市国土资

源局、 国家统计局临沂调查队、 临沂市城市管

理局、 国网临沂供电公司、 中共临沂市委组织

部、 临沂市审计局、 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德州市财政局、 山东省德州新华出版发行

集团总公司、 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德州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聊城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

聊城供电公司、 聊城市财政局、 滨州市国家税

务局、 滨州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菏泽供电公

司、 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运河

监狱、 山东省财政厅 (机关)、 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 (机关)、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机关)、 山

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机关)、 山东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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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学院、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本

部)、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山东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中石化胜利油田临

盘采油厂、 中国石化胜利工程公司渤海钻井总

公司 (本部)ꎻ
河南省: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本部)、 郑

州大学、 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郑

州未成年犯管教所、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京珠高

速公路新乡至郑州管理处、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

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师范学院、 新密市

人民检察院、 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 中国移动河南有限公司开封分公

司、 洛阳市公安局、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二五研究所、 偃师市国家税务局、 洛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平顶山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平

顶山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工商银行平顶山分

行、 安阳市国家税务局、 安阳市总工会、 安阳

市人民检察院、 鹤壁市地方税务局、 鹤壁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河南省第二监狱、 新乡市人民

检察院、 新乡市国家税务局、 新乡市财政局、
河南省焦南监狱、 焦作黄河河务局、 焦作市地

方税务局、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 濮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许昌市财政局、 许昌市地方

税务局、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漯河市总工

会、 漯河市审计局、 三门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三门峡市农业局、 南阳师范学院、 南

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统计局、 商丘市国家税务

局、 商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联通商丘

市分公司、 信阳市地方税务局、 信阳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商城县财政局、 周口市地方税务

局、 周口市财政局、 周口市审计局、 驻马店市

地方税务局、 驻马店市交通运输局、 中共驻马

店市纪委、 济源市国家税务局、 济源市财政

局、 兰考县人民法院、 中共汝州市委办公室、
长垣县人民检察院、 固始县地方税务局、 鹿邑

县人民检察院、 舞钢市财政局、 安阳市地方税

务局、 河南省焦作监狱、 焦作市第一中学、 南

阳市人民检察院、 周口市卫生局、 安阳市殷墟

管理处ꎻ
湖北省: 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小学、 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二研究所、 武汉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武汉东湖学院、 劲

牌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石市烟草公司、 湖北医

药学院、 房县国家税务局、 襄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南漳县国家税务局、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四院四十二所、 宜昌市社会福利院、 宜昌市中

心人民医院、 三峡日报传媒集团、 湖北白云边

股份有限公司、 荆州电视台、 中石化石油机械

四机厂、 钟祥市地方税务局、 荆门市东方百货

大厦、 鄂州市新民街小学、 鄂州市地方税务局

葛店开发区分局、 湖北工程学院、 孝感市审计

局、 云梦县国家税务局、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国网英山县供电公司、 麻城市审计局、 成宁市

地方税务局、 成宁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随

州市国家税务局、 随州市第一中学、 恩施州审

计局、 恩施州巴东县第一高级中学、 仙桃市交

通运输局、 中国移动湖北公司天门分公司、 潜

江市审计局、 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 武汉大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南电力

设计院、 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 (本部)、 中铁

大桥勘测设计院、 武汉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中

心、 湖北省港航管理局、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

察院、 武汉市江夏区地方税务局、 武汉市洪山

区国家税务局、 湖北省人民医院、 宜都市财政

局、 荆州市气象局、 荆门市审计局、 长江航运

公安局、 中国建设银行武汉新洲支行、 中国工

商银行湖北省分行 (本部)、 国网湖北检修公

司、 中国电信孝感分公司、 荆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湖北省邮政公司武汉市分公司、 武汉市

汉阳区江欣苑社区、 襄阳市樊城区施营社区、
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三峡大坝旅游区、 阳新县

人民检察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宜昌人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市地方税务局、 鄂州市

国家税务局、 恩施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大冶有色金属集

团、 东风汽车公司锻造公司、 宜城市国家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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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武汉市江岸区地方税务局、 国网湖北电

科院ꎻ
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坡街道长华社

区、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清水塘路社区、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廖家湾社区、 湖南颐

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西城实业有

限公司、 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三大队、 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衡阳市国家税务局、 衡阳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衡阳市石鼓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国家税务局、 国网株洲供电分公司、 湘

潭市财政局、 湘潭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中

共湘潭市委办公室、 邵阳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

建设银行邵阳市分行、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 隆

回县财政局、 国网邵阳供电分公司、 中国石化

巴陵石化公司、 岳阳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岳阳市云溪区国家税

务局、 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岳阳楼君山

岛景区、 石门县财政局、 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 常德市政务中心、
桃源县地方税务局、 国网张家界供电分公司、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地方税务局、 益阳市国家税

务局、 南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沅江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

省电力公司东江水力发电厂、 郴州市中心血

站、 中国移动郴州分公司、 湖南省南津渡水电

站、 祁阳县地方税务局、 东安县人民检察院、
九嶷山风景名胜区、 怀化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怀化市财政局、 怀化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中方县地方税务局、 怀化市鹤城区城中街道芷

江路社区、 娄底市审计局、 涟源市国家税务

局、 中国移动湘西自治州分公司、 古丈县财政

局、 国网泸溪县供电分公司、 湖南省核工业地

质局 (机关)、 湖南省统计局 (机关)、 湖南省

地方税务局 (机关)、 湖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潇

湘华天大酒店、 崀山风景名胜区、 石门县国家

税务局、 慈利县地方税务局、 龙山县地方税务

局、 长沙市审计局ꎻ

广东省: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办事处、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学、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

府海山街道办事处、 珠海市国家税务局、 珠海

市香洲区前山街道春晖社区居委会、 中国建设

银行汕头分行、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检察院、 佛

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广东电网公司佛山

高明供电局、 广东北江中学、 乳源县地方税务

局、 翁源县地方税务局、 和平县阳明中学、 大

埔县人民检察院、 惠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惠

州市惠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共青团惠州市委员

会、 汕尾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山市小榄镇永

宁社区、 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 广东电网公司

阳江供电局、 湛江市财政局、 海洋石油税务管

理局湛江分局、 茂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移动

高州分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肇庆四会供电局、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饶平县黄冈镇环境卫生

管理所、 云浮市质监局、 广东省纪委案件监督

管理室、 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 广东省工商

局直属局、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

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韶关发电厂、
深圳市义工联合会、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四

季花城社区、 深圳书城中心城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公司珠海供电局、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

街铁军社区、 河源市国税局、 汕尾市城区田家

炳中学、 中山公交集团、 中山市石岐区办事

处、 阳东县农业局、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地方

税务局、 清远市财政局、 清远市地方税务局、
清远市中医院、 潮州市地方税务局、 揭阳海事

局、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机关特勤大队、 广州

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联和街玉

树社区、 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街道办事处、 广州

市越秀区北京街盐运西社区、 广州市荔湾区昌

华街西关大屋社区、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江门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中国移动广东江门分公司、 云浮市邓发小

学、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广州海关 (机关)、 信宜市国家税务局、
怀集县文星儿童福利中心、 阳西县国家税务

２５１



法规文件

局、 广东省邮政公司茂名市分公司ꎻ
广西壮族自治区: 青秀山风景名胜区、 南

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南宁市西乡塘区国家税

务局、 隆安县地方税务局、 南宁市青秀区凤岭

北社区、 柳州市审计局、 柳城县国家税务局、
柳州航道管理局、 柳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桂

林海事局、 桂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桂林天湖

水利发电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桂林分行、 灵川

县国家税务局、 广西长洲水电开发公司、 梧州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梧州海事局、 北海市审计

局、 北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合浦县国家税务

局、 防城港市国家税务局、 东兴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广西电网公司防城港供电局、 钦州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钦州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浦

北供电公司、 华电集团贵港发电公司、 贵港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贵港市覃塘区国家税务局、
陆川县国家税务局、 玉林市第一中学、 玉林市

玉州区东环小学、 贺州市气象局、 贺州市地方

税务局、 广西电网公司百色供电局、 靖西县国

家税务局、 百色起义纪念馆、 天峨县国家税务

局、 河池市审计局、 河池公路管理局、 来宾华

锡冶炼有限公司、 象州县国家税务局、 崇左市

人民检察院、 凭祥海关、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
广西中烟工业公司 (本部)、 广西民族博物馆、
桂林监狱、 广西科学技术馆、 右江民族医学

院、 广西银安天然饮料公司、 广西交投集团南

宁高速运营公司、 南宁铁路局南宁电务段、 南

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柳州市人民医院、 广西海

事局 (机关)、 广西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ꎻ
海南省: 中共海口市琼山区委宣传部、 海

口市龙华区玉沙社区、 三亚海关、 三亚市清平

乐小区、 儋州市气象局、 琼海市嘉积中学、 琼

海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 海南省公安

边防总队万宁边防支队、 五指山市人民检察

院、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 乐

东黎族自治县乐东中学、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电厂、 定安县国家税务局、 屯昌县

国家税务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临高

县人民法院、 昌江县地方税务局、 海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保亭供电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国家税务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海

南省国营乐光农场 (场部)、 海南省文昌市华

侨中学、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机关)、 华

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三亚

喜来登度假酒店、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文

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家税

务局、 东方市地方税务局、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昌供

电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屯昌分

公司、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二○二三台、 海

口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管理局民声东路办税

服务厅、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琼北车辆管理

所、 儋州市东坡书院管理处ꎻ
重庆市: 万州区人民法院、 黔江区财政

局、 重庆市工商局涪陵区分局、 渝中区国家税

务局、 大渡口区审计局、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

事处、 沙坪坝区城乡建委、 九龙坡区国家税务

局、 南岸区交通委员会、 北碚区人民法院、 渝

北区城乡建委、 中共巴南区委组织部、 长寿区

江南街道办事处、 江津区地方税务局、 重庆合

川发电公司、 永川区国家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

行南川支行、 国网重庆綦南供电公司、 铜梁区

人民法院、 璧山区国家税务局、 大足区人民检

察院、 万盛经开区交通局、 重庆市潼南第一中

学校、 荣昌县人民法院、 梁平县交通委员会、
国网重庆城口供电公司、 丰都县道路运输管理

所、 垫江县人民医院、 武隆县国家税务局、 中

共忠县县委宣传部、 重庆市开县汉丰第一中心

小学、 云阳县国家税务局、 奉节县国家税务

局、 巫山县地方税务局、 重庆市烟草公司巫溪

分公司、 石柱县人民检察院、 秀山县地方税务

局、 酉阳县国家税务局、 彭水县国家税务局、
重庆市工商局 (机关)、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

总队直属支队、 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 重庆图

书馆、 垫江县中医院、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 国网重庆南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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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公司、 开县人民检察院、 彭水县人民法院、
梁平县梁山街道办事处ꎻ

四川省: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成都市第二

人民医院、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市武

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绵阳市水务 (集
团) 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四川凉山分公司、 国

网凉山供电公司、 内江市人民检察院、 川南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阿坝州人大常委会、 国

网四川映秀湾电厂、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 人保财险德阳分公司、 达州市国家税务

局、 中国移动四川达州分公司、 达州市通川区

第一小学校、 中国移动四川遂宁分公司、 国网

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 泸州市国家税务局、
四川路桥机械化施工分公司、 双流县地方税务

局、 国网泸州供电公司、 南充康源水务集团公

司、 四川省绵阳西南自动化研究所、 绵阳市游

仙区人民检察院、 渠县财政局、 国网达州供电

公司、 攀枝花市国家税务局、 乐山市实验中

学、 乐山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四川广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安分行、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 巴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 国网巴中供电公司、 四川省冶金地质

勘查局成都地质调查所、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

同勘察设计研究院、 中国移动四川甘孜分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孜分行、 宜

宾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国网宜宾供电公司、
资阳市国家税务局、 简阳市国家税务局、 国网

资阳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四川资阳分公司、 国

网自贡供电公司、 自贡市地方税务局、 东方电

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支行、 成都市高新区地方

税务局、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华

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宝珠寺水力发电厂、 中国

核工业集团八二一厂、 成都市高新区国家税务

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雅

安分公司、 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 国网成都市

高新供电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新华支行、 成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德阳市

财政局ꎻ
贵州省: 贵阳市观山湖区碧海社区服务中

心、 清镇市人民检察院、 贵阳市白云区公安消

防大队、 修文县国家税务局、 赤水河航道管理

局、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河北井社区、 遵义

市气象局、 遵义市交通运输局、 六盘水市钟山

区红岩社区青年路居委会、 六盘水供电局、 水

城高速公路管理处、 安顺公路管理段、 安顺市

国家税务局、 安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黄果树

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方县工商局、 黔西

县水西街道水西社区、 毕节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 毕节市委宣传部、 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

展有限公司、 铜仁高速公路管理处、 铜仁市地

方税务局、 铜仁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剑

河县人民医院、 岑巩县公安消防大队、 凯里市

国家税务局、 凯里市第四小学、 独山县气象

局、 黔南州国家税务局、 瓮安县委宣传部、 中

国工商银行贵州都匀分行、 安龙县地方税务

局、 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黔西南州审计

局、 兴义市国家税务局、 仁怀市第一中学、 威

宁县委宣传部、 贵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贵州

红林机械有限公司、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 (机关)、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贵

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机关)、 贵州省体育局

(机关)、 贵州省审计厅 (机关)、 贵州花溪农

村商业银行ꎻ
云南省: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机关)、

云南省公安厅 (机关)、 审计署昆明特派办

(机关)、 云南省沥青油料储备保障中心、 华能

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 (本部)、 昆明市国家税

务局、 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昆明经开区管委

会、 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 (本部)、 昆明

学院、 昆明市五华区翠湖社区、 昆明市盘龙区

金星社区、 昆明市西山区复兴社区、 安宁市人

民检察院、 昭通市审计局、 永善县人民法院、
昭通供电局、 镇雄县人民检察院、 曲靖市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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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局、 曲靖公路管理总段、 沾益县人民法

院、 云南燃料一厂、 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玉溪

市溶剂厂有限公司、 易门县财政局、 保山市审

计局、 昌宁县人民检察院、 楚雄供电局、 楚雄

州地方税务局、 楚雄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红河

州审计局、 红河州国家税务局、 红河供电局、
个旧市人民法院、 开远市第一中学、 中共文山

州委办公室、 云南省文山监狱、 丘北县地方税

务局、 文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普洱供电

局、 思茅区倒生根社区、 景东县国家税务局、
华能糯扎渡水电站、 华能景洪水电厂、 大理学

院、 大理州财政局、 中国移动大理分公司、 大

理风景名胜区三塔景区、 华能苗尾功果桥水

电站、 德宏州人民检察院、 芒市人口和计划生

育局、 云南机场集团丽江机场、 丽江市地方税

务局、 丽江供电局、 怒江州人民检察院、 迪庆

公路管理总段、 临沧市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临

沧监狱、 中国移动临沧分公司、 大理市西大街

社区ꎻ
西藏自治区: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机关)、 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拉

萨海关 (机关)、 区气象服务中心、 西藏大学

理学院、 西藏优格仓企业、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

公司 (本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机关)、 中

共拉萨市委组织部、 堆龙德庆县人民法院、 当

雄县中学、 拉萨师专、 日喀则市气象局、 桑珠

孜区人民检察院、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日喀则

市财政局、 山南地区质监局、 扎囊县折木居委

会、 中共隆子县委政法委、 波密县气象局、 中

国移动西藏公司林芝分公司、 林芝地区第二小

学、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昌都分公司、 昌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 昌都市交通局、 中国农业银行昌

都分行、 昌都市藏医院、 那曲地区气象局、 中

国电信双湖县电信局、 改则县卫生服务中心、
阿里地区国家税务局、 普兰县公安局、 中国农

业银行日土县支行ꎻ
陕西省: 西安市财政局、 中国电科第二十

研究所、 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审计署西安特

派办、 西安高新区国家税务局、 西安市红专南

路社区、 西安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集团

(本部)、 陕西高速集团 (本部)、 陕建第五建

设集团公司 (本部)、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西

安银行城南支行、 陕西旬阳农商银行、 西安市

地税稽查局、 陕西交通集团 (本部)、 陕西省

天然气公司、 西北大学、 中国电信陕西公司、
西安昆仑公司、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海关

(机关)、 宝鸡交警支队车管所、 国家广电总局

七二四台、 宝鸡市国家税务局、 宝鸡中燃城市

燃气公司、 法门寺博物馆、 咸阳职业技术学

院、 彬县国家税务局、 咸阳市渭城区地税局、
陕西地电武功分公司、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中

国移动渭南分公司、 渭南市国家税务局、 铜川

市公交公司、 铜川供电局、 铜川市国家税务

局、 中国移动延安分公司、 延安市地方税务

局、 延长油田西区采油厂、 陕西中烟延安卷烟

厂、 志丹县地方税务局、 榆林市国家税务局、
陕西地电榆林供电局、 延长石油榆林炼油厂、
中国移动榆林分公司、 中国移动汉中分公司、
秦龙电力二郎坝公司、 陕西邮政汉中市公司、
镇巴县国家税务局、 商洛市财政局、 陕西交通

集团商界公司、 商洛供电局丹凤分局、 安康市

地方税务局、 安康市社会福利院、 岚皋县信用

联社、 紫阳县国家税务局、 大唐韩城第二发电

公司、 农业科技报社ꎻ
甘肃省: 兰州市城关区地税二局、 甘肃昆

仑燃气有限公司、 兰州市殡仪馆、 嘉峪关市地

税局、 酒钢宏兴公司镜铁山矿、 酒泉市人民检

察院、 阿克塞县国税局、 张掖公路管理局、 张

掖市财政局、 金昌市地方税务局、 国网金昌供

电公司、 甘肃黄羊河集团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武威分行、 白银市国家税务局、 国投甘肃小三

峡公司、 甘肃省定西公路管理局、 定西市地方

税务局、 平凉公安消防支队、 中央储备粮平凉

直属库、 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 镇原县供电

公司、 中共天水市委办公室、 中国移动天水分

公司、 陇南公路管理局、 中国移动陇南分公

司、 临夏州地方税务局、 永昌县第一高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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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甘南州地方税务局、 甘南州公安局交警支

队、 甘肃省审计厅 (机关)、 甘肃省公共资源

交易局 (机关)、 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 (机

关)、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省疏勒河

管理局 (机关)、 靖远煤业集团公司、 兰州机

场公司、 中国农科院兰州牧药所、 大唐碧口水

力发电厂、 合水县运输公司、 白银市公安消防

支队、 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天庆嘉园社区、
嘉峪关市长城区建设社区、 金昌市金川区金川

路街道金水里社区、 庆阳市西峰区育才路社

区、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 甘肃省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ꎻ
青海省: 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检察院、 大通

县国家税务局、 西宁市教育局、 西宁市城北区

地方税务局、 西宁市城东区地方税务局、 西宁

市财政局、 西宁市城中区国家税务局、 青海省

核工业地质局、 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区国家税务

局、 中国建设银行西宁城东支行、 西宁市城西

区古城台小学、 国网湟源县供电公司、 西宁市

城北区祁连路小学、 西宁市环境保护局、 国网

大通县供电公司、 互助县地方税务局、 民和县

国家税务局、 互助县公安局、 中共海东市委办

公室、 海西公路总段、 海西州国家税务局、 柴

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 海南州工商行政管

理局、 海南州地方税务局、 海南州中级人民法

院、 海北州职业技术学校、 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 玉树州地方税务局、 青海省邮政公司玉树

分公司、 果洛州地方税务局、 中共果洛州委办

公室、 黄南公路段、 国网黄化供电公司、 青海

省统计局 (机关)、 青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本部)、 中国

电信青海分公司 (本部)、 青海省邮政公司

(本部)、 海南州贵南县国家税务局、 西宁市城

中区饮马街办事处ꎻ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街道地矿社区、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银川市金

凤区黄河东路街道办事处、 贺兰县国家税务

局、 灵武市道路运输管理所、 灵武市人民检察

院、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宁东供电公司、 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女子监狱、 永宁县人民

医院、 石嘴山市审计局、 石嘴山市国家税务

局、 宁夏邮政公司石嘴山市分公司、 宁夏公路

管理局石嘴山分局、 平罗县人民检察院、 吴忠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吴忠市利通一小、 吴忠市

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大唐国际大坝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盐池县财政局、 盐池县人民检察

院、 同心县审计局、 固原市财政局、 宁夏师范

学院、 固原市第二中学、 固原市原州区逸挥基

金中学、 泾源县人民检察院、 中卫市财政局、
中卫市审计局、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分公司、 中

国电信中卫分公司、 港中旅 (宁夏) 沙坡头旅

游景区有限责任公司、 自治区审计厅 (机关)、
自治区民政厅 (机关)、 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

场有限公司、 灵武市国税局、 银川市烟草专卖

局、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检察院、 石嘴山市第

三中学、 石嘴山市实验幼儿园、 中国电信宁夏

分公司 (本部)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

贫开发办公室 (机关)、 新疆邮政公司 (本

部)、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 (机

关)、 中国石化集团西北石油局 (机关)、 国电

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本部)、 新疆教育学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乌鲁木齐市建设

委员会、 新疆煤田地质局一六一煤田地质勘探

队、 新疆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乌鲁木齐铁路局

乌鲁木齐站、 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局、 华电新疆

发电有限公司红雁池电厂、 伊犁州人民检察

院、 中国人民银行伊犁州中心支行、 中国移动

新疆公司奎屯市分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奎

屯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塔城分公司、 沙湾县人

民法院、 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哈巴河县

第一小学、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博州分公司、 克

拉玛依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克拉

玛依分公司、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 石河子

市红山街道办事处、 昌吉州人民检察院、 中国

电信昌吉分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

疆华电吐鲁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新

疆公司哈密分公司、 巴州公安局、 中国移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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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公司巴州分公司、 阿克苏地区公安消防支

队、 库车县人民检察院、 克州人民检察院、 喀

什地区地方税务局、 喀什地区公安局、 和田公

路管理局、 和田地区国家税务局、 策勒县财政

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街道办事处、
巴州客运总站、 喀什监狱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第一师师医院、
兵团第二师师直幼儿园、 新疆前海集团公司、
兵团第四师六十八团、 第五师新华社区居民委

员会、 第五师八十一团、 兵团第六师检察分

院、 兵团第七师奎屯天北新区管委会、 兵团第

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兵团第九师公安局、 兵团

第十师一八三团、 兵团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乌

鲁木齐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兵团第十三师

火箭农场、 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新疆农

垦科学院、 兵团第二中学ꎻ
中央直属机关: 中央统战部欧美同学会、

中央党校机关服务局、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全

国妇联中华女子学院、 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

会、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广播艺术团、 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人民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荣

宝斋ꎻ
中央国家机关: 孔子学院总部、 人民邮电

出版社、 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中国地质环

境监测院、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全国海关

信息中心、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

训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

北京中心、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

司总部ꎻ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方庄管理部、 白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大连市房地产登记发证中心、 海南省建筑

设计研究院、 杭州市市区河道整治建设中心、
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鹤壁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鹤岗市城乡建设局、 晋中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局、 克拉玛依市建设局、 内蒙古自治区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南宁市林业和园

林局、 南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机关)、 上海市房地产科

学研究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吴忠市

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西安市房产交易管理中

心、 宜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鹰潭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 重庆市建设技术发展中心、 株洲

市规划局ꎻ
交通运输系统: 广东省邮政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 (本部)、
顺丰速运 (集团) 有限公司 (本部)、 福建中

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洋山港海事局、 烟台海

事局、 营口航标处、 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长

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长江武汉航道局、 中国船

级社武汉分社、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吉林

省运输管理局、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
江西省高速集团景德镇管理中心、 湖北省汉十

高速公路管理处、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 深圳市

交通运输委员会、 重庆市公路局、 宁夏天豹运

输二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

局、 大连海事大学、 河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ꎻ
水利系统: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汉江水利水电 (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 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黄河

河务局 (机关)、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机
关)、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张

家港市水政监察大队、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

院、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德州市

水利局、 信阳市水利局、 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

勘测设计院、 湖南省双牌水电站、 广东省水利

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梁平县水务局、 宁夏回族

自治区唐徕渠管理处、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喀什

管理局ꎻ
卫生计生系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河北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辽宁省人民医院、 黑龙

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市血液中心、 江苏

省中医院、 浙江省卫生监督所、 福建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省

肿瘤医院、 湖南省岳阳市一人民医院、 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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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 陕西省肿瘤医

院、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中国

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机关)、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机关)ꎻ
人民银行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武平县支

行、 中国人民银行磁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东

港市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中国人民

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松滋市支

行、 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

银行喀什地区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修文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

行张掖市中心支行ꎻ
国资委系统: 航天科技第五研究院第五○

八研究所、 航天科技第六研究院、 航天科技第

五研究院总体部、 航天科工第七研究院、 航天

科工第二研究院第二总体设计部、 中航工业贵

州黎阳航空发动机 (集团) 有限公司、 中船第

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五洲工程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 (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山东销售分公司、 中国石

油川庆钻探工程公司川东钻探公司、 中国石化

镇海炼化分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

分公司、 中海油研究总院、 中海沥青股份有限

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

司、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电江苏

能源有限公司、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

集团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神东煤

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玉树分公司、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 中国电信宁波分公司、
中国联通郑州市分公司、 中国联通西安市分公

司、 中国移动江西上饶分公司、 中国移动四川

眉山分公司、 中国移动浙江丽水分公司、 中国

移动上海西区分公司、 中国移动江苏徐州分公

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本部)、 中

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钢铁集团公

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 中

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沧

州直属库、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国核电力

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国

诚通东方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中煤张家口煤矿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蚌埠玻璃工

业设计研究院、 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济南

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

四局集团安徽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 保利大厦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中

煤地质工程总公司、 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

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修造总厂有限公司、 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

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物流

有限公司、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

车车辆有限公司、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ꎻ
海关系统: 天津机场海关、 大连机场海

关、 珲春海关、 同江海关、 张家港海关、 宁波

保税区海关、 福清海关、 厦门海关驻同安办事

处、 烟台海关、 大铲海关、 拱北海关缉私局情

报技术处、 汕头海关驻港口办事处、 东莞海

关、 新会海关、 八所海关、 攀枝花海关、 阿拉

山口海关ꎻ
税务系统: 河北省东光县国家税务局、 内

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长春市

宽城区国家税务局、 黑龙江省漠河县国家税务

局、 安徽省青阳县国家税务局、 福建省闽侯县

国家税务局、 江西省宜丰县国家税务局、 湖南

省湘潭市岳塘区国家税务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东方市国家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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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重庆市北部新区国家税务局、 四川省宜宾

市国家税务局、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国家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 陕西省甘泉县国家税务局、 宁

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国家税务局、 厦门市翔安

区国家税务局、 青岛市李沧国家税务局、 深圳

市大鹏新区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

务局第四税务所、 山西省长治市地方税务局直

属一分局、 吉林省农安县地方税务局、 福建省

宁德市地方税务局、 山东省青岛市地方税

务局ꎻ
工商系统: 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 河北

省承德市工商局、 山西省阳泉市工商局、 内蒙

古自治区阿巴嘎旗工商局洪格尔高勒工商所、
辽宁省辽阳市工商局、 吉林省工商局 (机关)、
黑龙江省垦区工商局、 上海市消费者申 (投)
诉举报中心、 江苏省无锡工商局、 浙江省杭州

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莆田市工商

局、 山东省青岛市工商局、 湖北省孝感市工商

局、 广东省东莞市工商局大朗分局、 重庆市工

商局万州区分局、 四川省泸州市工商局、 云南

省腾冲县工商局、 甘肃省工商局 １２３１５ 指挥中

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工商局、 上

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嘉善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安徽省合肥市工商局、 江西省上饶市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榆林市工商

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开发区工商局西苑工

商所ꎻ
气象系统: 北京市昌平区气象局、 承德市

气象局、 吉林省气象局 (机关)、 黑龙江省气

象局 (机关)、 六安市气象局、 郑州市气象局、
潜江市气象局、 湖南省气象局 (机关)、 海南

省三沙市气象局、 四川省气象局 (机关)、 中

卫市气象局、 乌鲁木齐沙漠气象所ꎻ
银监会系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监管二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鞍山监

管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

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监管分

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潍坊监管分

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吐鲁番监管分

局、 招商银行青岛市南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科

技开发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

管分局ꎻ
保监会系统: 新疆保监局 (机关)、 宁波

保监局 (机关)、 人保健康湛江中心支公司、
国寿股份六盘水分公司、 太保寿险大兴安岭中

心支公司、 中华财险乳山支公司、 江苏省保险

学会ꎻ
银行业金融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珠

海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嘉兴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

商银行北京市海淀西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

银行辽宁省大连市商品交易所支行、 中国工商

银行四川省遂宁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

滁州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济南市大观

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延安市吴起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孝感市应城支行、 中

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南通市通州支行、 中国工商

银行贵州省贵阳市云岩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江

苏省苏州市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昌平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支行、 中国

农业银行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支行、 中国农业

银行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支行、 中国农

业银行重庆市荣昌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

省宁德市古田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凉

山州雷波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张掖市

甘州支行、 中国银行北京市奥运村支行、 中国

银行上海市徐汇支行、 中国银行江苏省无锡市

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四川省成都市锦江支

行、 中国银行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支行、 中

国银行湖南省长沙市麓谷支行、 中国银行云南

省文山州分行、 中国银行青海省西宁市古城台

支行、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

银行北京市中关村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

沧州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山西省临汾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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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鞍山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

行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

省合肥市城西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

省武汉市百步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中

山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西柳州分行、 中国建

设银行江苏省苏州市吴中支行、 交通银行北京

望京支行、 交通银行安徽省台肥屯溪路支行、 交

通银行广东省广州大道支行、 交通银行广东省

深圳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深圳市新沙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渝中区支行、 中国建设

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和田分行ꎻ
铁道系统: 哈尔滨铁路局满洲里站、 沈阳

铁路局沈阳站、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 太原

铁路局太原客运段、 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机务

段、 郑州铁路局郑州站、 武汉铁路局金鹰重型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
济南铁路局济南西站、 上海铁路局南京站、 南

昌铁路局南昌站、 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广州

南站、 南宁铁路局柳州供电段、 成都铁路局遂

宁车务段、 昆明铁路局昆明车辆段、 兰州铁路

局银川车务段、 乌鲁木齐铁路局乌鲁木齐车辆

段、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站ꎻ
民航系统: 民航深圳监管局、 民航吉林监

管局、 山航集团 (本部)、 首都机场贵宾公司、
河北机场集团、 民航二所、 首都机场安保

公司ꎮ

附件 ２

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名单

(５０ 个)

北　 京: 西城区、 东城区、 朝阳区

天　 津: 和平区

河　 北: 唐山市

山　 西: 长治市

内蒙古: 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 满洲里市

辽　 宁: 大连市

吉　 林: 长春市

黑龙江: 绥芬河市

上　 海: 浦东新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江　 苏: 南通市、 苏州市、 扬州市、 常州

市、 张家港市

浙　 江: 杭州市、 宁波市、 嘉兴市

安　 徽: 马鞍山市

福　 建: 福州市、 厦门市

山 　 东: 青岛市、 烟台市、 临沂市、 淄

博市

河　 南: 郑州市、 洛阳市

湖　 北: 宜昌市

湖　 南: 长沙市、 常德市

广　 东: 惠州市、 东莞市、 江门市、 深圳

市、 中山市

广　 西: 南宁市

重　 庆: 渝北区、 渝中区

四　 川: 成都市、 绵阳市

贵　 州: 贵阳市

西　 藏: 拉萨市

宁　 夏: 银川市

新　 疆: 克拉玛依市、 库尔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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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区) 和第三届

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坚持立德树人ꎬ 采取有力

措施ꎬ 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形成

了全党全社会重视支持、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工

作的浓厚氛围ꎬ 有力促进了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ꎬ 涌现出一大批成绩突出、 影响广泛、 社会

赞誉的先进典型ꎮ
为充分展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丰硕成果ꎬ 进一步调动各地各部门做好

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ꎬ 中央文明委决定ꎬ 授予

邯郸市等 ３２ 个城市 (区)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区) 称号、 北京市海

淀区文明办等 ２００ 个单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韩立军等 １００ 名同

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

称号ꎮ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城市 (区)、 单位和个

人珍惜荣誉ꎬ 发扬成绩ꎬ 再接再厉ꎬ 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特别是关

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不

断增强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ꎬ 与时俱进、 开

拓创新ꎬ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有力的工作举

措、 扎实的工作作风ꎬ 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ꎬ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各方面ꎬ 把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的要求贯穿到未成年人教育实

践的全过程ꎬ 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新的贡献ꎮ

附件: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 (区) 和第三届先进单位、 先进

工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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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 (区) 和第三届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名单

一、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 (区) 名单 (３２ 个)

北京市海淀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

河北省邯郸市

山西省朔州市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辽宁省营口市

吉林省通化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上海市徐汇区

江苏省无锡市

浙江省绍兴市

安徽省铜陵市

福建省漳州市

江西省吉安市

山东省潍坊市

河南省濮阳市

湖北省黄石市

湖南省株洲市

广东省佛山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

海南省琼海市

重庆市南岸区

四川省广安市

贵州省六盘水市

云南省普洱市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

陕西省延安市

甘肃省金昌市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舒克市

二、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单位名单 (２００ 个)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文明办

北京市通州区文明办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

北京市通州区妇联家庭教育协会

北京市大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

天津市和平区文明办

天津市青年宫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第四居委会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话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儿童剧团

河北省巨鹿县育红小学

河北省廊坊市委宣传部

河北省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尖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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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沧州市迎宾路小学

山西省

山西省太原市少年宫

山西省长治市第一中学

山西省晋城市文明办

山西省晋中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山西省运城市教育局

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教育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

虹亚社区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文明办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逸夫小学

辽宁省

辽宁省沈阳市青少年教育保护办公室

辽宁省大连晚报社

辽宁省鞍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本溪市文明办

辽宁省大洼县文明办

辽宁省图书馆

吉林省

吉林省长春市一零八学校

吉林省永吉县委宣传部

吉林省靖宇县委宣传部

吉林省汪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吉林省乾安县让字镇中心校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二实验小学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尚志市马延乡马延学校

黑龙江省海林市文明办

黑龙江省宝清县教育体育局

黑龙江省伊春市教师进修学院

黑龙江省黑河市实验小学

黑龙江省肇东市文明办

上海市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上海市少年儿童佘山活动营地

１２３５５ 上海青春在线青少年公共服务中心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

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

江苏省

江苏省南京市夫子庙小学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南通市长江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

基地

江苏省扬州市汶河小学少先队大队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城中街道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和平街道民乐社区

江苏省连云港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浙江省

浙江省嘉兴市文明办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妇联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教育局

中国联通衢州市分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镇安小学

浙江省金华市柳湖小学

湖州晚报 «金色年华» 专刊部

安徽省

安徽青年报社

安徽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安徽少儿画王杂志社

安徽省马鞍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教育体育局

安徽省东至县至德小学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福建省厦门市委文明办

福建省泉州市委文明办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实验小学

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福建省武夷山市朱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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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江西省赣州市文明办

江西省南昌市妇联

江西省婺源县文明办

江西省景德镇市实验学校

江西省新余市明志小学

江西省鹰潭市第八小学

山东省

山东省青岛市第九中学

山东省淄博市教育局

山东省东营市妇联

山东省莱州市教育体育局

山东省济宁市委宣传部

泰安日报社

山东省莱芜市实验小学

共青团德州市委员会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科学技术馆

河南省新安县教育局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文明办

河南省许昌市健康路小学

河南省三门峡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河南省周口市文昌中学

河南省南召县文明办

河南省济源市沁园中学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小学

湖北省十堰市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荆州街小学

湖北省宜昌市委宣传部

湖北省鄂州市明塘小学

湖北省孝感市文明办

湖南省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共青团邵阳市委员会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小学

湖南省衡阳市教育局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湖南省郴州市第十一完全小学

广东省

广东省韶关市教育局

广东省湛江市教育局

广东省肇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清远市委员会

广东省珠海市香山学校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德

爱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文明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第三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第二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第六小学

南宁铁路公安局柳州铁路处治安五大队顺

德帮教小组

海南省

海南省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小学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海南省临高县文明办

海南省东方市教育局

重庆市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

重庆市南岸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北碚区翡翠湖小学

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

重庆市铜梁县第一中学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辉荣志愿者协会

四川省泸州市委宣传部

四川省德阳市文明办

四川省广元中学

四川省遂宁市河东实验小学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

四川省舞蹈家协会

贵州省

贵州省安顺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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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宣传部

贵州省黔西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贵州省团校

贵州省黎平县德凤中心小学

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教育局

云南省红河州文明办

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法院

云南省永仁县宜就中心小学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文明办

西藏自治区贡嘎县甲竹林中心小学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第一小学

陕西省

陕西省西安小学

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

陕西省彬县县委宣传部

陕西省洋县南街小学

陕西省安康市文化文物广电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材分公司

甘肃省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财政局

甘肃省嘉峪关市文明办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第二小学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两水中学

甘肃省庆阳市教育局

青海省

青海省西宁市教育局

共青团海西州委员会

青海省司法厅未成年犯管教所九监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实验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文明办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教育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南关街道办

事处宋家巷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文明办

温州大学拜城县实验高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教育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 ＣＥＣ 希望学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师华山中学

网信系统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教育系统

基础教育参考杂志社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江西省兴国县教育局

公安系统

福建省沙县公安局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中国联通集团信息安全部信息安全处

文化系统

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工商系统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碚区分局

广电系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节目中心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新闻出版系统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共青团系统

辅导员杂志社

未来网

妇联系统

重庆市妇联儿童工作部

浙江省妇联儿童工作部

科协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馆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系统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工作者名单 (１００ 个)
北京市
李志伟 (女)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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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玲 (女)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

一小学党支部书记兼德育副校长

何晓华 (女) 北京市朝阳区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宣传统战科科长

天津市

韩立军　 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德育科科长

王建环 (女) 天津市网上家长学校常务副

校长

河北省

董　 宇 (满族) 河北省承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 文明办主任

张春燕 (女) 河北省衡水市滏阳小学校长

杨　 楠　 河北省文明办教育处副主任科员

山西省

赵东会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司法局汇

丰司法所所长

岳保定　 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兼秘书长

王士恩　 山西省长治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科科长

内蒙古自治区

李佩文 (满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文明

办未成年人处处长

杨静文 (女)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文明

办未成年人教育处处长

辽宁省

何力彦 (女ꎬ 满族) 辽宁省抚顺市文明办

青少处处长

宋　 阳　 辽宁省阜新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科副主任科员

钟月圆 (女ꎬ 满族) 辽宁省东港市妇联主席

吉林省

李秀艳 (女) 吉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

处副处长

吴雨静 (女) 吉林省吉林市文明办主任

李景瑞 (满族) 吉林省公主岭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黑龙江省

李景波　 黑龙江省伊春市教育局正科级组

织员

杨修成 　 黑龙江省嫩江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 文明办主任

白艳双 (女ꎬ 满族) 黑龙江省海伦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副主任

上海市

吴永祥　 上海市山阳中学乡村学校少年宫

辅导员

邹　 竑 (女) 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

联席会议办公室秘书长

李小英 (女) 上海市崇明县港西镇北双村

村委会主任

江苏省

朱华忠　 江苏省常州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处

副处长

王晓映 (女) 新华日报政法部高级记者

顾保荣　 江苏省大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浙江省

邱小侠 (女) 浙江省温州市文明办主任

孔志芳 (女) 浙江省舟山市南海实验学校

教师

李文修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 文明办主任

安徽省

张　 鉴　 安徽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处主任科员

钱　 伟　 安徽省淮南市文明办科员

杨　 丽 (女ꎬ 回族) 安徽省淮北市第三实

验小学教师、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福建省

郑华强　 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科长

郭景国 (回族)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关工

委原副主任

黄仲伟　 福建省龙岩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科科长

江西省

胡启初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南坑镇窑下

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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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涛　 江西省鄱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刘　 欧　 江西省宜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山东省

张宏刚　 山东省济南市西城实验中学政教

处主任

刘　 衍　 山东省威海市文明办副主任

宋百合　 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中学校长

高　 伟　 山东省临沂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

作科副科长

河南省

康建华　 河南省濮阳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科科长

王世豪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第一

中心小学校长

刘朝欣 (女) 河南省商丘市文化路小学

校长

周红立　 河南省新蔡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湖北省

郭　 劲　 湖北省武汉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

作处副处长

贺明军　 湖北省十堰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

作科科长

翟秀刚　 湖北省宜昌市教育局副局长

湖南省

杨　 渺　 湖南省常德市文明办未成年人工

作科科长

江　 哮　 湖南省岳阳市文明办副主任

李金刚　 湖南省怀化市钟秀学校校长

广东省

林小涛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荣泰小学

教师

刘燕梅 (女)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和平路

小学教师

刘维花 (女) 广东省河源市雅居乐小学

校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杨　 咏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广播

电视台 «尚学堂» 栏目制片人

文惠新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

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陆发珍 (女ꎬ 瑶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

市教育局教研员

海南省

张应俊 (黎族)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文明办主任

刘　 威　 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会秘书长

重庆市

杨华跃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长助理

李　 朗 (女) 重庆市文明办副主任科员

四川省

陈首军　 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人

常　 青 (女)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

赵方嵩　 四川省绵阳市文明办主任

宋再江　 四川省乐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

贵州省

杨红军 (土家族)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莫　 芸 (女) 贵州省贵阳市文明办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组长

云南省

李晋豫 (女ꎬ 纳西族) 云南省临沧市文明

办综合科科长

郭崇武　 云南省玉溪市文明办主任科员

西藏自治区

安佰军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

组主任科员

旦　 春 (女ꎬ 藏族)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教育局基教办主任

陕西省

方光玉　 陕西山叠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刘水仓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 文明办主任

甘肃省

宋姿远 (女)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一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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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长

黄冬梅 (女) 甘肃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处副处长

青海省

王瑞菊 (女) 青海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

仁青措毛 (女ꎬ 藏族) 青海省海北电视台

少儿栏目主持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朱君南 (回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副处长

解　 玮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

区唐徕回民小学辅导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艾拜都拉艾木都拉 (维吾尔族)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文明办主任

向　 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未成年

人工作处主任科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马惠平 (女ꎬ 回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八师教育局纪检书记

网信系统

王远超　 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协调局主任

科员

教育系统

郑希付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林　 丹 (女)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房　 玮 (女) 山东省威海市教育局科员

公安系统

朱晓丽 (女) 安徽省利辛县公安局中疃派

出所所长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宋海彬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信息

安全管理处主任科员

文化系统

廖向红 (女)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教授

工商系统

刘大忠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消保科科长

广电系统

王　 昊 (女)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栏目制

片人、 主持人

新闻出版系统

任志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反非法和

违禁出版物司处长

共青团系统

赵　 霞 (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妇联系统

冷晓君 (女) 湖南省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

科协系统

李秀菊 (女)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

究室助理研究员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系统

任桂梅 (女)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北寿社

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王　 直　 安徽省泾县关工委副主任、 王直

助教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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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

已经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领导批准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管理暂行办法

全国道德模范是中央文明委在道德领域授

予公民的最高荣誉称号ꎮ 为确保这一荣誉称号

的权威性、 先进性、 纯洁性ꎬ 使道德模范立得

住、 叫得响、 传得开ꎬ 始终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标兵ꎬ 在全社会发挥榜样引领作

用ꎬ 制定本办法ꎮ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ꎬ 适用于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解放军总

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评

选产生的历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ꎮ
第二条　 中央文明办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的主管部门ꎬ 指导和监督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获得者的服务管理工作ꎮ
第三条　 各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文明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按照谁推荐、 谁

负责的原则ꎬ 对经由本地区本系统推荐参加评

选产生的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履行属

地管理责任ꎮ

第四条　 属地管理责任部门与本地区本系

统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建立经常性联

系制度ꎬ 掌握他们的职业变动、 居住地变化、
存殁等基本情况ꎬ 做好关爱帮扶、 心理疏导、
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行为引导等工作ꎮ

第五条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以

道德模范名义进行形象代言、 组织团体、 自我

宣传等重要活动ꎬ 应向县级以上文明委报告ꎮ
其中ꎬ 重大事项由省级以上文明办审批ꎮ

第六条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属地管理责任部门进行诫勉

谈话ꎬ 责令整改ꎮ
(一) 榜样意识不强ꎬ 发表不当言论ꎬ 产

生负面社会影响的ꎻ
(二) 放松道德修养ꎬ 发生有违道德操守

和公序良俗行为的ꎻ
(三) 缺乏正确义利观ꎬ 利用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进行不当炒作或进行不当商业牟利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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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履行第五条所列报告程序的ꎮ
第七条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产

生道德滑坡ꎬ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 所在属地管理

责任部门向中央文明办提交调查报告ꎬ 经中央

文明办批准后撤销荣誉称号ꎬ 收回奖章和证书ꎮ
(一) 发生第六条所列问题ꎬ 造成恶劣影

响或经诫勉警示仍不改正的ꎻ
(二) 先进事迹造假、 隐瞒严重错误的ꎻ
(三) 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失信的ꎻ

(四) 违反环境保护、 计划生育、 民族团

结和税务、 工商、 安全生产政策法规的ꎻ
(五) 参与黄赌毒、 封建迷信、 非法宗教

活动的ꎻ
(六)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ꎻ
(七) 发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ꎻ
(八) 发生其他不宜保留荣誉称号行为的ꎮ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ꎬ 由中

央文明办负责解释ꎮ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印发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和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的通知

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现将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的 «全国文明城

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和 «全国县级文明

城市测评体系» 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本地区、
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ꎮ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说　 明
一、 全国文明城市 (区) 是经济建设、 政

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全面发展ꎬ 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ꎬ 市

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 (区)ꎬ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ꎮ

二、 全国文明城市 (区) 每三年评选表彰

一届ꎬ 依据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从提名

城市 (区) 经测评产生ꎮ

三、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

系» 由 ３ 大板块、 １２ 个测评项目、 ９０ 项测评

内容、 １８８ 条测评标准构成ꎮ 第一板块为牢固

的思想道德基础ꎬ 含理想信念教育、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 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３ 个测评

项目ꎻ 第二板块为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ꎬ
含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

境、 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 健康向上的人文环

境ꎬ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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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ꎬ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８ 个测评项目ꎻ 第三板

块为长效常态的创建工作机制 １ 个测评项目ꎮ
四、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

系» 设附件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ꎬ 共 ３０ 条ꎬ 对出现负面清单所

列问题的城市 (区)ꎬ 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罚

扣测评分数、 停止提名城市 (区) 资格、 停止

全国文明城市 (区) 资格 １ 年、 取消全国文明

城市 (区) 荣誉称号的惩戒办法ꎮ
五、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系»

适用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创建周期ꎬ 内容保持稳定ꎻ
与之配套的 «全国文明城市 (地级以上) 测评体

系操作手册» 细化指标要求ꎬ 明确测评方法ꎮ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１
理

想

信

念

教

育

Ⅱ－１
学习 宣 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Ⅲ－１
干部群众全面深入

学习

１)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作为党委政

府一项长期政治任务ꎬ 制定具体学习计划及实

施方案ꎻ
２) 系统全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抓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的学习ꎬ 专题学习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ꎮ

网上申报

Ⅲ－２
健全完善学习制度

１) 以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为示范带动ꎬ 一级

抓一级、 层层抓学习ꎬ 完善督查考核办法ꎻ
２) 党校、 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把学习讲话精神纳

入培训教学ꎮ

网上申报

Ⅱ－２
学习 宣 传 贯 彻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

Ⅲ－３
加强宣传阐释

深入开展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宣传教

育ꎬ 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

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

义、 丰富内涵、 内在联系和实践要求ꎮ

网上申报

Ⅲ－４
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１) 组织领导干部、 专家学者到基层一线宣讲ꎬ 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ꎬ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ꎻ
２) 积极稳妥做好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舆论引

导ꎬ 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ꎮ

网上申报

Ⅱ－３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学习

宣传教育

Ⅲ－５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

践系统化长期化

１) 坚持不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

教育ꎬ 坚定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ꎻ

２) 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ꎬ 广泛开展党史、 国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ꎬ 加强中国道路宣传教育ꎬ 汇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ꎻ
３) 党委切实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

责任ꎬ 经常研究解决重大问题ꎬ 掌握领导权、
话语权ꎻ

４) 加强法治意识、 国家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家

庭意识教育ꎮ

网上申报、 问卷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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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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２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建

设

Ⅱ－４
组织实施

Ⅲ－６
制定实施方案

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意见» 和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制定年度工作实施

方案ꎮ

网上申报

Ⅲ－７
建立健全机制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明确责任分工ꎬ 加强督

促检查ꎮ
网上申报

Ⅱ－５
教育实践

Ⅲ－８
深化推广普及

１) 主要新闻媒体、 都市类媒体、 网络媒体持续有

效宣传普及 １２ 个主题词ꎻ
２) 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采取张贴悬挂、 刊登刊

播等方式宣传展示核心价值观ꎻ
３) 编写通俗读物ꎬ 开展宣讲解读ꎻ
４) 运用文艺形式和民族民间文化样式传播核心价

值观ꎮ

１)、 ３)、 ４) 网

上 申 报ꎬ 问 卷

调查

２) 网 上 申 报、
实地考察、 问卷

调查

Ⅲ－９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道德讲堂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ꎻ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

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践

活动ꎻ
３) 运用升国旗仪式、 成人仪式、 入党入团入队仪

式等礼仪制度传播主流价值ꎮ

１)、 ２) 网上申

报、 实地考察

３) 网上申报

Ⅲ－１０
发挥榜样作用

１)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ꎻ
２) 开展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凡人善举等学习宣

传活动ꎻ
３) 开展文化界、 体育界、 教育界、 科技界人士及

企业家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ꎻ
４)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ꎮ

网上申报

Ⅱ－６
文化教育

Ⅲ－１１
培育好家风家教

１) 倡导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开展传

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ꎻ
２)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ꎬ 推进领导干部廉洁家

庭建设ꎮ

网上 申 报ꎬ 问 卷

调查

Ⅲ－１２
培育勤劳节俭之风

１) 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ꎻ
２) 开展文明餐桌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实地考察

Ⅲ－１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１) 深入推进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ꎻ
２)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ꎬ 加强对历史文

化名胜、 文物古迹、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７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３
培

育

文

明

道

德

风

尚

Ⅱ－７
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和学习宣传

Ⅲ－１４
选树道德模范

１) 建立完善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制度ꎬ 发动群众选

树典型性、 先进性、 示范性强的道德标杆ꎻ
２) 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帮扶礼遇制度ꎬ 加强对道德

模范荣誉称号的管理ꎮ

网上申报

Ⅲ－１５
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１) 在媒体开展 “德耀中华” 道德模范专题宣传ꎻ
２) 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展览展示、 基层巡讲、 “故

事会” 巡演以及道德模范 “传帮带” 等学习宣

传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２) 网上申报ꎬ 实

地考察、 问卷调查

Ⅱ－８
志愿服务制度化

Ⅲ－１６
制度化建设

１) 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

意见»ꎻ
２)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积极培育志愿服务文化ꎬ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９０％ꎬ 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市建成区常住人口比例≥
１０％ꎬ 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

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７０％ꎬ 注册志愿者

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２５ 小时ꎻ
３) 建立健全组织协调、 注册培训、 活动运行、 服

务记录、 回馈激励等机制ꎮ

１)、 ３)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Ⅲ－１７
志愿服务活动

１) 落实中央文明办 «社区志愿服务方案»ꎬ 确定

社区志愿服务的工作流程和活动项目ꎻ
２) 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困难职工、 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ꎬ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ꎬ 开展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上网等志愿服务活

动ꎬ 组织专业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ꎮ

网上申报

Ⅱ－９
文明旅游

Ⅲ－１８
制度机制建设

１)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或工作领导小组ꎬ 形成统筹

协调、 各方联动的工作制度ꎻ
２) 落实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游客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ꎮ

网上申报

Ⅲ－１９
强化教育引导和监

督管理

１) 新闻媒体做好文明旅游正面引导与反面曝光ꎬ
旅游黄金时节有热潮ꎬ 宣传引导常态化ꎻ

２) 机场、 车站、 码头、 旅游集散中心营造文明旅

游的浓厚氛围ꎬ 出入境办证大厅、 出境口岸进

行文明出境游宣传ꎬ 主要景点、 景区开展文明

告知、 文明提醒、 文明规劝ꎻ
３) 落实行前教育、 行中引导、 行后总结制度ꎬ 把

好护照关、 组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

关、 行程关ꎻ
４)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ꎮ

１)、 ３) 网上申报

２) 实地考察

４)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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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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３
培

育

文

明

道

德

风

尚

Ⅱ－１０
“ 讲 文 明 树 新

风” 公益广告

Ⅲ－２０
公益广告宣传形成

制度

１) 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ꎬ 健全完善文明委统筹协调、 相关职能部

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ꎻ
２) 落实中央文明办年度公益广告主题宣传任务ꎻ
３) 出台公益广告的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和相关激

励政策ꎮ

网上申报

Ⅲ－２１
制作刊播情况

１) 刊播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和 “图说我们

的价值观” 通稿ꎻ
２) 自行制作刊播高质量、 有新意的公益广告

作品ꎻ
３) 报纸、 广播、 电视、 期刊、 互联网等媒体刊播

公益广告ꎻ
４) 社会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刊播公益广告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问卷调查

Ⅱ－１１
中国文明网联盟

网站建设

Ⅲ－２２
联盟网站建设

１) 建有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ꎬ 配备专职工作人

员ꎬ 有必需的专项运行经费ꎻ
２) 通过联盟网站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

上宣传ꎬ 形成特色宣传品牌ꎻ
３) 开通官方微信、 微博和手机客户端ꎬ 加入 “文

明中国” 矩阵ꎬ 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传播范围

和效果ꎮ

网上申报

Ⅱ－１２
网上 精 神 文 明

建设

Ⅲ－２３
网络文明传播

１) 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推动线上线下互

动ꎬ 推动与当地媒体融合互动ꎻ
２) 壮大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ꎬ 加强网络评论

的业务培训ꎮ

网上申报

Ⅲ－２４
网德建设工程

１) 开展创建文明网站活动ꎬ 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

上网ꎻ
２) 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和网上淫秽色情信息ꎬ 查处

违法违规网站ꎮ

网上申报

Ⅰ－４
廉

洁

高

效

的

政

务

环

境

Ⅱ－１３
党风廉政建设

Ⅲ－２５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

１) 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ꎬ 开展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ꎻ
２) 大力学习宣传优秀党员干部ꎮ

网上申报

Ⅲ－２６
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ꎬ 党风廉政和反

腐败教育经常化、 制度化ꎮ
网上申报

Ⅱ－１４
政务行为规范

Ⅲ－２７
依法行政

１) 推进政府综合执法ꎬ 完善行政执法管理ꎻ
２)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ꎬ 压缩审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

事项ꎬ 优化审批程序ꎮ

网上 申 报、 问 卷

调查

Ⅲ－２８
政务公开

１) 公布权力清单ꎬ 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

制ꎬ 积极推进责任清单工作ꎻ
２) 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ꎬ 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

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ꎮ

网上申报

４７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５
公

平

正

义

的

法

治

环

境

Ⅱ－１５
法治宣传教育

Ⅲ－２９
全民普法教育

１) 完成普法规划任务ꎬ 引导全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２)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ꎬ 加强普

法讲师团、 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ꎻ
３) 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全民法治宣传教育

的普及率≥８０％ꎮ

１)、 ３ ) 网 上 申

报、 问卷调查

２) 网上申报

Ⅱ－１６
公民权益维护

Ⅲ－３０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１)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ꎻ
２)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调机制ꎬ 执行进城务

工人员最低工资保障制度ꎻ
３) 建立健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ꎬ 设立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的渠道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３ ) 网 上 申

报、 实地考察

Ⅲ－３１
未 成 年 人、 老 年

人、 残疾人、 妇女

权益保护

１) 做好孤残儿童、 弃婴救助和收养安置工作ꎬ 制

定落实孤儿供养标准ꎻ
２) 统筹规划残疾人劳动就业ꎬ 制定优惠政策和扶

持保护措施ꎻ
３) 将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纳入城乡医疗卫生服务规

划ꎬ 逐步增加对养老服务的投入ꎻ
４) 有机构承担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和妇女权益保障

工作ꎮ

网上申报

Ⅱ－１７
基层民主政治

Ⅲ－３２
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加强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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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网上申报

Ⅲ－３３
社区民主建设与

管理

社区居委会、 社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

和居民代表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务ꎬ 形成社区事务

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ꎮ
网上申报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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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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６
诚

信

守

法

的

市

场

环

境

Ⅱ－１８
推进诚信建设制

度化

Ⅲ－３４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ꎬ 推进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

信系统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信用记录ꎬ 建设信

用信息互联互通、 交换共享的平台ꎻ
２) 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

意见»ꎬ 建立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问卷调查

Ⅲ－３５
诚信奖惩实践

依法建立诚信 “红黑名单” 制度ꎬ 制定守信优待

政策ꎬ 对失信违法者进行联合惩戒ꎬ 开展失信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ꎮ
网上申报

Ⅲ－３６
诚信教育实践

１) 媒体发掘宣传诚信人物、 诚信企业、 诚信群

体ꎬ 批评鞭挞失信败德行为ꎻ
２) 开展 “质量第一”、 “诚信做产品”、 “百城万店

讲诚信”、 “诚信经营示范点”ꎬ “守合同重信

用” 企业公示、 “放心消费创建” 等活动ꎬ 开

展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 “食品安全宣传

周” 等主题活动ꎮ

网上申报

Ⅱ－１９
市场监管

Ⅲ－３７
依法查处违法经营

行为

１) 建立和完善打击假冒伪劣的监督、 投诉和处置

机制ꎻ
２)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Ⅱ－２０
文明诚信服务

Ⅲ－３８
执法监督部门和窗

口服务单位

１) 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２) 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ꎻ
３) 有效整治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

题ꎬ 无吃拿卡要、 慵懒散拖现象ꎮ

实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Ⅰ－７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２１
国民教育

Ⅲ－３９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

经费支出

>１０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７００ (元) 网上申报

Ⅲ－４０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１) 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ꎬ 有具体的扶持弱校措

施ꎬ 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和信息公开制度ꎻ
２) 市民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问卷调查

Ⅲ－４１
学校管理

推行校务公开和收费公示制度ꎬ 政府部门定期开展

教育收费专项检查ꎬ 建立学校乱收费责任追究

制度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２
科学普及

Ⅲ－４２
开展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

利用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等时间节点ꎬ 深化拓

展科普活动ꎮ
网上申报

６７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７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２３
民族团结进步

Ⅲ－４３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

推进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建设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４
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

Ⅲ－４４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标准化

１)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ꎬ 制定与

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方标准ꎻ
２)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５
文化事业发展

１) 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同级

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ꎬ 文化事业费占财

政总支出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ꎻ
２) 市辖区域内有面向社会的二级以上图书馆ꎬ 建

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和免费的

公共电子阅览室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６
基层文化设施

１) 在街道、 社区统筹建设综合文化站和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ꎬ 开展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市民教

育、 科技普及、 普法教育等活动ꎻ
２) 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 １％ꎬ 用于社区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ꎬ 或提供相应面积的综合文化

活动场所ꎻ
３) 按照人口规模或服务人群的距离ꎬ 建设选址

适中、 与地域条件协调的文体广场ꎬ 每个街

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 １ ０８ 平方米ꎬ 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状况良好ꎻ
４) 鼓励影院建设ꎬ 通过多种形式增加观影设施ꎮ

１) 实地考察

２)、 ４) 网上申报

３)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Ⅲ－４７
文化服务供给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ꎬ 推进

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址

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等

免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务项目ꎻ
２)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ꎻ
３)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３) 网上申报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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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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７
健

康

向

上

的

人

文

环

境

Ⅱ－２５
市民文明素质

Ⅲ－４８
文明行为

１) 公共场所无争吵谩骂、 乱扔杂物、 随地吐痰、
损坏花木等不文明行为ꎻ

２) 城市无烟草广告ꎬ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有

明显禁烟标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ꎻ
３)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会场、 赛

场、 景区、 公园、 广场、 主要街道、 机场、 车

站、 码头等场所文明有序ꎮ

实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Ⅲ－４９
文明交通

１) 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ꎻ
２) 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ꎬ 机动车让行人行横道ꎬ

无闯红灯、 乱穿马路现象ꎬ 乘客排队候车 (候
船)、 依次上下车 (船)ꎻ

３) 建成区万车死亡率达到国家畅通工程评价

标准ꎮ

１)、 ３) 网上申报

２) 实地考察

Ⅲ－５０
友善礼让

１) 公共交通工具上为老、 弱、 病、 残、 孕及怀抱

婴儿者主动让座ꎻ
２) 人际关系融洽ꎬ 友善对待外来人员ꎬ 耐心热情

回答陌生人的询问ꎮ

网上 申 报、 问 卷

调查

Ⅲ－５１
公益活动

１) 开展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

血、 捐赠器官、 义演义诊、 环境保护、 植绿护

绿等活动ꎻ
２) 设计开展网络公益活动ꎮ

网上申报

Ⅲ－５２
见义勇为

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认定机制、 补偿救济机制ꎬ 落实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和抚恤待遇ꎮ
网上申报

Ⅰ－８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网上申报

Ⅰ－９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６
经济发展

Ⅲ－５３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 于 本 省

(区) 同类城

市平均水平

网上申报

Ⅲ－５４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低于本省 (区)
年度控制目标

等于本省 (区)
年度控制目标

高 于 本 省

(区) 年度控

制目标

网上申报

Ⅲ－５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 于 本 省

(区) 同类城

市平均水平

网上申报

８７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９
舒

适

便

利

的

生

活

环

境

Ⅱ－２７
公共服务

Ⅲ－５６
无障碍设施

道路、 公共建筑设施、 新建居住建筑及居住区设有

无障碍设施ꎬ 管理、 使用情况良好ꎮ
实地考察

Ⅲ－５７
街道设施

１) 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ꎬ 并有效运行ꎻ
２) 主干机动车道无被侵占、 毁坏现象ꎬ 主干道装

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９％ꎻ
３) 街巷道路路面硬化ꎬ 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

９５％ꎬ 排水设施完善ꎻ
４) 城市道路的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坏和被违规占用现象ꎬ 行人过街、 机非分

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完整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３)、 ４) 实地

考察

Ⅲ－５８
城市公共交通分

担率

>２０％ >１５％ ≤１５％ 网上申报

Ⅲ－５９
主要街道和公共场

所面貌

１)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ꎬ 无脏乱差现象ꎻ
２) 依法规范管理ꎬ 公共秩序良好ꎬ 文明引导有力ꎮ

实地考察

Ⅲ－６０
社区生活环境

１) 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好ꎬ 无脏乱差现象ꎻ
２) 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洼积水、 排水设施

完善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３) 倡导 “垃圾减量分类”ꎬ 生活垃圾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 定时清运ꎻ
４) 楼门内干净整洁ꎬ 楼道无堵塞ꎬ 墙面、 玻璃无

污秽破损ꎬ 照明灯完好ꎻ
５) 社区日常管理服务规范有序ꎻ
６)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１)、 ２)、 ４) 实地

考察

３)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５) 问卷调查

６) 实地考察、 问

卷调查

Ⅱ－２８
医疗与公共卫生

Ⅲ－６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 彻 «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生

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２) ≥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

定点机构ꎬ 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０ ８３ 人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９
社会保障

Ⅲ－６２
社会保险参保计划

完成率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网上申报

Ⅲ－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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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申报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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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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１０
安

全

稳

定

的

社

会

环

境

Ⅱ－３０
公共 安 全 体 系

建设

Ⅲ－６４
公共安全保障

１)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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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１)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２) 实地考察

Ⅲ－６５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１)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 变质等

伪劣食品ꎬ 食品安全事故及时查处ꎬ 无漏报、
瞒报情况ꎻ

２) 公布举报电话ꎬ 问题药品得到及时查处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实地考察

Ⅲ－６６
饮用水安全

定期监测、 检测本行政区域内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

龙头水质等饮水安全状况ꎬ 并向社会公布ꎮ
网上申报

Ⅲ－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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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ꎬ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

预案ꎻ
２) 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ꎬ 严格执行事

件报告、 通报和信息发布制度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３) 网上申报

Ⅲ－６８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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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网上申报

Ⅱ－３１
社会治安

Ⅲ－６９
治安管理

１) 加强刑满释放人员、 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服

务管理ꎻ
２) 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打击 “两抢一

盗” 等犯罪成效明显ꎻ
３)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 吸毒贩毒制毒等违法犯

罪得到有效控制ꎻ
４) 有效预防打击传销活动ꎮ

１)、 ２)、 ４) 网上

申报

３) 问卷调查

０８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１１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环

境

Ⅱ－３２
城市绿化

Ⅲ－７０
建成区绿地率∗

>３１％ >２８％ ≤２８％ 网上申报

>２１％ >１８％ ≤１８％ 网上申报

Ⅲ－７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８ (平方米) >６ (平方米) ≤６ (平方米) 网上申报

Ⅱ－３３
环境管理与环境

质量

Ⅲ－７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９５％ >９０％ ≤９０％ 网上申报

Ⅲ－７３
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建成区内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７４
城市空气质量

全年优良天数比

例 ≥ ８０％ꎬ 或

«大气污染防治

行 动 计 划 » 年

度考 核 等 级 为

优秀

全年优良天数比

例 ≥ ７０％ꎬ 且

«大气污染防治

行 动 计 划 » 年

度考 核 等 级 为

良好

完成省级下达

的 « 大 气 污

染防治行动计

划 »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 达

标等级)

网上申报

Ⅲ－７５
城市水环境质量

１)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按国家规范划分保护区ꎬ 且

水质达到Ⅲ类ꎻ
２) 城市市辖区水质优良 (达到或优于Ⅲ类) 比例

连续三年上升ꎬ 或达到 ７０％ꎻ
３) 城市市辖区劣于 Ｖ 类水体断面比例连续三年下

降或无劣于 Ｖ 类水体ꎮ

网上申报

Ⅲ－７６
环境管理

１) 未被环保部挂牌督办或无区域、 流域限批ꎻ
２) 无因本市市域内环境污染事件造成本地或其他

地区饮用水源地污染并停水事件ꎮ
网上申报

Ⅲ－７７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问卷调查

Ⅱ－３４
土地资源管理

Ⅲ－７８
耕地、 林地保护

１) 耕地保有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规划指标ꎻ
２) 新增建设用地不超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ꎮ

网上申报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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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１２
长

效

常

态

的

创

建

工

作

机

制

Ⅱ－３５
组织领导体制

Ⅲ－７９
党委政府重视

１) 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ꎻ
２)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职尽责ꎬ 加强对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ꎮ
网上申报

Ⅲ－８０
文明委组织协调

１) 各级文明委及其办公室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

体的保障措施ꎬ 负起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职责ꎻ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落实责任ꎬ 群团组织积极发挥

作用ꎬ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ꎮ

网上申报

Ⅱ－３６
群众广泛参与

Ⅲ－８１
宣传动员

主要新闻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专栏ꎬ 城乡公

共场所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８２
群众参与

１) 创建工作规划、 重要举措、 所办实事等公开发

布宣传ꎬ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ꎻ
２) 为市民群众参与创建工作搭建平台、 畅通

渠道ꎻ
３) 创建活动的群众参与率>９０％ꎮ

１)、 ２) 网上申报

３) 问卷调查

Ⅲ－８３
群众评价

１) 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ꎬ 认真处理群众举报

问题ꎻ
２) 采取问卷调查、 民意测评等方式ꎬ 查找存在突

出问题ꎬ 及时进行整改ꎻ
３) 建立健全群众评价机制ꎬ 以群众满意为衡量工

作成效的最高标准ꎮ

网上申报

Ⅲ－８４
群众满意度调查

>８０％ >７５％ ≤７５％ 问卷调查

Ⅱ－３７
文明单位创建

Ⅲ－８５
扩大创建覆盖面

１) 在机关、 企事业、 学校、 社区、 景区等普遍开

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ꎬ 并延伸到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ꎻ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开展具有行业特色、 职业特点

的文明创建活动ꎮ

网上申报

２８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１２
长

效

常

态

的

创

建

工

作

机

制

Ⅱ－３８
以城带乡、 城乡

共建

Ⅲ－８６
帮扶共建

１) 落实城市支援美丽乡村建设的各项政策ꎻ
２) 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经常化ꎬ 组

织城市文明单位与村镇结成对子长期帮建ꎮ
网上申报

Ⅲ－８７
环境整治

１)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ꎬ 有效支持农村改

路、 改水、 改厕、 旧村改造ꎬ 推进城乡环卫工

作一体化ꎻ
２)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ꎬ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

污染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网上申报

Ⅲ－８８
民风建设

１) 支持农村有效整治不良风气等突出问题ꎻ
２) 支持农村地区开展星级文明户、 文明村、 文明

镇 (乡)、 文明集市创建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Ⅱ－３９
加强动态管理

Ⅲ－８９
创建活动常态化

１) 明确本市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 长效机制ꎻ
２) 制定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单ꎬ 防止形式主义、

弄虚作假、 突击迎检和扰民行为等ꎻ
３) 完善考核评价办法ꎬ 建立文明创建评选表彰的

淘汰退出机制ꎮ

网上申报

Ⅱ－４０
完善保障机制

Ⅲ－９０
投入保障

１) 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ꎬ 随财政收入增长

逐步提高ꎻ
２) 加强基层创建工作力量ꎬ 切实解决人员配备、

工作条件等实际问题ꎬ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

队伍ꎮ

网上申报

特色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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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６ 项以上 (包括

６ 项) 得 ６ 分ꎮ
网上申报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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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Ａ. 牢固的思

想道德基础

Ａ０１. 党委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责任意

识不强ꎬ 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滑坡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Ｂ. 廉洁高效

的政务环境

Ｂ０２. 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Ｂ０３.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３ 人以上 (含
３ 人) 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ꎮ

Ｂ０４.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２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Ｂ０５.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１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１ 分ꎮ

Ｃ. 民主公正

的法治环境

Ｃ０６. 发生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Ｃ０７. 发生侵害老年人、 妇女、 未成年人或

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恶性案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Ｃ０８. 发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或重大消费安全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注: ①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ꎮ 提名城市 (区) 前两年进行年度测评ꎬ 第三年进行综合测评ꎬ 将三年

成绩按一定比例相加得出总成绩ꎬ 依据总成绩确定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名单ꎮ 往届全国文明城市

(区) 进行届期测评复查ꎮ

② «管理措施» 适用于全国文明城市 (区) 及提名城市 (区)ꎮ

③ “惩戒办法” 中的罚分措施ꎬ 是指从当年测评成绩中另外罚扣相应分数ꎮ

４８１



法规文件

(续表)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Ｄ. 公平诚信

的市场环境

Ｄ０９. 发生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 假冒

伪劣产商品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０. 存在集中性、 区域性的制造、 销售假

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１. 发生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或存在窝藏和

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２. 广告违法率排名在全国倒数三分之一

的范围内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１ 分ꎮ

Ｅ. 健康向上

的人文环境

Ｅ１３.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

突发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ꎮ

Ｆ. 有利于 青

少年健康成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境

Ｆ１４.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三年总成绩低于 ８５ 分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 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Ｇ１５. 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６. 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７. 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

重大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８. 发生影响恶劣或大面积 “黄毒赌”
案件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９. 发生负面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Ｇ２０. 存在非法传销人员集中性、 区域性聚

集ꎬ 或发生影响恶劣的因非法传销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Ｇ２１. 发生影响恶劣的网络犯罪或存在集中

性、 区域性网络犯罪窝点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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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Ｈ. 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环境

Ｈ２２. 发生重大、 特大环境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

报参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Ｈ２３. 省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年度

考核未达标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Ｈ２４. 省级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年度考

核未达标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Ⅰ. 长效常态

的 创 建 工 作

机制

Ｉ２５. 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测评暗访中ꎬ 市

民对创建工作满意率低于 ７０％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提名城市 (区) 资格ꎻ 综合

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Ｉ２６. 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测评暗访中ꎬ 存

在隐瞒事实、 弄虚作假问题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提名城市 (区) 资格ꎻ 综合

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Ｉ２７. 搞 “运动式” “一阵风” 创建ꎬ 造成驱

赶商贩、 关门锁店等扰民乱象ꎬ 或搞 “迎
检突击”ꎬ 跟踪测评人员ꎬ 引发负面社会

舆论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ꎮ

Ｉ２８. 连续两次测评成绩排名末位①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取消荣誉称号ꎮ 提名城市 (区)
取消提名资格ꎮ

Ｉ２９. 三年测评总成绩低于 ７５ 分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取消荣誉称号ꎮ 提名城市 (区)
不得推荐为下一轮提名城市 (区)ꎮ

Ｉ３０. 在停止全国文明城市 (区) 资格期间ꎬ
创建工作仍无明显起色ꎬ 社会舆论批评较为

集中ꎬ 群众意见较大

全国文明城市 (区) 取消荣誉称号ꎮ

注: ①省会组最后一名ꎬ 地级市组最后三名ꎬ 城区组最后一名ꎮ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说　 明
一、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是经济建设、 政治

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全面发展ꎬ 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显著ꎬ 公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高的县或县级市ꎬ 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ꎮ
二、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表彰一

届ꎬ 依据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从县

级提名城市中经测评产生ꎮ
三、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由 ７

个测评项目、 ５８ 项测评内容、 １１８ 条测评标准

构成ꎮ
四、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设附

件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

单) »ꎬ 共 ３０ 条ꎮ 对出现负面清单所列问题的

县市ꎬ 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罚扣测评分数、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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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提名城市资格、 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资格 １ 年、
取消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惩戒办法ꎮ

五、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适用

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创建周期ꎬ 内容保持稳定ꎻ 与

之配套的 «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操作手

册» 细化指标要求ꎬ 明确测评方法ꎮ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１
理

想

信

念

建

设

Ⅱ－１
学习 宣 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Ⅲ－１
干部群众全面深入

学习

１) 县 (市) 党委政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ꎬ 制定

系统全面学习的工作方案ꎬ 认真部署实施ꎻ
２) 发挥县 (市) 党委中心组带学促学作用ꎬ 纳入

党校培训教学内容ꎬ 一级抓一级ꎬ 层层抓学

习ꎬ 完善督查考核办法ꎻ
３) 抓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 的学习ꎬ 专题学习关于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ꎮ

网上申报

Ⅱ－ ２ 学习宣传

贯 彻 “ 四 个 全

面” 战略布局

Ⅲ－２
加强宣传阐释

１) 深入开展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宣传

教育ꎬ 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大意义、 丰富内涵、 内在联系和实践要求ꎻ
２) 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ꎬ 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ꎮ

网上申报

Ⅱ－３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学习

宣传教育

Ⅲ－３
学习教育和主题实

践系统化长期化

１) 坚持不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

教育ꎬ 坚定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ꎻ

２) 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ꎬ 广泛开展党史、 国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ꎬ 加强中国道路宣传教育ꎬ 汇聚起同心共筑

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网上申报

Ⅱ－４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Ⅲ－４
深化推广普及

１) 落实中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见» 和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制定年度

工作实施方案ꎻ
２) 各类媒体持续有效宣传普及 １２ 个主题词ꎻ
３) 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采取张贴悬挂ꎬ 刊登刊

播等方式宣传展示核心价值观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３) 网上申报、 实

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Ⅲ－５
融入日常生活

１) 依托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道德讲堂等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ꎻ

２) 开展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

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等规范守则教育实践

活动ꎻ
３) 把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学校教育之中ꎬ 推动进教

材、 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ꎮ

１)、 ２ ) 网 上 申

报、 实地考察

３) 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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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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１
理

想

信

念

建

设

Ⅱ－４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Ⅲ－６
发挥榜样作用

１) 发动群众选树典型性、 先进性、 示范性强的道

德模范ꎬ 建立完善道德模范帮扶礼遇制度ꎬ 加

强对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管理ꎬ 开展学习宣传

活动ꎻ
２) 开展身边好人、 最美人物、 时代楷模、 凡人善

举等学习宣传活动ꎻ
３) 开展文化界、 体育界、 教育界、 科技界人士及

企业家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２)、 ３) 网上申报

Ⅲ－７
加强文化培育

１) 倡导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开展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ꎬ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

活动ꎻ
２) 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 文明餐桌活动ꎻ
３)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ꎻ
４) 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利用民族传统

节日和现代重要节庆日、 纪念日ꎬ 开展群众性

纪念活动和民俗娱乐、 经典诵读等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２)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３)、 ４) 网上申报

Ⅰ－２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Ⅱ－５
党风政风引领

Ⅲ－８
党风廉政建设

１) 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加强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ꎬ 大力学习宣传优秀党员

干部ꎻ
２)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ꎬ 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ꎬ 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经

常化、 制度化ꎮ

网上申报

Ⅲ－９
政务行为规范

１) 推进政府依法行政ꎬ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ꎬ 压缩

审批时限ꎬ 减少审批事项ꎬ 优化审批程序ꎻ
２) 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ꎬ 公布权力清单ꎬ 建立健

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ꎬ 积极推进责任清单

工作ꎮ

网上 申 报、 问 卷

调查

Ⅲ－１０
基层党群组织建设

１) 加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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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２)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ꎬ 维护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ꎮ

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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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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２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Ⅱ－６
弘扬法治精神

Ⅲ－１１
全民普法教育

１) 完成普法规划任务ꎬ 引导全体人民自觉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ꎻ

２)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ꎬ 开展群

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普及

率≥８０％ꎮ

网上 申 报、 问 卷

调查

Ⅱ－７
社风民风建设

Ⅲ－１２
志愿服务制度化

１)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积极培育志愿服务文化ꎬ
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９０％ꎬ 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县城区常住人口比例≥５％ꎬ 注

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占注册志愿

者总人数的比例≥７０％ꎬ 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２５ 个小时ꎻ
２) 建立健全组织协调、 注册培训、 活动运行、 服

务记录、 回馈激励等机制ꎻ
３) 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困难职工及残

疾人志愿服务活动ꎬ 组织专业志愿服务队开展

志愿服务ꎮ

１)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２)、 ３) 网上申报

Ⅲ－１３
诚信建设制度化

１) 贯彻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在重点领域建立起

信用记录ꎬ 建设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交换共享

的平台ꎻ
２) 依法建立诚信 “红黑名单” 制度ꎬ 开展失信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ꎬ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ꎬ 形成打

击假冒伪劣的监督、 投诉和处置机制ꎻ
３) 学习宣传诚信人物、 诚信企业、 诚信群体ꎬ 批

评鞭挞失信败德行为ꎬ 开展信用至上、 诚信兴

业、 履约守信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把诚信渗透到

生产、 流通、 消费各环节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２)、 ３) 网上申报

Ⅲ－１４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１) 落实 «广告法»、 «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

法»ꎬ 健全完善文明委统筹协调、 相关职能部

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出台公益

广告的财政扶持、 税收优惠和相关激励政策ꎻ
２) 在各类媒体以及公共场所持续刊播公益广告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实

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Ⅲ－１５
社会责任意识

１) 人际关系融洽ꎬ 公共场所礼让互助ꎬ 友善对待

外来人员ꎻ
２) 开展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学、 义务献

血、 捐赠器官、 义演义诊、 环境保护、 植绿护

绿等活动ꎮ

１) 实地考察

２) 网上申报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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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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２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Ⅱ－８
网上 精 神 文 明

建设

Ⅲ－１６
网络文明传播

１) 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壮大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队伍ꎻ
２) 加强中国精神文明网地方联盟网站建设ꎮ

网上申报

Ⅲ－１７
网德建设工程

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和网上淫秽色情信息ꎬ 查处违法

违规网站ꎮ
网上申报

Ⅰ－３
经

济

民

生

建

设

Ⅱ－９
经济发展水平

Ⅲ－１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于本省(区)
同类城市平均

水平

网上申报

Ⅲ－１９
农民人均纯收入

高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等于本省 (区)
同类 城 市 平 均

水平

低于本省(区)
同类城市平均

水平

网上申报

Ⅱ－１０
基本 公 共 服 务

保障

Ⅲ－２０
市政公用设施

１) 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机动化出行系

统ꎬ 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 车数量≥６ 台ꎻ
２) 主次干道、 商业街、 街巷路面硬化ꎬ 装灯率

１００％ꎬ 亮灯率≥９０％ꎬ 排水设施完善ꎻ
３) 街道的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连续、 平整、 无损

坏和被违规占用现象ꎬ 行人过街、 机非分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完整ꎻ

４) 道路、 公共设施、 新建小区设有无障碍设施ꎬ
管理和使用情况良好ꎻ

５) 加强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ꎬ 定期监测、 检

测本行政区域内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

等饮水安全状况ꎮ

１)、 ５) 网上申报

２)、 ３)、 ４) 实地

考察

Ⅲ－２１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１)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ꎬ 建立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协

调机制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ꎻ
２) 做好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权益保

护工作ꎮ

网上申报

０９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３
经

济

民

生

建

设

Ⅱ－１０
基本 公 共 服 务

保障

Ⅲ－２２
国民教育

１) 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ꎬ 有具体的扶持弱校措

施ꎬ 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和信息公

开制度ꎻ
２) 生均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支出≥７００ 元ꎬ 市民对

义务教育的满意度≥７５％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Ⅲ－２３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１) 贯 彻 «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制定本地区具体区域卫生

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ꎻ
２) ≥９５％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医疗保险

定点机构ꎬ 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０ ８３ 人ꎮ

网上申报

Ⅲ－２４
公共体育设施

每个街道拥有晨晚练体育活动点 ５ 个以上ꎬ 每个社

区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ꎬ 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１ ０８ 平方米ꎬ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良好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Ⅱ－１１
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Ⅲ－２５
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

１)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ꎬ 制定与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服务范围、 内

容和评价标准ꎬ 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

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ꎻ
２) 在街道、 乡镇统筹建设综合文化站ꎬ 在社区、

村统筹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ꎻ
３) 辖区内有面向社会的三级以上图书馆ꎬ 有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ꎬ 乡镇、 街道基

层服务点覆盖率 １００％ꎮ

１)、 ３) 网上申报

２)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Ⅲ－２６
群众文化生活

１)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ꎬ 推进

公共图书馆、 公共博物馆 (非文物建筑及遗址

类)、 公共美术馆、 群艺馆、 文化馆 (站) 等

免费开放工作ꎬ 健全基本服务项目ꎻ
２)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和全民健身活动ꎻ
３) 运用 “三下乡”、 “四进社区” 和文化进万家、

文化志愿服务等载体支持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

者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活动ꎮ 支持庄户剧团、 农

村业余演出队、 个体放映队、 文化中心户开展

经营性文化服务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３) 网上申报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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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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４
经

济

民

生

建

设

Ⅱ－１２
公共安全体系

Ⅲ－２７
公共安全保障

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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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２８
食品药品安全监督

食品经营单位和集贸市场不出售过期、 变质、 伪劣

食品ꎬ 食品安全事故和问题药品及时查处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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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设置明确的城市避难场所ꎬ 开展

社区减灾、 防灾宣传教育ꎬ 建立健全救灾应急

预案ꎻ
２) 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系统ꎬ 严格执行事

件报告、 通报和信息发布制度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网上申报

Ⅱ－１３
社会治安状况

Ⅲ－３０
治安管理

１) 坚持有黄必扫、 有毒必反、 有赌必禁、 卖淫嫖

娼、 吸毒贩毒制毒、 聚众赌博等违法犯罪得到

有效控制ꎻ
２) 预防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打击 “两抢一

盗” 犯罪、 打击传销活动成效明显ꎻ
３) 有效打击封建迷信和邪教、 非法宗教组织

活动ꎮ

１) 网上申报、 问

卷调查

２)、 ３) 网上申报

Ⅱ－１４
城乡环境面貌

Ⅲ－３１
环境卫生清洁行动

１) 对城市中心区域、 城乡接合部和乡镇村居的环

境卫生实行全域治理ꎬ 农贸市场、 餐饮小店、
垃圾站点、 棚户区以及公路、 铁路、 江河湖渠

沿边沿线干净整洁ꎬ 无卫生死角盲区ꎻ
２) 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ꎬ 实现农村垃圾 “户投、

村收、 镇运、 县市统一处理”ꎮ

１) 实地考察

２) 网上申报

Ⅲ－３２
社区环境

１) 环境绿化美化ꎬ 卫生状况良好ꎻ
２) 路面硬化、 平整ꎬ 无明显坑洼积水ꎬ 排水设施

完善ꎬ 无露天排水沟渠ꎻ
３) 倡导 “垃圾减量分类”ꎬ 生活垃圾定点投放、

分类收集、 定时清运ꎻ
４) 制定社区居民公约ꎬ 倡导邻里和睦、 守望相助ꎮ

１)、 ２) 实地考察

３)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４) 实地考察、 问

卷调查

２９１



法规文件

(续表)

测评

项目
指标名称 测评内容 测评标准 测评方法

Ⅰ－４
经

济

民

生

建

设

Ⅱ－１５
公共服务质量

Ⅲ－３３
执法监管部门和窗

口服务单位

１) 从业人员文明用语ꎬ 礼貌待人ꎬ 规范服务ꎻ
２) 有效整治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等突出问

题ꎬ 无吃拿卡要、 慵懒散拖现象ꎮ

实地 考 察、 问 卷

调查

Ⅱ－１６
社会公共秩序

Ⅲ－３４
公共场所秩序

１) 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依法规范管理ꎬ 秩序

良好ꎻ
２) 城市无烟草广告ꎬ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有

明显禁烟标识ꎬ 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ꎻ
３) 影剧院、 图书馆、 纪念馆、 博物馆、 会场、 赛

场、 景区、 公园、 广场、 主要街道、 机场、 车

站、 码头等场所文明有序ꎬ 无争吵谩骂、 乱扔

杂物、 随地吐痰、 损坏花木等不文明行为ꎮ

实地考察

Ⅲ－３５
公共交通秩序

１) 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ꎬ 车辆、 行人各行其道ꎬ
机动车让行人行横道ꎬ 无闯红灯、 乱穿马路现

象ꎬ 乘客排队候车 (候船)、 依次上下车 (船)ꎻ
２) 建成区万车死亡率达到国家畅通工程评价

标准ꎮ

１) 网上申报、 实

地考察

２) 网上申报

Ⅰ－５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Ⅱ－１７
城市绿化

Ⅲ－３６
建成区绿地率∗

>３３％ >３０％ ≤３０％

>２３％ >２０％ ≤２０％
网上申报

Ⅲ－３７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９ (平方米) >７ (平方米) ≤７ (平方米) 网上申报

Ⅱ－１８
县域环境管理与

环境质量

Ⅲ－３８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９５％ >９０％ ≤９０％ 网上申报

Ⅲ－３９
消除黑臭水体

未出现黑臭水体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４０
空气质量

空气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的 ８５％以上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１
水环境质量

１) 按国家规范划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ꎬ
且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ꎻ

２) 辖区无劣于Ⅴ类水体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２
公众参与

开展环境保护主题活动ꎬ 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ꎬ
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问卷调查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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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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６
城

乡

一

体

化

建

设

Ⅱ－１９
城乡统一要素市

场建设

Ⅲ－４３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１) 依据上级政府的总体安排和配套措施ꎬ 制定本

行政区城市和建制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

体方案和实施细则ꎻ
２) 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同工同酬制度ꎬ 推

动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职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ꎬ 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建立农民工文化专项

经费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０
城乡规划、 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

一体化

Ⅲ－４４
城乡规划一体化

合理安排县域城镇建设、 农田保护、 产业集聚、 村

落分布、 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ꎬ 新增建设用地不超

过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５
城乡基础设施一

体化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ꎬ 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保障水平ꎬ 推动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城乡联

网、 共建共享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６
城乡公共服务一

体化

１) 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ꎬ 在财政预算中

列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专项经费ꎻ
２) 社会保险参保计划完成率≥９０％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１
建设美丽乡村

Ⅲ－４７
打造优美环境

１) 在农村分期分批推进改路、 改水、 改厕和旧村

改造ꎻ
２) 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ꎬ 帮助治理农村面源

污染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８
传承中华美德

１) 运用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会、
红白理事会等ꎬ 遏制陈规陋习ꎬ 倡树文明新风ꎻ

２) 开展星级文明户、 文明村、 文明镇 (乡)、 文

明集市创建ꎮ

网上申报

Ⅲ－４９
乡村文明旅游

１) 实施传统古村落、 古建筑保护工程ꎬ 打造一批

有影响力的文化名镇、 文化名村ꎻ
２) 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ꎻ
３) 落实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游客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ꎬ 开展文明告

知、 文明提醒、 文明规劝ꎬ 引导游客恪守文明

行为规范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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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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７
长

效

常

态

机

制

Ⅱ－２２
组织领导体制

Ⅲ－５０
党委政府重视

１) 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ꎻ
２) 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职尽责ꎬ 加强对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ꎮ

网上申报

Ⅲ－５１
文明委组织协调

１) 文明委及其办公室有健全的工作制度和具体的

保障措施ꎬ 负起统筹协调、 督促检查职责ꎻ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落实责任ꎬ 群团组织积极发挥

作用ꎬ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３
群众广泛参与

Ⅲ－５２
宣传动员

媒体设有精神文明创建专题专栏ꎬ 城乡公共场所利

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精神文明创建内容ꎮ
网上 申 报、 实 地

考察

Ⅲ－５３
群众参与

１) 创建工作规划、 重要举措、 所办实事等公开发

布宣传ꎬ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ꎻ
２) 创建活动的群众参与率>７０％ꎮ

１) 网上申报

２) 问卷调查

Ⅲ－５４
群众评价

１) 采取问卷调查、 民意测评等方式ꎬ 查找存在突

出问题ꎬ 及时进行整改ꎻ
２) 建立健全群众评价机制ꎬ 以群众满意为衡量工

作成效的最高标准ꎮ

网上申报

Ⅲ－５５
群众满意度调查

>８０％ >７５％ ≤７５％ 问卷调查

Ⅱ－２４
文明单位创建

Ⅲ－５６
扩大创建覆盖面

１) 在机关、 企事业单位、 学校、 社区、 景区等普

遍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ꎬ 并延伸到新经济组

织、 新社会组织ꎻ
２) 文明委成员单位开展具有行业特色、 职业特点

的文明创建活动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５
加强动态管理

Ⅲ－５７
创建活动常态化

１) 明确本市创建活动的工作标准、 长效机制ꎻ
２) 制定文明创建工作负面清单ꎬ 完善考核评价办

法ꎬ 建立文明创建评选表彰的淘汰退出机制ꎮ
网上申报

Ⅱ－２６
完善保障机制

Ⅲ－５８
投入保障

１) 创建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ꎬ 随财政收入增长

逐步提高ꎻ
２) 加强基层创建工作力量ꎬ 切实解决人员配备、

工作条件等实际问题ꎬ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作

队伍ꎮ

网上申报

特色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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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５ 项以上 (包括

５ 项) 得 ５ 分ꎮ
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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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态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Ａ. 牢固的思

想道德基础

Ａ０１. 党委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责任意

识不强ꎬ 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滑坡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Ｂ. 廉洁高效

的政务环境

Ｂ０２. 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Ｂ０３.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３ 人以上 (含
３ 人) 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ꎮ

Ｂ０４.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２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Ｂ０５. 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 １ 人严重违纪

或违法犯罪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１ 分ꎮ

Ｃ. 民主公正

的法治环境

Ｃ０６. 发生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Ｃ０７. 发生侵害老年人、 妇女、 未成年人或

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恶性案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Ｃ０８. 发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

案件或重大消费安全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注: ①全国文明城市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ꎮ 提名城市前两年进行年度测评ꎬ 第三年进行综合测评ꎬ 将三年成绩按

一定比例相加得出总成绩ꎬ 依据总成绩确定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ꎮ 往届全国文明城市进行届期测评

复查ꎮ
② «管理措施» 适用于全国文明城市及提名城市ꎮ
③ “惩戒办法” 中的罚分措施ꎬ 是指从当年测评成绩中另加罚扣相应分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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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Ｄ. 公平诚信

的市场环境

Ｄ０９. 发生影响恶劣的侵犯知识产权、 假冒

伪劣产商品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０. 存在集中性、 区域性的制造、 销售假

冒伪劣产商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１. 发生重大走私贩私案件或存在窝藏和

集中销售走私物品的窝点和市场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Ｄ１２. 发生影响恶劣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１ 分ꎮ

Ｅ. 健康向上

的人文环境

Ｅ１３.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民族因素的

突发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ꎮ

Ｆ. 有利于 青

少年健康成长

的 社 会 文 化

环境

Ｆ１４.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

三年总成绩低于 ８５ 分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 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Ｇ１５. 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安全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６. 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食品药品安全

事故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７. 发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

重大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８. 发生影响恶劣或大面积 “黄毒赌”
案件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Ｇ１９. 发生负面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Ｇ２０. 存在非法传销人员集中性、 区域性聚

集ꎬ 或发生影响恶劣的因非法传销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Ｇ２１. 发生影响恶劣的网络犯罪或存在集中

性、 区域性网络犯罪窝点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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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域 项目 惩戒办法

Ｈ. 可持续发

展的生态环境

Ｈ２２. 发生重大、 特大环境事件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３ 分ꎻ 申报参评前 １２ 个

月发生的ꎬ 取消参评资格ꎮ

Ｈ２３. 省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年度

考核未达标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Ｈ２４. 省级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年度考

核未达标
测评前 １２ 个月发生的ꎬ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２ 分ꎮ

Ⅰ. 长效常态

的 创 建 工 作

机制

Ⅰ２５. 在测评暗访中ꎬ 市民对创建工作满意

率低于 ７０％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时发

生的ꎬ 取消提名城市资格ꎻ 综合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

参评资格ꎮ

Ⅰ２６. 在测评暗访中ꎬ 存在隐瞒事实、 弄虚

作假问题

全国文明城市停止资格 １ 年ꎮ 提名城市年度测评时发

生的ꎬ 取消提名城市资格ꎻ 综合测评时发生的ꎬ 取消

参评资格ꎮ

Ⅰ２７. 搞 “运动式”、 “一阵风” 创建ꎬ 造

成驱赶商贩、 关门锁店等扰民乱象ꎬ 或搞

“迎检突击”ꎬ 跟踪测评人员ꎬ 引发负面社

会舆论

当年测评成绩罚 ５ 分ꎮ

Ⅰ２８. 连续两次测评成绩排名末位 全国文明城市取消荣誉称号ꎮ 提名城市取消提名资格ꎮ

Ⅰ２９. 三年测评总成绩低于 ７５ 分
全国文明城市取消荣誉称号ꎮ 提名城市不得推荐为下

一轮提名城市ꎮ

Ⅰ３０. 在停止全国文明城市资格期间ꎬ 创建

工作仍无明显起色ꎬ 社会舆论批评较为集

中ꎬ 群众意见较大

全国文明城市取消荣誉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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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ꎬ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经党中央批准ꎬ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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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每两年评选表彰一

届全国道德模范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接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获得者并发表重要讲话ꎬ 深刻阐明道德力量在

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ꎬ 充分肯定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

作ꎬ 对于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 大力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明确要求ꎮ 两年

来ꎬ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广泛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ꎬ 大力弘扬道德模范崇高精神ꎬ 凡人善举层

出不穷ꎬ 形成了崇尚道德模范、 学习道德模范

的浓厚氛围ꎬ 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主流更

加巩固ꎮ
为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

果ꎬ 充分展现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ꎬ
进一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ꎬ 今

年ꎬ 举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ꎮ
主办单位周密安排、 精心实施ꎬ 按照群众广泛

推荐、 层层遴选审核、 社会公示监督、 民主投

票评选等程序ꎬ 严谨有序地完成了评选组织工

作ꎮ 根据评选结果ꎬ 中央文明委决定ꎬ 授予王

福昌等 ６２ 名同志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ꎬ 廖理纯等 ２６５ 名同志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ꎮ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

厉ꎬ 矢志不渝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做文

明道德风尚的倡导者、 引领者ꎬ 用先进思想、
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ꎬ 为提升社会道德

水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ꎬ 加大工作

力度ꎬ 深入开展道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ꎬ 创新

形式、 注重实效ꎬ 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

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ꎬ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要持续

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ꎬ 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ꎬ 弘扬时代新风ꎬ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魂聚力ꎬ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

力量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实

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道德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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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印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行动方案» 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５〕 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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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

单位: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

案» 已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落

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３〕 ２４ 号)ꎬ 现提出如下行

动方案ꎮ
一、 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布局ꎬ 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凝聚人心ꎬ 广泛进行宣传教育ꎬ 广泛

进行探索实践ꎬ 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ꎬ 在

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在坚持不懈、 久久为

功上下功夫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实

践具体化系统化ꎬ 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

值追求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提供强大价值

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ꎮ

在工作中ꎬ 要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

心ꎬ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学习宣传贯彻 “四个全面” 的战略

布局ꎬ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

传教育ꎬ 深化中国道路学习宣传教育ꎬ 引导人

们坚定理想信念ꎬ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ꎬ 本着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ꎬ 深入

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和价值ꎬ 结合当今时代要

求ꎬ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深耕厚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要紧密联系群众生产生

活实际ꎬ 结合各行各业特点ꎬ 精心设计开展人

们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使之成为全社会的

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ꎮ
二、 强化实践养成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重在行

动、 贵在坚持ꎮ 要在深化拓展爱国、 敬业、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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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友善公民层面活动的基础上ꎬ 向国家层面

和社会层面延伸ꎬ 进一步围绕富强、 民主、 文

明、 和谐的价值目标ꎬ 围绕自由、 平等、 公

正、 法治的价值取向ꎬ 设计工作抓手ꎬ 组织开

展活动ꎬ 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ꎮ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ꎮ 大力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ꎬ 精心组织 “我们的价值观　 我

们的中国梦” 主题活动ꎬ 激励干部群众积极投

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ꎮ 围绕抗日战

争重要纪念日ꎬ 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

和平、 开创未来为主题ꎬ 广泛开展 “勿忘国

耻　 圆梦中华” 教育活动ꎬ 组织开展专题讲

座、 参观走访、 党团队日、 祭扫烈士墓、 开学

第一课等活动ꎬ 开展楹联、 诗词征集展示等网

上系列活动ꎬ 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ꎮ 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的保护利用ꎬ 精心组织有庄严感

的典礼仪式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ꎬ 规范、 普及

奏唱国歌和升国旗活动ꎬ 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

和爱国情感ꎮ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以创建文

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为抓

手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坚持创建

为民、 创建惠民ꎬ 深化内涵、 拓展领域、 提升

成效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向纵深发展ꎮ
强化思想、 道德、 文化等方面的建设ꎬ 强化移

风易俗、 敦风化俗的工作ꎬ 强化法治精神、 人

文素养的培育ꎬ 着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ꎬ 使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 文明家庭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排头兵ꎮ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把学雷锋

与志愿服务结合起来ꎬ 深入开展 “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 主题活动ꎬ 大力弘扬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营造 “我
为人人　 人人为我” 的社会氛围ꎮ 以社区为依

托ꎬ 以空巢老人、 留守妇女儿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为重点服务对象ꎬ 广泛开展家政服务、

文体活动、 医疗保健、 法律援助等服务ꎬ 把志

愿服务做到基层ꎬ 进社区、 进家庭ꎮ 大力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建立健全注册培训、 活动运

行、 服务记录、 回馈激励、 法律政策保障等机

制ꎬ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ꎬ 营造有时间做

志愿者、 有困难找志愿者的生动局面ꎮ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坚持诚信与征信相

结合ꎬ 推动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ꎬ
不断完善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 司

法公信管理制度ꎮ 组织开展 “百城万店讲诚

信” 活动ꎬ 建设诚信商户、 信誉商场市场ꎮ 加

强诚信教育ꎬ 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ꎬ
建立诚信 “红黑榜” 制度ꎬ 促进由征信到诚

信ꎮ 开展信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ꎬ 组织

“诚信建设万里行” 新闻采访活动ꎬ 引导人们

诚实做人、 守信做事ꎮ
深化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ꎮ 倡导绿色化

生产生活方式ꎬ 深入推进工业节能、 建筑节

能、 交通节能、 住宅节能、 绿色流通、 循环经

济等工作ꎬ 积极推广生产生活领域节约窍门ꎬ
引导人们节约一粒粮、 一滴水、 一张纸、 一度

电ꎬ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ꎮ 以南水北调沿线城市

为重点ꎬ 广泛开展人人节水活动ꎬ 大力倡导节

水优先理念ꎬ 在全社会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

惯ꎮ 发布 “节约之星”ꎬ 命名节俭养德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ꎬ 曝光铺张浪费典型案例ꎬ 强化

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社会导向ꎮ
开展公正文明执法司法活动ꎮ 加强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教育ꎬ 引导执法司法工作者恪守职

业道德、 规范职业行为ꎬ 做到忠于党、 忠于国

家、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ꎮ 深入推进执法司法

规范化建设ꎬ 完善执法程序ꎬ 明确操作流程ꎬ
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ꎬ 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ꎬ 推动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ꎬ 提高执法

司法公信力ꎮ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ꎬ 实行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ꎬ
加强执法司法监督ꎬ 确保法律公正、 有效

实施ꎮ
开展平安中国建设活动ꎮ 深入开展法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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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ꎬ 精心组织 “宪法日” 等主题活动ꎬ 建

立法官、 检察官、 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

释法制度ꎬ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ꎬ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ꎮ 总结推广基层民主恳谈会、 基

层民主议事会等做法ꎬ 完善人民调解、 司法调

解、 行政调解联动工作体系ꎬ 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ꎮ 推进网格化管理和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ꎬ 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ꎬ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ꎮ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ꎮ 加强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教育ꎬ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ꎬ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引导各族

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历史观、 民族

观ꎬ 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

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观

念ꎬ 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认同ꎬ 维护民族团结ꎬ 反对民族分裂ꎮ
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为主

题ꎬ 抓住民族自治地方周年庆典、 民族传统节

庆等时间节点ꎬ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

关、 企业、 社区、 乡镇、 学校、 寺庙ꎮ 宣传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ꎬ 命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示范单位ꎮ
深入开展文明旅游活动ꎮ 深入实施中国公

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ꎬ 广泛宣传 «旅游

法»ꎬ 宣传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动指南»
和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ꎬ 宣传

“中国好游客”ꎬ 加强对游客特别是出境游客的

教育引导ꎬ 提升旅游文明素质ꎮ 深化文明景区

创建ꎬ 抓住春节、 暑期、 国庆节等旅游热点时

段ꎬ 广泛开展文明与旅游同行活动ꎮ 健全规章

制度ꎬ 加强导游领队培训ꎬ 增强文明旅游意

识ꎬ 把好护照关、 组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关、 行程关ꎮ 加大对旅游公民和相关人员

的规范约束ꎬ 建立游客旅游不文明档案ꎬ 曝光

旅游不文明行为ꎬ 切实解决公民旅游存在的不

文明现象ꎮ
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ꎮ 深入实施 «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ꎬ 深化拓展科普活动ꎬ
用好全民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 科普大篷车等

平台ꎬ 普及科学知识ꎬ 传播科学思想ꎬ 弘扬科

学精神ꎬ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ꎮ 鼓励科技工作者

参与科普工作ꎬ 组织 “科学与中国” 院士专家

巡讲、 科学大师论坛、 科技成果展和科技网上

讲座等ꎬ 介绍科技发展前沿和创新成果ꎬ 激发

人们科技兴趣和创新热情ꎬ 促进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ꎮ 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ꎬ 引导人们破

除愚昧迷信、 反对邪说邪教ꎮ
开展扶贫济困活动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难点在贫困地区ꎬ 重点在贫困群众ꎮ 广泛开展

“送温暖　 献爱心” 活动ꎬ 经常性地走访慰问

困难家庭、 困难群众ꎬ 为他们提供生产生活、
工作学习方面的帮助ꎮ 深化文化科技卫生 “三
下乡” 活动ꎬ 抓好大中专学生 “三下乡” 暑期

社会实践ꎬ 为老少边穷地区送去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ꎬ 提供农技培训、 实用技术帮扶ꎮ 开展

巡回医疗和医疗机构对口支援等卫生服务ꎮ 完

善帮扶机制ꎬ 建立对口帮扶联系点ꎬ 动员社会

各方面广泛参与ꎮ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ꎮ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整洁行动ꎬ 加强垃圾、 污水收集处理ꎬ 推进

改水改厕ꎬ 加强公共食品安全监管等ꎮ 加强健

康教育ꎬ 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ꎬ 引导

全社会牢固树立公共卫生意识ꎬ 提高群众的防

病意识和能力ꎮ 推进全民健身行动ꎬ 建立健全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ꎬ 提高人们的健康

素质ꎮ
开展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活动ꎮ 加强网络

文明建设ꎬ 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ꎬ 扩大网上

正能量ꎬ 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ꎮ 开展

网络公益活动ꎬ 加大网上公益广告宣传力度ꎮ
深化文明网站创建ꎬ 推行网站信用等级评价制

度ꎬ 强化网站直接发现、 第一时间处理有害信

息的责任ꎬ 落实网络实名制ꎬ 推进网络依法规

范有序运行ꎮ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上传播

工程和网德建设工程ꎬ 加强网络社会教育ꎬ 引

导广大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观ꎬ 争做文明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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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网民ꎬ 评选 “中国好网民”ꎮ 依法打击

网络谣言和网上淫秽色情信息ꎬ 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网站ꎬ 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ꎮ
开展公众人物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ꎮ 加强社会责任教育ꎬ 引导文化界、 体育

界、 教育界、 科技界人士以及企业家等公众人

物强化自身修养、 提升道德境界ꎬ 对社会负

责、 为他人着想ꎬ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为公众作出榜样ꎮ 深入开展 “光彩行动”ꎬ
引导企业家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ꎮ 开展科学

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ꎬ 倡行科学道德ꎬ 反对学

术不端行为ꎮ 动员文体明星参与义演义赛、 扶

贫助困、 环境保护等活动ꎬ 追求健康生活情

趣ꎬ 树立德艺双馨、 立德树人的良好形象ꎮ 结

合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活动ꎬ 组织文艺工

作者开展文化进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 “心连

心” 小分队演出、 文艺志愿服务ꎬ 探索 “结对

子、 种文化” 的工作方式ꎬ 为广大群众提供文

化服务ꎮ
开展 “三严三实” 教育ꎮ 加强党员干部党

性修养和党性锻炼ꎬ 开展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教育ꎬ 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ꎬ 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 党中央禁止的坚

决杜绝ꎬ 做到对党忠诚、 个人干净、 敢于担

当ꎮ 深化焦裕禄精神学习ꎬ 增强党员干部的公

仆情怀、 求实作风和奋斗精神ꎬ 自觉做焦裕禄

式的好党员好干部ꎬ 始终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

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ꎮ 开展修身律己活

动ꎬ 大力宣传优秀共产党员、 最美基层干部等

先进典型ꎬ 使 “三严三实” 成为党员干部修身

做人、 行使职权、 干事创业的遵循和准则ꎮ
三、 加强法规导向
发挥政策法规的保障和支撑作用ꎬ 推动各

方面在制定法律法规、 出台政策制度、 加强社

会治理的过程中ꎬ 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ꎬ 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得到鼓励、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

到制约ꎮ

强化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ꎮ 各项政策制度

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ꎬ 要体现正确的价值导

向ꎬ 使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各方

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

践行ꎮ 探索建立重大公共政策道德风险评估机

制ꎬ 建立健全公共政策纠偏机制ꎬ 该废除的废

除、 该修订的修订、 该完善的完善ꎬ 形成有利

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环境和

制度支撑ꎮ
强化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ꎮ 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ꎬ 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和法治信

仰ꎬ 扎牢法治篱笆ꎬ 运用法治的力量树立正义

的道德天平ꎮ 厉行法治ꎬ 用执法的严肃性彰显

法治的威慑力ꎬ 用司法的公正性彰显社会的公

信力ꎮ 推动做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ꎬ 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

束力的法律规定ꎬ 用法律法规来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ꎮ
修订完善规范守则ꎮ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ꎬ 紧密联系各地各行业实际ꎬ 组织

力量做好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

业规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的修订完善工

作ꎮ 各项规范守则ꎬ 要内容具体、 简洁明了ꎬ
要求清晰、 贴近生活ꎬ 易于掌握和遵守ꎮ 开展

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ꎬ 强化人们的准则意

识、 律己意识ꎬ 做到心有所戒、 行有所矩ꎮ
四、 深化推广普及
各级各类媒体和宣传文化阵地要保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力度ꎬ 形成联动、 合力

聚焦ꎬ 大力推广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使

之家喻户晓、 众人皆知ꎮ
加强阐释解读ꎮ 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时代意义、 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作出科学阐释和正确解读ꎮ 组织专家学者和实

际工作者深入城乡基层ꎬ 通过讲坛论坛、 座谈

交流等方式ꎬ 面向干部群众开展宣讲解读ꎬ 增

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ꎮ
组织编写通俗读物ꎬ 简明易懂、 生动形象地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３０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运用媒体传播ꎮ 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

势ꎬ 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资源ꎬ 大力度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做到全媒体宣传、 全

栏目融入、 全方位覆盖ꎮ 各级主要新闻媒体和

都市类媒体ꎬ 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开设专栏

专题ꎬ 运用新闻报道、 理论专栏、 言论评论、
互动交流、 公益广告等形式ꎬ 持续有效地刊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２ 个主题词ꎮ 适应互联网

传播特点ꎬ 做好 “微” 字文章ꎬ 充分运用微

信、 微博、 微视频、 微电影和手机客户端等方

式ꎬ 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平台ꎮ
扩大社会传播ꎮ 利用多种场合和载体ꎬ 形

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活情境和社会氛围ꎮ 精心制作 “图说我们的价

值观” 作品ꎬ 鼓励各地创作推出一批主题鲜

明、 创意新颖、 生动感人的公益广告ꎬ 在公共

场所、 建筑围挡、 公共交通工具等ꎬ 利用电子

显示屏、 橱窗展板、 道旗灯箱、 车载电视张贴

刊播ꎮ 在公园、 广场等公共设施ꎬ 有机融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ꎮ
用好基层阵地ꎮ 发挥各类基层宣传文化阵

地和教育基地的作用ꎬ 寓教于文、 寓教于乐ꎬ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课堂ꎮ 依托图

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纪念馆、 科技馆和少

年宫等基层文化设施ꎬ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ꎮ 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民族团结教育基地、 科普教育基

地、 国防教育基地、 青少年课外活动基地建

设ꎬ 提升思想内涵和教育功能ꎮ 充分运用城乡

基层设立的道德讲堂、 文化礼堂等ꎬ 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ꎮ
五、 注重典型示范
大力学习宣传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身边

好人ꎬ 评选表彰道德模范ꎬ 建立健全先进模范

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ꎬ 树立可亲、 可敬、 可学

的榜样ꎬ 营造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的社会

氛围ꎮ
宣传时代楷模和最美人物ꎮ 完善申报、 遴

选、 推广机制ꎬ 中央宣传部及时发布各地和各

行各业涌现出的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ꎬ 对事迹

突出、 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时代楷模举办先进

事迹报告会ꎮ 各地要积极发现和宣传本地的先

进典型ꎬ 形成鲜明的价值观导向ꎮ
宣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ꎮ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在各地广泛推荐评选的基础

上ꎬ 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批全国道德模范ꎮ 中国

精神文明网组织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

人” 活动ꎬ 联合人民网、 新华网等共同打造

“好人 ３６５” 宣传品牌ꎮ
宣传善行义举ꎮ 发动群众举荐好人好事ꎬ

评议凡人善举ꎬ 并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ꎬ 引

导人们从身边做起、 从小事做起ꎬ 常为义善之

举、 常做有益之事ꎮ 在社区、 农村、 企业、 学

校和窗口单位设立善行义举榜ꎬ 定期张榜更

新ꎬ 褒扬凡人善举ꎬ 传扬美德善行ꎮ
六、 开展文化培育
坚持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ꎬ 汲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营养ꎬ 珍视革命文化、 红色文化

宝贵资源ꎬ 充分运用文化产品、 文化服务和文

化活动ꎬ 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让人

们在文化熏陶中受到教育、 得到提高ꎮ
培育家风家教ꎮ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

重家风ꎬ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ꎬ 促

进家庭和睦ꎬ 促进亲人相亲相爱ꎬ 促进下一代

健康成长ꎬ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ꎬ 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ꎮ 大

力传承中华孝道ꎬ 养成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的

品格ꎮ 倡导夫妻互敬互爱、 邻里互帮互助ꎮ 积

极培育勤劳节俭的好习惯ꎬ 摒弃好逸恶劳、 奢

侈浪费ꎬ 做到厉行节约、 勤俭持家ꎮ 深化文明

家庭创建ꎬ 推进领导干部廉洁家庭建设ꎬ 开展

寻找最美家庭活动ꎬ 倡导家庭文明新风ꎮ
传承优良校风校训ꎮ 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

识教育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

育ꎬ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ꎮ 制定优良校训ꎬ 开展校训育

人活动ꎬ 用校训立德、 用校训励志ꎬ 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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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ꎬ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ꎬ 实施校园文化建设创新项目ꎬ 深化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活动ꎬ 深入开展 “礼
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ꎬ 培育文明校风ꎮ
加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培

养培训ꎬ 强化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 吃苦耐劳

精神和创新创业精神ꎮ 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ꎬ 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

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ꎮ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ꎮ 对传统乡贤文化ꎬ 做

到扬弃继承、 转化创新ꎬ 继承积极思想文化ꎬ
摒弃过时消极因素ꎬ 从中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

要的思想观念ꎬ 赋予新意、 改造形式ꎬ 让其中

的精华闪亮起来ꎬ 激活生命力ꎬ 增强影响力和

感召力ꎮ 积极培育与基层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

文化ꎬ 发挥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

人等新乡贤的引领作用ꎬ 大力弘扬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的

高尚品德ꎬ 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 尊道

德、 守道德的生活ꎮ
培育弘扬良好企业精神ꎮ 弘扬艰苦奋斗精

神ꎬ 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ꎮ 加强诚信建设ꎬ 开

展诚信做产品活动ꎬ 把诚信理念渗透到生产经

营各环节ꎬ 打造诚信企业ꎮ 加强敬业奉献教

育ꎬ 开展岗位学雷锋活动ꎬ 命名一批示范点和

岗位标兵ꎬ 引导员工做好 “八小时、 手上事”ꎮ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ꎬ 积极履行社会义务ꎬ 正确

处理国家、 企业、 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ꎬ 积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ꎮ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ꎬ 发动

员工提炼和完善企业精神ꎬ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ꎬ 增强员工归属感、 责任感ꎮ
建立规范礼仪制度ꎮ 加强对传统礼节礼仪

的整理创新ꎬ 加强对风俗流变的引导ꎬ 用优秀

礼仪文化和乡土民风塑造文明风尚ꎮ 建立和规

范升国旗仪式、 成人仪式、 入党入团入队仪式

等礼仪制度ꎬ 利用重大纪念日、 民族传统节

日ꎬ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ꎮ 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婚礼、 开学毕业典礼、

开业创业仪式等ꎬ 传播主流价值ꎬ 增强人们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ꎮ
发挥各种文艺形式和文化样式的作用ꎮ 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作品创作生产ꎬ
通过精彩故事、 鲜活语言、 丰满人物传递真善

美ꎬ 传递积极的人生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ꎬ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ꎮ
充分运用影视剧、 小说、 诗词、 戏剧、 歌曲、
曲艺、 舞蹈等文艺形式ꎬ 运用各种民族民间文

化样式ꎬ 生动活泼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ꎮ
七、 加强组织领导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强基

固本的灵魂工程ꎬ 是必须始终抓好的国家战

略ꎮ 要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和耐心ꎬ 保持工作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ꎬ 从具体事情抓起ꎬ 从领导

干部、 公众人物、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抓起ꎬ 面

向全民抓落实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ꎮ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ꎮ 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ꎬ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ꎬ 深入研究新

情况新特点ꎬ 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ꎬ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ꎮ 要建立健全党

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

调、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ꎬ 不断提高工作科学化

水平ꎮ
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ꎮ 中央宣传部、 中央

文明办要担负起统筹协调责任ꎬ 既抓好自身承

担任务的组织实施ꎬ 又抓好面上工作的督促落

实ꎮ 各相关部门单位和群众团体ꎬ 要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分内之事、 分内之责ꎬ
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协同配合ꎬ 形成同向同行

的强大正效应ꎮ 各地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要结

合实际ꎬ 根据本 «行动方案» 提出的任务ꎬ 制

定具体措施办法ꎬ 明确责任分工ꎬ 推动各有关

方面履好职、 尽好责ꎮ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ꎮ 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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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ꎬ 让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创新创造活力得

到充分发挥ꎬ 大力推进基层的探索创新ꎬ 不断

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ꎮ 各地各部门要通过

现场观摩、 交流研讨等方式ꎬ 及时总结推广实

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ꎮ
加强督促检查ꎮ 各地各部门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

价体系ꎬ 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

绩的重要依据ꎮ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

准ꎬ 制定具体可行的测评办法ꎬ 定期对各地各

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ꎮ 对工作开展不

力的地方和单位ꎬ 要进行通报批评ꎮ 今年年

底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要对本 «行动方

案» 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一次专项督查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科技部　 司法部　 农业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

关于 ２０１６ 年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的通知

中宣发 〔２０１５〕 ３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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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司法厅

(局 )、 农 业 ( 农 牧、 农 村 经 济 ) 厅 ( 委、
局)、 文化厅 (局)、 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团委、 妇联、 科协:
为扎实深入推进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ꎬ 关心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现就 ２０１６ 年文化科技卫

生 “三下乡” 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总的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ꎬ 紧紧抓住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务ꎬ 面向农

村积极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服务ꎬ 着力提高农民

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健康素质ꎬ 为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ꎮ
二、 具体安排
今冬明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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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

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ꎬ 将组织开展以

下集中活动ꎮ
１. 深入推进文化下乡ꎮ 结合 “深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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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持续开展 “文化进

万家”、 “送欢乐下基层”、 “心连心”、 文化艺

术志愿服务、 直播卫星公共服务、 农村电影放

映、 全民阅读、 乡村青年文化节等活动ꎬ 活跃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ꎮ 组织实施基层群众文化建

设工程ꎬ 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ꎬ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ꎬ 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发展ꎮ 组织开展直播卫

星接收设备巡回技术服务活动ꎬ 切实推进直播

卫星长期通、 优质通ꎮ 鼓励新华书店开展农村

连锁经营ꎬ 鼓励网上书店向农村延伸服务ꎬ 组

织开展新春送书下乡、 阅读进农村等活动ꎬ 更

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样性的阅读需求ꎮ 建

立 “结对子、 种文化” 工作机制ꎬ 组织专业文

艺工作者到基层教、 学、 帮、 带ꎬ 培养基层文

化活动骨干和带头人ꎮ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ꎬ 围绕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精心组

织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ꎬ 弘扬法治理念和法治

精神ꎬ 推动法律知识进乡村ꎬ 引导农村干部群

众自觉遵守法律、 靠法律解决问题ꎮ
２. 深入推进科技下乡ꎮ 组织广大科技工作

者深入农村广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 科

技服务和科学普及活动ꎬ 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

水平ꎬ 提高农民科技意识、 科技致富能力和科

学素养ꎮ 加强农村科技创新室、 科普活动室、
科技信息站等基层科技设施建设ꎬ 促进科技资

源向农村流动、 科普活动向农村倾斜ꎮ 继续开

展科技列车行、 科普大篷车万里行、 流动科技

馆进基层、 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ꎬ 开

展专家、 科技人员和致富能手科技下乡、 走村

寨、 万名科学使者进农村等活动ꎮ 组织科技人

员深入基层开展农技推广人员大培训并进村入

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ꎮ 组织高校师生赴农村基

层进行支教服务、 科技服务、 社会调查等活

动ꎬ 继续抓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

乡” 社会实践活动ꎮ
３. 深入推进卫生下乡ꎮ 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ꎬ 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 农村流动ꎮ 面向农

村积极开展健康促进活动ꎬ 深入开展城乡医院

对口支援、 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等活

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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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以全面提

升县级综合能力为目标ꎬ 组建医疗队赴老、
少、 边、 穷地区开展巡回医疗ꎬ 加强县级医院

管理干部和骨干医师培训等工作ꎮ 组织开展婚

育新风进万家、 创建幸福家庭、 新家庭计

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等活动ꎬ 实施农

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ꎬ 开展 “母亲健康快

车” “春蕾计划” “安康计划” 等行动ꎮ
今年是全国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活动

开展 ２０ 周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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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卫生计生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团

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科协等部门将在湖北省

麻城市召开工作座谈会ꎬ 举行集中服务活动ꎬ
面向农民群众现场提供文艺演出、 科普咨询、
法律咨询、 健康检查等服务ꎮ

三、 工作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继续把开展 “三下乡”

活动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力抓手ꎬ 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切实改进作

风的具体举措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加大投入力

度ꎬ 出台扶持政策ꎬ 更好地服务基层ꎬ 服务农

民ꎮ 要结合 “十二五” 规划完成、 “十三五”
规划开局的有利契机ꎬ 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宣传

教育活动ꎬ 引导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看到发展的

美好前景ꎬ 稳定发展预期、 激励前行力量ꎬ 如

期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ꎮ 要把 “三下乡” 纳入

扶贫攻坚的总体部署ꎬ 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

支持力度ꎬ 推动惠民项目与农民需求有效对接ꎬ
重点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ꎮ 要把

集中服务活动和经常性工作结合起来ꎬ 把普遍

号召和重点指导结合起来ꎬ 把加强外部推动和

激发内部活力结合起来ꎬ 把 “三下乡” 工作做

得更加扎实有效ꎮ 要认真组织元旦春节期间的

集中服务活动ꎬ 丰富节日期间农村文化生活ꎬ 让

广大农民群众过一个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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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履行牵头职责ꎬ 会同

文明办、 教育、 科技、 司法、 农业、 文化、 卫

生计生、 新闻出版广电、 团委、 妇联、 科协等

部门ꎬ 整合资源力量ꎬ 提出切实管用的具体措

施ꎬ 推动各项任务落实ꎬ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ꎮ

中央文明办

关于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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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文明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 各地各部门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坚持 “两手抓、 两手

都要硬” 的战略方针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活动ꎬ
狠抓优美环境、 优良秩序、 优质服务ꎬ 城乡文

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进一步提升ꎬ 在促进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 涌现出一批工作扎实、 成绩突出、
影响广泛的先进典型ꎮ

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丰硕成果ꎬ 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明

建设的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ꎬ 经 各 省

(区、 市) 文明委申报推荐ꎬ 中央文明委批准ꎬ
河北省石家庄市等 ２８８ 个城市 (区) 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 (区) 提名资格ꎮ 同时ꎬ 在自查的基

础上ꎬ 经各省 (区、 市) 文明委、 中央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文明委复查ꎬ 中央文明办审核并报

中央文明委批准ꎬ 继续保留北京市朝阳区高碑

店乡高碑店村等 １３１４ 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荣誉

称号、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中区社区

等 ２８６０ 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ꎮ
希望获得提名资格的城市 (区) 和继续保

留荣誉称号的村镇、 单位珍惜荣誉ꎬ 发扬成

绩ꎬ 再接再厉ꎬ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ꎬ 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ꎬ 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ꎬ 在坚持不

懈推进精神文明创建过程中ꎬ 探索新做法、 创

造新载体、 形成新经验ꎬ 以实际行动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进一步与人民群众的生活

实践紧密结合起来ꎬ 在城乡基层落细落小落

实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

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思想保证、 精

神力量和道德滋养ꎬ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

斗目标当好领头雁ꎬ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当好排头兵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
１.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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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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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区) 名单
(２８８ 个)

北　 京　 城区: 通州区、 怀柔区

县: 延庆县

天　 津 　 城区: 滨海新区、 东丽区、 南开区、
武清区、 西青区

县: 静海县

河　 北　 省会: 石家庄市

地级: 邯郸市、 秦皇岛市、 廊坊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县级: 迁安市、 任丘市、 辛集市、 定

州市、 霸 州 市、 新 乐 市、 安

新县

山　 西　 省会: 太原市

地级: 晋城市、 朔州市

县级: 孝义市、 临猗县、 古县、 潞城

市、 右玉县

内蒙古　 省会 (首府): 呼和浩特市

地级: 赤峰市、 通辽市、 乌海市、 巴

彦淖尔市、 乌兰察布市

县级: 鄂托克前旗、 二连浩特市、 锡

林浩特市、 扎兰屯市、 准格尔

旗、 土默特右旗

辽　 宁　 地级: 鞍山市、 营口市、 盘锦市、 辽

阳市、 丹东市、 葫芦岛市

县级: 海城市、 庄河市、 东港市、 开

原市、 辽中县、 凤城市

吉　 林　 地级: 吉林市、 松原市

县级: 梅河口市、 珲春市、 集安市、
敦化市

黑龙江 　 地级: 伊春市、 牡丹江市、 黑河市、
绥化市

县级: 安达市、 尚志市、 海林市、 肇

东市、 宝清县

上　 海　 城区: 徐汇区、 嘉定区、 闵行区、 杨

浦区

　 县: 崇明县

江　 苏　 地级: 徐州市、 盐城市、 淮安市、 宿

迁市

县级: 常熟市、 太仓市、 江阴市、 宜

兴市、 溧阳市、 丹阳市、 句容

市、 高 邮 市、 靖 江 市、 如 皋

市、 大丰市、 邳州市

浙　 江　 地级: 湖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 丽

水市

县级: 余姚市、 桐庐县、 慈溪市、 瑞

安市、 乐清市、 德清县、 长兴

县、 嘉 善 县、 海 宁 市、 诸 暨

市、 义乌市、 临海市

安　 徽　 地级: 淮北市、 黄山市、 池州市、 安

庆市、 蚌埠市、 宣城市

县级: 巢湖市、 宁国市、 当涂县、 肥

西县、 天长市

福　 建　 地级: 莆田市、 龙岩市、 平潭综合实

验区

县级: 福清市、 晋江市、 石狮市、 长

泰县、 惠 安 县、 沙 县、 泰 宁

县、 武平县

江　 西 　 地级: 赣州市、 萍乡市、 景德镇市、
吉安市、 新余市

县级: 乐平市、 瑞金市、 丰城市、 宜

丰县、 玉山县、 南昌县

山　 东　 省会: 济南市

地级: 日照市、 莱芜市、 济宁市、 滨

州市、 泰安市

县级: 胶州市、 滕州市、 龙口市、 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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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 蓬莱市、 寿光市、 昌邑

市、 曲 阜 市、 新 泰 市、 肥 城

市、 荣成市、 乳山市、 邹平县

河　 南　 地级: 开封市、 新乡市、 漯河市、 南

阳市、 信阳市、 驻马店市

县级: 巩义市、 永城市、 西峡县、 长

垣县、 平舆县、 新安县、 清丰

县、 宝丰县

湖　 北　 地级: 黄石市、 十堰市、 襄阳市、 鄂

州市

县级: 仙桃市、 天门市、 潜江市、 大

冶市、 宜都市

湖　 南　 地级: 郴州市、 湘潭市、 益阳市、 娄

底市、 衡阳市

县级: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县、 攸

县、 韶山市、 岳阳县

广　 东　 地级: 韶关市、 肇庆市、 河源市、 清

远市、 湛江市

县级: 仁化县、 博罗县、 龙门县、 高

要市、 佛冈县

广　 西　 地级: 柳州市、 桂林市、 梧州市、 北

海市、 钦 州 市、 贵 港 市、 来

宾市

县级: 东兴市、 凭祥市、 武鸣县、 平

果县

海　 南　 省会: 海口市

地级: 三亚市

县级: 琼海市

重　 庆　 城区: 长寿区、 江北区、 合川区

　 县: 巫溪县、 武隆县、 忠县

四　 川　 地级: 遂宁市、 泸州市、 德阳市、 攀

枝花市、 巴中市、 自贡市

县级: 西昌市、 江油市、 阆中市、 大

英县、 都江堰市、 郫县、 简阳

市、 什邡市、 米易县

贵　 州　 地级: 遵义市、 安顺市、 六盘水市

县级: 凯里市、 盘县、 仁怀市、 清镇

市、 兴义市

云　 南　 省会: 昆明市

地级: 丽江市、 普洱市

县级: 大理市、 安宁市、 文山市、 蒙

自市、 瑞丽市、 腾冲县

西　 藏　 地级: 日喀则市

县级: 堆龙德庆县、 乃东县、 林芝县

陕　 西　 地级: 延安市、 榆林市、 咸阳市、 渭

南市

县级: 户县、 凤县、 志丹县、 吴起

县、 府谷县

甘　 肃　 省会: 兰州市

地级: 嘉峪关市、 庆阳市、 白银市

县级: 敦煌市、 静宁县、 清水县

青　 海　 省会: 西宁市

县级: 格尔木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门源回族自治

宁　 夏　 地级: 石嘴山市、 吴忠市

县级: 灵武市、 永宁县

新　 疆　 省会 (首府): 乌鲁木齐市

县级: 阿克苏市、 昌吉市、 博乐市、
哈密市、 若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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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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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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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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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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区南磨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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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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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新区汉沽街芦前村 (原滨海新区大田

镇芦前村)、 滨海新区海滨街联盟村 (原滨海

新区港西街联盟村)、 武清区梅厂镇灰锅口村、
武清区白古屯镇东马房村 (原武清区白古屯乡

东马房村)、 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头村 (原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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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丽区金钟街徐

庄村、 津南区咸水沽镇、 北辰区宜兴埠镇、 北

辰区天穆镇、 滨海新区中塘镇 (原大港区中塘

镇)、 武清区梅厂镇、 静海县大丰堆镇史家庄

村、 蓟县别山镇ꎻ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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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

坊市胜芳镇 (原霸州市胜芳镇)、 定州市大辛

庄镇、 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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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镇系井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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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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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市留各庄镇西留各

庄村 (原大城县留各庄镇西留各庄村)、 廊坊

市龙虎庄乡瓦屋辛庄村 (原永清县龙虎庄乡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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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县金牛镇大鹁鸽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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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 永年县刘营乡

朱庄村、 魏县野湖拐乡蔡小庄村、 平泉县县

城、 滦县县城、 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岗上村

(原藁城市岗上镇岗上村)、 石家庄市鹿泉区大

河镇曲寨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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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区桃园镇桃园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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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

丰润区沙流河镇沙流河村、 廊坊市霸州镇 (原
霸州市霸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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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市河城街镇小屯村 (原献县河城街镇小屯

村)、 武强县武强镇南立车村、 冀州市漳淮乡

北内漳村、 临西县下堡寺镇东留善固村、 大名

县万堤镇万北村、 涉县更乐镇东巷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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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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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大张村、 高平

市永禄乡东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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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宁县管头

镇燕家河村、 垣曲县华峰乡河堤村、 壶关县县

城、 大同市南郊区云冈镇、 怀仁县云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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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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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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川县杨村镇杨村 (原
陵川县杨村乡杨村)、 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

龙门村、 闻喜县东镇西街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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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

市土右旗美岱召镇沙图沟村、 包头市达茂旗石

宝镇腮吾素村、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

乡东光村、 突泉县杜尔基镇社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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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市敖汉旗贝子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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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素图镇三

排地村、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镇、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 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前旗昂素镇昂素嘎查、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蒙西镇新民村、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

河镇联丰奋斗村、 阿拉善盟阿左旗巴彦浩特镇

巴彦霍德嘎查、 和林格尔县县城、 阿荣旗县

城、 扎鲁特旗县城、 包头市达茂旗希拉穆仁

镇、 包头市土右旗苏波盖乡美岱桥村、 呼伦贝

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河镇、 兴安盟扎赉特

旗新林镇、 通辽市奈曼旗八仙筒镇、 赤峰市敖

汉旗长胜镇、 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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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

旗红格尔图镇、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

伦镇、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拉腾席热镇、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镇、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西小召镇公田村、 阿拉善盟阿左旗巴彦浩

特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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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库县冯贝堡镇黄贝堡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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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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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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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县县城、 建昌县

县城、 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满融村 (原
沈阳市东陵区浑河站西街道满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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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

西荒村、 喀左县中三家镇ꎻ
吉林省: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县城、 德惠市

布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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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

县县城、 抚松县县城、 扶余市三岔河镇、 榆树

市五棵树镇、 磐石市烟筒山镇、 舒兰市平安

镇、 抚松县万良镇、 大安市安广镇、 长春市宽

城区柳影街道新月村、 长春市绿园区同心街道

双丰村、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幸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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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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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道外区红光村、 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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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区料甸满族乡红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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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西市鸡冠区西郊乡新发村、 七

台河市新兴区红旗镇红光村、 呼玛县三卡乡沿

江村、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前逬农场

第十六管理区、 黑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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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宁县县城、 杜尔伯特

蒙古族自治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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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锦市长安镇太安村、 鸡东县下亮子

乡长庆村、 萝北县东明朝鲜族乡黎明村、 逊克

县车陆乡宏伟村、 漠河县北极乡北极村、 黑龙

江省农垦总局宝泉岭分局普阳农场柳东管

理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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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新区张江镇、 浦东

新区金桥镇、 闵行区七宝镇、 嘉定区安亭镇、
金山区枫泾镇、 奉贤区南桥镇、 崇明县竖新镇

前卫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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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大屯镇、 常州市新

北区薛家镇、 常熟市虞山镇、 苏州市吴江区同

里镇 (原吴江市同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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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市和桥镇北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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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市如城镇顾庄村、 连云港市

贛榆区墩尚镇岭灶村 (原赣榆县罗阳镇岭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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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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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市丹北镇群楼村 (原丹阳市新桥镇群楼村)、
泰州市姜堰区沈高镇河横村 (原姜堰市沈高镇

河横村)、 靖江市新桥镇孝化村、 兴化市戴南

镇董北村、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张油坊村 (原
宿迁市宿豫区蔡集镇张油坊村)、 句容市华阳

镇下甸村、 沛县县城、 建湖县县城、 南京市高

淳区古柏镇武家嘴村 (原高淳县古柏镇武家嘴

村)、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锁石村、 江阴市

华士镇华西新市村、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徐

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办事处马庄村 (原徐州

市贾汪区青山泉镇马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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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市搬经镇、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宋口村 (原赣榆县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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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市

广陵区沙头镇 (原扬州市邗江区沙头镇)、 扬

中市新坝镇、 兴化市张郭镇、 兴化市戴南镇、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 (原姜堰市娄庄镇)ꎻ

浙江省: 安吉县县城、 云和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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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柯桥区夏

履镇 (原绍兴县夏履镇)、 诸暨市大唐镇、 东

阳市横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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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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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

建林村、 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倪家溇村 (原绍

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 嵊州市仙岩镇西鲍村、
兰溪市灵洞乡白坑村、 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桃

源村 (原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黄土岭村)、 舟

山市定海区干 碰镇新建社区新建村 (原舟山

市定海区干 镇新建村)、 嵊泗县菜园镇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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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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垟岗村、 桐庐县分水

镇、 淳安县千岛湖镇、 余姚市泗门镇、 嘉善县

姚庄镇、 桐乡市乌镇镇、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

(原绍兴县钱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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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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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袍江新

区斗门镇上窑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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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安徽省: 芜湖县县城、 霍山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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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夏刘寨村、
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 阜阳市颍州区西湖景

区白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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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年陡镇太仓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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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镇龙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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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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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市毛集试验区毛集镇、 天长

市秦栏镇、 霍山县衡山镇、 舒城县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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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县湾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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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福建省: 永春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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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安区五显镇垵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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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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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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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鼎市太姥山镇 (原福鼎市秦屿镇)ꎻ

江西省: 新干县县城、 上饶县县城、 莲花

县县城、 金溪县县城、 武宁县鲁溪镇、 崇义县

铅厂镇、 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 (原景德镇市

昌江区竟成镇)、 丰城市梅林镇、 新余市渝水

区罗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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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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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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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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湖区欧里镇昌坊村 (原新余市孔目江生态

经济区欧里镇昌坊村)、 贵溪市流口镇盛源村、
吉安县县城、 武宁县县城、 广丰县县城、 进贤

县李渡镇、 石城县小松镇、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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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春市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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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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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溪市塘湾镇大桥村ꎻ
山东省: 沂源县县城、 莒县县城、 沂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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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大泥沟头村 (原胶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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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区四宝山街道傅山村 (原淄博市张店区卫固

镇傅山村)、 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北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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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州市王坟镇侯王村、 寿

光市营里镇西浊北村、 邹城市钢山街道办事处

后八里村、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辛北庄村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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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蒙山旅游区

云蒙办事处百泉峪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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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沾化区

下洼镇东平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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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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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黄岛区隐珠街道办事处北高家

庄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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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垦利县胜坨镇、
莱州市土山镇、 龙口市东江街道办事处南山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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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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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 (原兖

州市新兖镇)、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小马青村

(原兖州市新兖镇小马青村)、 新泰市新汶街道

办事处孙村、 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 临沂市河

东区相公街道刘团村、 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

村、 邹平县韩店镇西王村ꎻ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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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武县云台山镇 (原修武县岸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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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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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金山办事处蔡庄村、 新乡经

济开发区张青村、 修武县七贤镇丁村、 濮阳县

城关镇东窦堤村、 范县王楼镇苏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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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水县巴村镇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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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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县城、 桐柏县

县城、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 伊川县城关镇、
偃师市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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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州市神垕镇、 虞城县利民镇、 固始县黎

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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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颖县城关镇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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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县大营镇温塘村、 新蔡县砖店镇周

寺村ꎻ
湖北省: 保康县县城、 秭归县县城、 京山

县县城、 嘉鱼县县城、 武汉市东西湖区鸦渡大

队石榴红村、 湖北省国营武湖农场 (原武汉市

黄陂区武湖街道办事处)、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

村、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 (原郧县茶店镇)、
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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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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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施市芭蕉

侗族乡灯笼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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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山县县城、 兴山县县

城、 红安县县城、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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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阳市半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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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山县

金家铺镇龙潭河村、 通城县隽水镇宝塔村、 随

州市随县洪山镇 (原随州市曾都区洪山镇)、
鹤峰县走马镇、 仙桃市毛嘴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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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县库宗桥镇 (原衡阳县库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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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 益阳市赫山区

沧水铺镇、 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镇、 龙山县茨

岩塘镇、 长沙县江背镇印山村、 长沙市开福区

沙坪街道大明村 (原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大

明村)、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山塘村 (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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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章县玉溪镇寿福村 (原宜章县城南乡寿福

村)、 祁阳县白水镇竹山村、 道县洪塘营瑶族

乡大洞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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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

阳县县城、 石门县县城、 沅陵县沅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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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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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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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广东省: 大埔县县城、 增城市新塘镇西南

村、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坭湾村、 汕头市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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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溪南镇西社村、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木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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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鸡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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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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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阳市

揭东区玉湖镇姑山村 (原揭东县玉湖镇姑山

村)、 新兴县六祖镇山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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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市

梅县区雁洋镇 (原梅县雁洋镇)、 龙门县永汉

镇、 东莞市清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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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名市电白区那霍镇水石村

(原电白县那霍镇水石村)、 高要市回龙镇、 清

远市清城区石角镇、 揭阳市蓝城区磐东街道阳

美村 (原揭阳市东山区磐东镇阳美村)ꎻ
广西壮族自治区: 富川瑶族自治县县城、

蒙山县蒙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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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 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镇高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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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办事处新屋村、 南

宁市良庆区南晓镇那兰村、 南宁市江南区江西

镇雷寨村、 柳江县里雍镇广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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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州市德胜镇、 崇左市江州区新和镇ꎻ
海南省: 海口市红旗镇、 琼海市博鳌镇、

澄迈县福山镇、 屯昌县枫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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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

新民村、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 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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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县岭口镇岭尾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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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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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 (原綦江县永城镇中

华村)、 铜梁区巴川街道接龙村 (原铜梁县巴

川街道接龙村)、 大足区古龙镇大林村 (原大

足县古龙镇大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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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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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县汝溪镇、 巫山县

骡坪镇、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上桥村 (原沙坪

坝区覃家岗镇上桥村)、 巴南区花溪街道建新

村 (原巴南区花溪镇建新村)、 云阳县人和街

道千峰村 (原云阳县人和镇千峰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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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长宁县县城、 石棉县县城、 成都

市温江区万春镇、 什邡市红白镇、 江油市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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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县东湖镇棬坝村、 自贡市贡井区长土镇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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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 渠县中

滩乡寨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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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县县城、 马尔康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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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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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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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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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县寒坡乡四方嘴村、 仪陇县马鞍镇

琳琅村、 兴文县仙峰苗族乡大元村ꎻ
贵州省: 雷山县县城、 贵阳市花溪区青岩

镇龙井村、 贵安新区湖潮乡平寨村 (原清镇市

红枫湖镇平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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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平县茅贡乡

地扪村、 三穗县桐林镇鹿洞村 (原三穗县桐林

镇对河村)、 平塘县平舟镇新寨村 (原平塘县

苗二河乡新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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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县岩孔街道板桥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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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平原镇 (原德江县平原乡)、 石阡县中坝镇

河东村、 玉屏县新店乡朝阳村、 贵阳市乌当区

新场镇王坝村、 息烽县小寨坝镇、 余庆县县

城、 荔波县县城、 遵义县南白镇、 新浦新区新

舟镇 (原遵义县新舟镇)、 余庆县构皮滩镇、
赤水市大同镇大同村、 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
黄平县旧州镇草芦坪村、 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

村、 贵定县盘江镇、 罗甸县龙坪镇云干社区大

关村 (原罗甸县云干乡大关村)、 兴义市万峰

林街道办事处上纳灰村 (原兴义市下五屯街道

办事处上纳灰村)、 安龙县龙广镇纳桃村、 铜

仁市碧江区川硐镇、 江口县太平镇寨抱村 (原
江口县太平乡寨抱村)ꎻ

云南省: 石林县县城、 水富县县城、 罗平

县县城、 安宁市青龙镇、 禄丰县黑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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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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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平县漠沙镇南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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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水县老窝镇崇仁村、 芒市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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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镇南见村、 富源县古敢水族乡洒交凼村、 水

富县两碗镇花坛村、 鹤庆县云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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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自县草坝镇湾沟村、 弥勒市弥阳镇、 丘

北县双龙营镇仙人洞村、 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朵

村、 泸水县鲁掌镇子克村、 芒市风平镇拉老

村、 腾冲县腾越镇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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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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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陕西省: 凤翔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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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办事处司

魏西村 (原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司魏村)、 武

功县贞元镇南可村、 铜川市印台区红土镇甘草

塬村、 铜川市耀州区锦阳路街道办事处张郝村

(原铜川市耀州区寺沟镇张郝村)、 宜君县尧生

镇郭寨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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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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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四季镇头桥村 (原岚皋县四季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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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柞水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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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东岭村、 凤

翔县长青镇、 宝鸡市渭滨区马营镇燃灯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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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郑县大河坎镇、 城

固县博望镇胜利村、 城固县董家营镇金星村

(原城固县董家营乡金星村)、 洋县八里关镇黑

峡村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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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凤县月日镇保仓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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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水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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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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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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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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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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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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市城东

区王家庄村、 湟中县拦隆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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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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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胜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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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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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尕尔森镇沙尔乌泽克村、 沙湾县大泉乡三道

沟村、 福海县解特阿热勒乡阔尼克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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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格镇古如其阔坦村、 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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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 和田县巴格

其镇恰勒巴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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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河

县阿克齐镇、 乌苏市哈图布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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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留县阿克吐别克镇哈雷村、 哈密市二堡镇奥

尔达坎尔孜村、 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四十二团、 第

四师六十六团二十一连、 第五师八十一团八

连、 第七师奎管处古尔图农场、 第八师石河子

总场清泉集十一连、 第十师一八三团、 第十二

师二二二团冰湖农业示范基地、 第二师二十九

团十六连、 第三师四十八团园林连、 第四师七

十一团、 第五师八十九团、 第九师一六三团ꎮ
二、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单

位 (２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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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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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水泥厂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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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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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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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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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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部机关大院社

区、 东城区民政局、 北京市环丽清扫保洁服务

中心、 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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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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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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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３２１ / ２ 次列车高铁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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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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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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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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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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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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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天津市武清区教育局、 天津市静海供电有

限公司、 天津市蓟县地方税务局、 天津女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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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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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引滦工

程尔王庄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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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河北省: 邯郸市邯山区农林路街道百乐苑

社区、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石家庄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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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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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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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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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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廊坊供电公司、 河北农业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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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山县财政

局、 中国石油物资沧州公司、 河北衡水中学、
国网衡水供电分公司、 衡水市人民检察院、 国

网邢台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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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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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底

街道石门社区、 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街道窦庄

社区、 国网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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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 承德公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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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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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保定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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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孟村回族自治

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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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

邯郸供电分公司、 邯郸市第一中学ꎻ
山西省: 长治市城区太东街道电力社区、

太原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网太原供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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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大同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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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吕梁供电公司、 孝义市人民医院、
晋中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山西省公路局晋

中分局、 晋中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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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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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洪洞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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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运城供电公司、 山西省监狱管

理局 (机关)、 山西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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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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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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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处、 大同市第一中学、 国网

朔州供电分公司、 忻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网忻州供电公司、 吕梁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 国网阳泉供电公司、 国网晋中供电公司、
山西省邮政公司晋中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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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长治供电公司、 山西省公路

局晋城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晋城分行、 国网晋

城供电公司、 隰县财政局、 翼城县人民医院、
国网临汾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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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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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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华能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电

力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消防总队、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呼和浩特热电厂、 核工业二〇八大队、 包商银

行、 包头市土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 包头市社会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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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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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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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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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电力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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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森工集团 (林管局) 满归森工公司 (林
业局)、 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客运段呼京车队

Ｋ８９ / ９０ 次列车、 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机关)、 呼和浩特供电局、 内蒙古送变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呼和浩特市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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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市九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住

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呼伦贝尔供电公司、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

市人民法院、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兴

安供电公司、 通辽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

家电网满洲里供电公司、 满洲里海关驻通辽办

事处、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赤峰供电

公司、 赤峰市红山区国家税务局、 中国石油华

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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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发

电厂、 鄂尔多斯市电业局、 鄂尔多斯市交通运

输管理局达拉特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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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森工集

团 (林管局) 莫尔道嘎森工公司 (林业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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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公安厅 (机关)、 辽

宁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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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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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阳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 沈阳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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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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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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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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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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广播电视台、 千山风景名胜区、 辽

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抚顺供电公司、 抚顺市雷锋

纪念馆、 本溪市公安局 (机关)、 本溪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 东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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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 锦州市自来水总公司、 锦州供电公

司、 鲅鱼圈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营口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营口水务有限公司、 营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营口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鲅鱼圈海关、 阜新银行、 阜新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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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阳市太子河区新华街道办事处、 辽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 铁岭市财政局、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 朝阳市交通

局、 朝阳供电公司、 朝阳市气象局、 盘锦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 盘锦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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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渤海船舶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ꎻ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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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二道区国

家税务局、 白山发电厂、 东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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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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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

白山方大商贸有限公司、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白山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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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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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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吉林省实验中学ꎻ
黑龙江省: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〇三研

究所、 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管理局、 黑龙江

省邮政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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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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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齐哈尔大学、 齐齐哈尔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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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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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

双鸭山发电有限公司、 伊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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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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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柴河林业局、
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机务段、 国网黑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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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大庆油田总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燎原办事处

文化家园社区、 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社区东湖

五居委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尔滨

市分公司、 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国网齐齐

哈尔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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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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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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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鹤岗供电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黑河市分公司、 国网黑河供电公

司、 国网绥化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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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上海市: 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 上海市进

才中学、 上海海怡建设 (集团) 有限公司、 上

海张江 (集团) 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陆家嘴街道办事处、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花木街

道办事处、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徐汇区人民

政府徐家汇街道办事处、 上海徐房房屋维急修

中心、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延安中学、
普陀区市政工程管理署、 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

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上海市北高新 (集团) 有

限公司、 闸北区人民法院、 闸北区人民政府临

汾路街道办事处、 虹口区人民政府凉城新村街

道办事处、 虹口区人民政府曲阳路街道办事

处、 杨浦区人民政府殷行街道办事处、 杨浦区

人民政府四平路街道办事处、 杨浦区人民政府

五角场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
黄浦区人民政府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 黄浦区

人民政府五里桥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向明中

学、 上海豫园、 静安区人民政府南京西路街道

办事处、 静安区人民政府静安寺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七宝中学、 闵行区人民政府古美路街道

办事处、 宝山区人民政府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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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嘉定区人民政府

真新街道办事处、 青浦区徐泾镇文化体育服务

中心、 金山区人民政府石化街道办事处、 上海

市奉贤区排水管理所、 松江区人民政府方松街

道办事处、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崇明局、 上海大

学、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同济大学、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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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科技馆、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中国石化

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市电力

公司市区供电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

部)、 上海市燃气管理处、 上海市邮政公司

(本部)、 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心、 中远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 (沪)、 中建三局东方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商厦有限

公司、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一

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绿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永达控股 (集团) 有限

公司、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机关)、 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嘉定分局、 上海市测绘院、 浦东海关、 上海市

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

园、 上海公安博物馆、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询服务中心、 外高桥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分

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中国福利会少年

宫、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

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 上海东方明珠广

播电视塔有限公司、 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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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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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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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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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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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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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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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交通

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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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



法规文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昆山市中

医医院、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太仓电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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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淮阴

中学、 盐城市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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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计量检定测试中

心、 江苏省泰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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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国家税

务局 (机关)、 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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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新源水电有限公司新安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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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温州供电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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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

司金华供电公司、 永康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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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浙江

省电力公司台州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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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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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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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

兴供电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 富润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宏达

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湖州供电公司、 浙江省长兴中学、 浙江省金华

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省金华市地方税务局婺城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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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运集团有限公司临海客运中

心、 舟山海峡轮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 国网浙江省

电力公司紧水滩水力发电厂、 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ꎻ
安徽省: 淮北市相山区相南街道海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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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芜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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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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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 淮北市市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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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宿州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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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铁路局阜

阳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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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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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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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安庆供电公

司、 安庆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黄山供

电公司、 天柱山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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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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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阜阳供电公司、 安徽省邮

政公司阜阳市分公司、 滁州汽车中心站、 六安

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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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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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池州供电公司、 安

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园林开发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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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风景名

胜区、 九华山风景名胜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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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福

州分公司、 福州市审计局、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

街道办事处、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 厦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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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泉州供

电公司、 石狮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农业银行泉

州分行、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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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国网南平供电公司、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 国网龙岩供电公

司、 龙岩第一中学、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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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莆田

分公司、 龙岩古田会议会址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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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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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直属大队、 万利达集团有

限公司 (本部)、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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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福建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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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业龙岩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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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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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本
部)、 江西省测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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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贛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核工业二七〇研

究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五六一台、 国网江西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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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九〇一地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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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邮政公司鹰

潭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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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贛州市国

家税务局 (机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贛

州分公司、 瑞金市公安消防大队、 贛州市财政

局、 赣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寻乌县人民

法院、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宜春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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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局贛东北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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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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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网江西省电力公司南昌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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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乡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新余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 鹰潭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鹰潭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江西省电力

公司赣州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

限公司贛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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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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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抚州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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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 (本部)、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本部)、 东航江西

分公司 (本部)、 庐山风景名胜区、 井冈山风

景名胜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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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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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济南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济钢集团

有限公司、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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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国家税务

局 (机关)、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市市北区

人民检察院、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 青岛崂山风

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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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铁

路局青岛站、 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 淄博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淄博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 淄博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山东黄河河

务局淄博黄河河务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淄博市分公司、 枣庄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 枣庄市公路管理局、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东营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东营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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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 烟台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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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潍坊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 潍坊市财政局、 潍坊市审

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潍坊分

公司、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 涨坊市教育局、 潍

坊市公路管理局、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 济宁市

审计局、 济宁市统计局、 济宁供水集团总公

司、 泰山风景名胜区、 国电石横发电有限公

司、 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有限责任公司、 泰

安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泰安市财政局、 威

海市公路管理局、 威海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国网威海供电公司、
日照市公路管理局、 日照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五莲县国家税务

局、 国网莱芜供电公司、 莱芜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莱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临沂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临沂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 临沂市统计局、 天元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

司临沂分公司、 国网德州供电公司、 德州市地

方税务局 (机关)、 德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聊城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聊城市公安

局、 聊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网滨州供电公

司、 滨州市公路管理局、 滨州市财政局、 滨州

市公安局、 山东菏泽发电厂、 菏泽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 菏泽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山东

东明石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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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 山东省水利厅 (机关)、 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 (本部)、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

芜分公司棒材厂、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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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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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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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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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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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三门峡市供

电公司、 三门峡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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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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北

林路街道鑫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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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洛阳供电公司、 河南省第四监狱、 洛阳市农

村公路管理处、 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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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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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国家税

务局 (机关)、 国网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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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濮阳

供电公司、 国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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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漯河供电公司、 三门峡市

人民检察院、 三门峡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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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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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

龙门风景名胜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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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 十堰市审计局、 十堰市交通运输局、
国网湖北黄龙滩电厂、 襄阳市国家税务局 (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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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烟草公司鄂州市公司、 黄冈市

交通运输局、 黄冈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黄

冈中学、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 田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随州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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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潜江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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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三江航天红

林探控有限公司、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 中建

三局工程总承包公司、 武汉轻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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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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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江岸区工商局花桥工

商所、 湖北省邮政公司荆州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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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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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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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

荆州供电公司、 国网荆门供电公司、 鄂州市审

计局、 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部)、 国网

孝感供电公司、 国网黄冈供电公司、 咸宁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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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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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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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国网湖

北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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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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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湖南省: 长沙市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德政园

社区、 长沙市天心区域南路街道白沙井社区、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社区、 长沙

生殖医学医院、 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 长沙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 长沙市雅礼中学、 长沙

市雨花区地方税务局、 国网长沙县供电分公

司、 衡阳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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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岳衡山风景名

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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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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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湘

潭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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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邮政公司邵阳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邵阳市交

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岳阳市地方税务

(机关)、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岳阳市岳阳楼

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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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岳阳供电分

公司、 中石化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

德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湖南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 常德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湖南省邮政公司常德市分公司、 常德

市财政局 (机关)、 张家界市地方税务局 (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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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利县

交通运输局、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益阳分公司、 益阳市烟草

专卖局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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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益阳

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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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烟草

专卖局 (公司)、 郴州市财政局 (机关)、 郴州

市气象局、 国网郴州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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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永州供电分公司、 中国人

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 永州市第一中学、 湖

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七队、 国网怀化

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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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分公

司、 怀化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怀化市 水

小学、 娄底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 国网娄底

供电分公司、 国网湘西供电分公司、 武警吉首

市消防大队、 花垣县地方税务局、 凤凰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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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审计厅 (机
关)、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中南大

学、 湖南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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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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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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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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海关、 广东省粵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揭

阳海关、 广东省粵泷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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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清远市清域区凤城

街道办事处、 韶关市丹霞山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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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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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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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深圳华侨城

旅游度假区ꎻ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建宁水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南宁航道管理局、 南宁市青秀区新

竹街道新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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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

自治区水电工程局 (机关)、 广西石化高级技

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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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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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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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州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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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北海海关、
北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北海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防城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东兴海

关、 防城港市气象局、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农业学校、 钦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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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港市气

象局、 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机关)、 贵港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广西电网公司贵港供

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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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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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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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贺州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贺州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 邵平县地方税务局、 百色公路管

理局、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百色市国家

税务局 (机关)、 龙邦海关、 百色市气象局、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力发电总

厂、 河池市高级中学、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车河选矿厂、 河池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中国农业银行河池分行、 来宾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崇左市江州区江南第一小学、 凭祥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崇左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 (机关)、 广西壮族自

治区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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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电网公司 (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公路管理局 (机关)、 广西大学、 南宁铁路局

(本部)、 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 南宁铁路局

柳州火车站、 南宁铁路局南宁客运段 Ｚ５ / ６ 次

列车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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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国家税务局、 临高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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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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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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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八七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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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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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盛经开区地方税务

局、 江津区人民法院、 国网重庆合川区供电公

司、 国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 荣昌县国家税务

局、 梁平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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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电投远达环保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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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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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区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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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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本部)、 西南铝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国网重庆长寿供电分公司、 重庆齿轮

箱有限责任公司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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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德阳供电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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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乐山供电公司、 资阳市房地产管理局、 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南充供电公司、 中核建中核燃料

元件有限公司、 宜宾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攀枝花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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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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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安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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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

红牌楼街道丽都花园社区、 成都排水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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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砻江流域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德阳

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广元供电公司、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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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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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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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内江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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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眉山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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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

电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国家税务局、 四川省公

安消防总队 (机关)ꎻ
贵州省: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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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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仁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铜仁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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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贵州赤水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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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市演艺集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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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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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节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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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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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

昆明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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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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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五○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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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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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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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普洱市

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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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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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州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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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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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段、 丽江古城、 石林风景名胜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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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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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昌都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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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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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市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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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市城关区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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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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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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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邮政西安市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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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铁路局西安车站、 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机关)、 陕西省公安

厅交通警察总队、 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机关)、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 西安邮区中心局、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

司 (本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西安分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五

研究所、 陕西省华清池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宝

鸡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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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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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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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市供电局、 咸阳

市天然气总公司、 核工业二○三研究所、 彩虹

集团公司、 陕西省发行集团兴平市新华书店、
渭南市财政局、 渭南供电局、 渭南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 澄城县财政局、 铜川市地方税务

局 (机关)、 铜川市财政局、 铜川市第一中学、
铜川公路管理局、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延长油田吴起采油厂、 延安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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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陵风景名胜区、 榆林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汉中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汉中市

地方税务局 (机关)、 汉中供电局、 汉中卷烟

厂、 中核陕铀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南郑

供电分公司、 洋县国家税务局、 安康供电局、
安康水力发电厂、 中国农业银行安康江北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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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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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商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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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商州区气象局、 商洛供电局、 杨凌示范

区高新小学、 杨凌示范区国家税务局、 陕西龙

门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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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金城支行、 兰州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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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城关区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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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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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南州国家

税务局 (机关)、 中共临夏州委办公室、 国家

电网公司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中国建设银行临

夏州分行、 嘉峪关市镜铁区昌盛社区、 金昌市

金川区龙集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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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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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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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电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嘉

峪关市第一中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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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省邮政公司陇南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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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青海省: 青海省公路运输管理局、 西宁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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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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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市财政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海东分公司、 海东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海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乐都公路段、 海东市

地方税务局 (机关)、 格尔木公路总段、 海西

州地方税务局 (机关)、 海南州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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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洛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结古公路段、
玉树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黄南州地方税务

局 (机关)、 黄南州财政局、 青海省总工会

(机关)、 青海省妇女联合会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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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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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

银行黄南州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玉树州中心支

行、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 (机关)、 青海省国家

税务 局 ( 机 关 )、 青 海 省 卫 生 和 计 生 委

(机关)ꎻ
宁夏回族自治区: 永宁县道路运输管理

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 宁夏医科大学、 银川市地方税务局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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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宁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银川市金凤

区北京中路街道锦绣苑社区、 宁夏电力建设工

程公司、 宁夏儿童福利院、 宁夏大学、 贺兰县

地方税务局、 银川市金凤区地方税务局、 华电

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嘴

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神华宁夏媒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太西洗煤厂、 中色 (宁夏) 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 石嘴山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 宁

夏沙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沙湖旅游分公司、 吴

忠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宁夏公路管理局吴

忠分局、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吴忠供电公司、 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 吴

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 吴忠市利通区环境卫

生管理中心、 青铜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华能

宁夏大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青铜峡市国家税

务局、 盐池县审计局、 同心县水务局、 中国人

民银行固原市中心支行、 宁夏固原博物馆、 国

网宁夏电力公司固原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固原市气象

局、 宁夏公路管理局固原市分局、 固原市第一

中学、 西吉中学、 彭阳县财政局、 中卫市沙坡

头区国家税务局、 中卫市地方税务局 (机关)、
中宁县中医院、 中卫市第一中学、 国网宁夏电

力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宁夏公路管理局中卫分

局、 中宁县人民检察院、 宁夏邮政公司 (本

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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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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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

区昆仑路街道南林社区、 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

区、 新疆天池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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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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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 红云

红河烟草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卷烟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乌鲁木齐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乌鲁

木齐市国家税务局 (机关)、 乌鲁木齐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乌鲁木齐供电

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区委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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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伊犁州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分公司、 奎屯市国家税务局、 塔

城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新疆公路管理局塔城

公路管理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塔城地区分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阿勒泰供

电公司、 富蕴县地方税务局、 博尔塔拉蒙古自

治州道路运输管理局、 阿拉山口国家税务局、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

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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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

地方税务局 (机关)、 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 昌吉回

族自治州国家税务局 (机关)、 国网新疆电力

公司昌吉供电公司、 新疆天山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

州分公司、 吐鲁番地区交通局、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吐鲁番分院、 新疆地矿局第一

地质大队、 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 新疆公

路管理局哈密公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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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 国网

新疆电力公司阿克苏供电公司、 沙雅县国家税

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

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塔里木运输公

司、 阿合奇县人民医院、 国网新疆疆南供电有

限责任公司、 叶城公路管理局、 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 和田地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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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塔里木建工集

团、 第二师机关、 第二师华山中学、 第二师永

兴供销公司、 第三师四十八团、 第四师七十七

团、 第六师党委党校、 第七师一二九团、 第七

师一三一团、 第八师天富集团股份公司热电

厂、 第八师石河子市国家税务局、 第八师石河

子市第二小学、 第九师中学、 第九师检察院、
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昆仑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 第十三师红星一场、 第十三师公

安局、 石河子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机

关)、 兵团棉麻公司ꎻ
中直机关: 中央纪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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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之家、 中国科协中

国科技馆、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ꎻ
中央国家机关: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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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图书馆、 中国地质博

物馆ꎻ
住建系统: 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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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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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西省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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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交通运输系统: 云南省邮政公司 (本部)、

湖北省邮政公司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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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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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上海

市城市变通运输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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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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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邮电局东四邮政

支局、 江苏省邮政公司苏州分公司、 上海市邮

政公司黄浦区分公司、 黑龙江省邮政公司 (本
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公司乌鲁木齐市

分公司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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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岛市水利局 (机关)、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机关)、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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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卫生计生系统: 北京地坛医院、 河北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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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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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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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

妇女儿童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厦门市药品

检验所、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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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人民银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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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银行新余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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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国资委系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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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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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中海实

业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本部)、 国网湖北省

电力公司襄阳供电公司、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

司北京十三陵蓄能电厂、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

沧州供电分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

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电公司、 国网

安徽省电力公司滁州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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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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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安徽省电信公司合肥市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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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拉萨分公司、 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部)、 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黄冈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北京市八区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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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忻州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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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天津市北辰区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郴州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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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河南有限公司 (本部)、 中

国移动山东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中国移动铁

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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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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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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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

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本部)、 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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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业总公司 (本部)、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

总院、 中国北车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北车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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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

司、 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南车资阳

机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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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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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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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公路工程

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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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邮电科学研

究院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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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海海关、 黄埔海关缉私局

海上缉私处、 霞山海关、 绵阳海关、 伊尔克什

坦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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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海关驻

新生圩办事处、 镇海海关、 莆田海关、 罗湖海

关、 孟连海关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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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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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湾区地方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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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自治区青铜峡市

地方税务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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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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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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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泉州市工商局、 河南省宝丰县

工商局、 湖北省浠水县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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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区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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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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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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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工

商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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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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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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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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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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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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太原

分行ꎻ
保监会系统: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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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省格尔木市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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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银行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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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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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 中国银行宁波市鄞州分行、 中国银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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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东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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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建设银行广东广州登峰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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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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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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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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铁路局兰州北站、 乌鲁木齐铁路局奎屯车务

段、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机务段、 铁道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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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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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民航系统: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本

部)、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民航西藏区

局、 民航西南地区空管局、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民航广东监管局、 中国民航机场建

设集团公司ꎮ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关于运用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教育厅 (教

委)、 团委、 妇联、 关工委:
按照中央文明委今年工作部署ꎬ 中央文明

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

工委五部门ꎬ 继续在今年重要时间节点期间ꎬ
组织广大未成年人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全会精神ꎬ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特别是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人民有信仰、 民

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的号召ꎬ 以 “我的中国

梦” 为主题ꎬ 以叫响做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ꎬ 抓住清明、 六一、 七一、 十一等重要时

间节点ꎬ 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 继承创新相结

合ꎬ 扎实开展系列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ꎬ 积

极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ꎬ 从小立

志向、 有梦想ꎬ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ꎮ
二、 活动项目
主要组织四项活动ꎮ
１. 清明祭英烈活动ꎮ 以清明节为契机ꎬ 充

分挖掘节日内涵、 传统习俗尤其是爱国主义情

感ꎬ 引导未成年人缅怀先辈、 学会感恩ꎬ 学习

历史、 传承文化ꎬ 铭记责任、 向往未来ꎬ 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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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前辈的 “接力棒”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ꎮ
一是开展网上活动ꎮ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

网设计推出专门网页ꎬ 组织未成年人在网上向

先贤先烈鞠躬献花、 抒写感言寄语ꎮ 积极利用

中国文明网和央视网开办的官方微博、 微信对

活动开展宣传ꎬ 扩大网上活动覆盖面ꎮ 链接相

关网上栏目ꎬ 用讲故事的方式引导未成年人了

解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ꎬ 学习党史、
国史和英模事迹ꎬ 珍惜幸福生活ꎮ

二是组织网下实践ꎮ 举办征文演讲、 诗歌

朗诵、 主题班队会、 团日活动ꎬ 组织学生慰问

帮扶复退军人和烈士家属ꎬ 就近就便到红色旅

游景区景点、 革命战争纪念地、 重大战役发生

地特别是抗日战争遗址遗迹以及烈士陵园、 烈

士墓地祭扫、 献花和宣誓ꎬ 表达对先烈先辈的

感恩怀念ꎬ 培养爱国情感ꎮ
这项活动在４月１日至４月７日期间集中开展ꎮ
２.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活动ꎮ 以六一国际儿

童节为契机ꎬ 大力宣传各地推荐表彰的美德少年

事迹ꎬ 打造 “最美少年” 品牌ꎬ 引导未成年人崇

德向善、 见贤思齐ꎬ 培养良好道德行为习惯ꎮ
一是宣传展示美德少年事迹ꎮ 请各省

(区、 市) 对近年来本地涌现的美德少年进行

梳理ꎬ 推荐上报典型事迹ꎮ 中央文明办等单位

审核后ꎬ 从中选出 １００ 名左右ꎬ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进行集中展示ꎮ 同时ꎬ 组织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在六一期间重点宣传报道 １０ 个左右美德

少年事迹ꎬ 推动活动在面上展开ꎮ
二是开展学习美德少年活动ꎮ 推动各地中

小学校通过组织上网学习、 留言ꎬ 网下举办主

题班 (队) 会、 学习心得展示、 与美德少年座

谈交流、 开展力所能及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形

式ꎬ 引导未成年人学用结合、 知行统一ꎬ 从自

身做起ꎬ 争做美德少年ꎬ 创建文明校园ꎮ
这项活动在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６ 月 ７ 日期间集中

开展ꎮ
３. 童心向党歌咏活动ꎮ 以七一党的生日为

契机ꎬ 组织未成年人广泛传唱歌颂党、 歌颂祖

国、 歌颂中国梦的优秀歌曲ꎬ 教育引导他们从

小知党爱党ꎬ 在党的阳光沐浴下ꎬ 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推荐的歌咏曲目包括: 党的十八大之后围

绕实现中国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创作的歌曲ꎬ 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包括今年春

节联欢晚会推出的歌曲ꎬ «爱国歌曲大家唱»
和唱响中国活动推出的歌曲等ꎮ

做好歌咏活动的组织引导ꎮ 各地要坚持以

中小学校为主体ꎬ 以年级班级为单位ꎬ 利用音

乐课、 班队会等时机普遍开展ꎮ 同时依托各级

青少年宫、 少年宫、 儿童活动中心以及县级青

少年学生活动中心、 乡村学校少年宫等课外活

动阵地ꎬ 组织未成年人学唱合唱ꎮ
这项活动在 ６ 月中下旬全面展开ꎬ 七一前后

形成热潮ꎮ 从 ６ 月下旬开始ꎬ 以历届 １３９ 个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为重点ꎬ
录制报送歌咏节目ꎮ ７ 月至 ８ 月ꎬ 主办单位在中

国文明网、 央视网开设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

专栏ꎬ 展播各地报送的歌咏节目ꎬ 扩大活动影响

和覆盖ꎬ 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精神文化生活ꎮ
４. 向国旗敬礼活动ꎮ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６ 周年为契机ꎬ 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ꎬ 吸引未成年人广泛参与ꎬ 教育未成

年人懂得国家好、 民族好ꎬ 大家才会好的道

理ꎬ 自觉增强国家观念、 爱国意识ꎮ
一是网上签名寄语ꎮ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

网等网站开设专门网页ꎬ 组织未成年人上网面

向国旗敬礼并签名、 寄语ꎬ 表达用中国梦引领

人生航向、 为实现中国梦奋发学习、 健康向上

的人生信念ꎮ
二是网下教育实践ꎮ 充分利用抗日战争遗

址、 遗迹、 纪念设施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

类资源ꎬ 广泛开展庄严感、 仪式感强的教育实

践活动ꎬ 开展主题班 (队) 会、 演讲征文、 歌

咏演唱等活动ꎬ 不断增进未成年人的爱国情

感ꎬ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懂得维护祖国利益、 尊

严和荣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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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活动在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期间集

中开展ꎮ
三、 工作要求
１. 提高思想认识ꎮ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四项活动ꎬ 是推动核心价值观在未成年人中落

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具体举措ꎬ 是为孩子们播种

梦想、 点燃梦想的有效载体ꎬ 也是今年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ꎮ 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ꎬ 广泛动员ꎬ 结合实际ꎬ 制定具体

方案ꎬ 作出周密安排ꎬ 通过扎实有效的措施ꎬ 推

动活动深入开展ꎬ 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未成年人

确立爱国、 诚信、 孝敬、 勤俭等道德规范ꎮ
２. 落实工作责任ꎮ 各部门要发挥职能优

势ꎬ 切实履职尽责ꎬ 集中资源、 集中力量加以

推进ꎬ 确保同向发力、 齐心协力、 形成合力ꎮ
文明办负责做好联络、 协调、 督促和服务工

作ꎬ 在承上启下、 左右贯通、 齐抓共管上狠下

功夫ꎮ 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主渠

道作用ꎬ 把四项活动纳入德育课程ꎬ 融入德育

教学ꎬ 组织广大中小学生踊跃参与ꎮ 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要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团日、 队会

等活动ꎬ 引导团员、 少先队员积极参加ꎮ 妇联

要把四项活动作为家庭教育、 儿童校外活动的

重要内容ꎬ 充分利用各地儿童活动中心、 儿童

快乐家园、 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阵

地ꎬ 动员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ꎮ 关工委要组织

“五老” 人员 (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

教师、 老模范) 参加活动ꎬ 结合实际为未成年

人讲好故事ꎬ 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ꎮ
３. 推进基层创新ꎮ 在工作内容上ꎬ 要大力

拓展活动内涵ꎬ 把四项活动与中华传统美德和

革命优良传统教育、 艰苦奋斗和勤劳节俭教育、
传承优良家风活动以及创建文明校园、 文明班

级、 文明宿舍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ꎬ 以集中性活

动带动日常性活动普遍开展ꎮ 在工作方法上ꎬ 要

适应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ꎬ
运用分众化、 对象化的方式ꎬ 使活动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未成年人ꎬ 不断增强活动效果ꎮ
在传播渠道上ꎬ 在动员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发挥

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ꎬ 要适

应 “微时代” 的传播规律ꎬ 积极利用微博、 微

信、 微视等开展生活化、 具体化宣传ꎬ 形成良好

舆论声势ꎬ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ꎮ
４. 注重总结规律ꎮ 各地各有关部门在组织

开展活动过程中ꎬ 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开展未

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的新特点新要求ꎬ 认真总

结基层涌现出的新做法新创造ꎬ 把实践经验上

升为规律性认识ꎬ 指导推动道德实践活动水平

不断提高ꎮ 请各地在每项活动结束后及时将活

动总结报主办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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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总工会、 团委、 妇联ꎬ 各军区、 各军兵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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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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中央文明委各成员

单位: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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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已经评选表彰四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在

全社会兴起了学习道德模范、 崇尚道德模范、
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ꎬ 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ꎮ 根据中央文明委工作安

排ꎬ 今年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ꎮ 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ꎬ 广泛发动群众推荐和评选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推出事迹突出、 群众公认、
典型性强的道德模范ꎬ 充分运用榜样力量推动

形成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风尚ꎬ 为

贯彻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ꎮ
二、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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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三、 奖项设立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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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老爱亲模范” 五类ꎮ 其

中ꎬ 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模范每类

表彰 １０ 名左右ꎻ 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模范每类

表彰 １５ 名左右ꎬ ５ 类共表彰 ６０ 名左右ꎮ 其余

正式候选人授予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四、 实施步骤
１. 发动群众推荐ꎮ ４ 月下旬ꎬ 主办单位成

立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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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其办公室ꎬ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及军队系统成立相应机构ꎬ 启动评选表彰工

作ꎮ 各地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及时宣传公告评选

活动和推荐办法ꎬ 采取征求意见、 网上推荐等

多种方式ꎬ 畅通本地区本系统参与渠道ꎬ 吸引

群众广泛推荐候选人ꎮ
２. 组织择优推荐ꎮ 道德模范是在道德领域

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称号ꎬ 要突出权威性、 先

进性、 示范性ꎬ 把群众评价高、 社会影响大的

先进典型推选上来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委以及总政治部按照综

合考量、 优中选优的原则ꎬ 将确定的本地区本

系统候选人进行媒体公示征求意见后ꎬ 于 ６ 月

１０ 日前报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ꎮ 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和总政治部的推荐名额为每类不超

过 ２ 人ꎬ 总数不超过 １０ 人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推荐名额每类不超过 １ 人ꎬ 总数不超过 ５ 人ꎮ
３. 集中公示评选ꎮ ６ 月至 ７ 月ꎬ 全国活动组

委会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重点网站公示候选

人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ꎬ 引导广大群众学习评

议、 交流体会ꎬ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ꎬ 接受社会监

督ꎮ 全国活动组委会组织 “万名公众代表” 和

全国活动评选委员会投票ꎬ 根据投票结果ꎬ 提出

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建议名单ꎮ
４. 进行隆重表彰ꎮ 中央文明委审定建议名

单后ꎬ 作出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ꎮ
９ 月下旬ꎬ 召开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ꎬ
举行授奖仪式ꎮ

五、 关爱模范
１. 争取将全国道德模范列入国家荣誉称号

范畴ꎬ 树立崇尚、 学习、 关爱道德模范的价值

导向ꎬ 培育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ꎮ
２. 落实 «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

法»ꎬ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ꎬ 使好人有好报ꎮ
３. 探索建立礼遇道德模范制度ꎬ 组织道德

模范参加重要节庆活动ꎬ 彰显他们的崇高社会

地位ꎮ
六、 工作要求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ꎮ 要把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ꎬ 摆

到重要位置ꎬ 周密部署、 精心实施ꎬ 确保评选

活动扎实有序推进ꎬ 在全社会树立值得景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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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楷模ꎬ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ꎮ
２. 严谨有序评选ꎮ 评选活动要严格标准、

严谨规范ꎬ 认真做好群众推荐、 审核资格、 媒

体公示、 遴选上报、 投票评选等各环节工作ꎬ
充分尊重群众的话语权和评判权ꎬ 确保评选出

的道德模范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ꎮ
３. 重在学习宣传ꎮ 在评选表彰活动的全过

程ꎬ 要充分发挥报纸、 电台、 电视台以及新兴

媒体作用ꎬ 运用通讯报道、 言论评论、 公益广

告等多种方式ꎬ 浓墨重彩地宣传道德模范ꎬ 营

造全社会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ꎮ 要

把选树全国道德模范与学习身边典型结合起

来ꎬ 深入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寻找 “最美人物”、 “最美家庭” 等活动ꎬ 用好

“好人 ３６５”、 “善行义举榜” 等品牌ꎬ 推动好

人好事大量涌现、 善行义举层出不穷ꎮ 要坚持

道德模范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ꎬ 组织

开展 “千名道德模范万场基层巡讲” 活动ꎬ 发

动道德模范深入社区、 村镇、 企业、 学校、 机

关演讲报告ꎬ 与广大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讲道

德、 做好人的体会ꎬ 引导人们学习和争当道德

模范ꎬ 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ꎮ

附件: «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实

施办法»

附件

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 «关于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５ 号)ꎬ 公平

公正、 严谨细致地做好评选表彰工作ꎬ 制定本

实施办法ꎮ
一、 组织领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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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成

立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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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组委会主任

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文明办主任担任ꎬ
副主任由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

央、 全国妇联各一位负责同志担任ꎬ 委员由主

办单位各一位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担任ꎮ 全国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文明办二局ꎬ 负责评

选表彰活动的日常工作ꎮ
２. 全国活动组委会下设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委员会 (以下简称 “全国活动评委

会” )ꎬ 由主办单位、 专家学者、 新闻工作者、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组成ꎬ 负责组织

审核候选人参评资格、 确定正式候选人ꎬ 投票

评选全国道德模范ꎮ
３.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军队系统相应成立评选表彰活动组委

会ꎬ 负责本地区本系统的群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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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总政治部组委会及其办公

室人员名单、 联系方式于 ５ 月 １０ 日前报全国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ꎮ
二、 评选标准
１. 全国道德模范的总体标准: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在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建设中事迹突出ꎬ 具有良好综合道德

素质ꎬ 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公认的道德标杆ꎮ
２. 全国道德模范的分类标准: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ꎮ 充满爱心、 乐善好

施ꎬ 长期主动无私帮助他人ꎬ 积极参加公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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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 赢得群众高度赞誉ꎻ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ꎮ 秉持公平正义ꎬ 弘扬

社会正气ꎬ 关键时刻临危不惧、 挺身而出ꎬ 勇

于维护国家、 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ꎬ 产生重大社会影响ꎻ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ꎮ 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

活中ꎬ 始终坚持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ꎬ 以诚待

人、 以信取人ꎬ 履约践诺、 言行一致ꎬ 具有很

高的社会信誉和良好的守信形象ꎻ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ꎮ 追求崇高职业理想ꎬ

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ꎬ 甘于无私奉献ꎬ 勇

于创新创造ꎬ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ꎬ 在

本行业本领域具有引领示范作用ꎻ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ꎮ 注重家庭、 注重家

风、 注重家教ꎬ 孝敬父母、 关爱子女、 夫妻和

睦ꎬ 家庭关系和谐ꎬ 事迹特别感人ꎬ 群众广为

颂扬ꎮ
３. 每个候选人只参加一个奖项的评选ꎬ 当

选者不再参加以后各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ꎮ 往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可参加本届

评选ꎮ
三、 推荐程序
１. 宣传评选办法ꎮ ４ 月下旬ꎬ 主办单位发

出 «关于评选表彰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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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启动评选表彰工作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组委会

在本地区本系统媒体发布公告ꎬ 公布评选标准

和推荐办法ꎬ 发动广大群众和解放军、 武警部

队官兵参与推荐ꎮ
２. 发动群众推荐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委会要公布专用的信

函、 电话、 电子邮件三种通信方式ꎬ 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ꎬ 接受各界群众自由推荐和单位、 团

体推荐候选人ꎮ 军队系统组委会公布适当通信

方式ꎬ 接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推荐候选

人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均接受各行各业和部队官兵候选人ꎮ 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也可直接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

候选人ꎮ 全国组委会办公室的通信地址是: 北京

市西城区力学胡同 ３ 号力学宾馆 ２１０ 室ꎬ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ꎻ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２５２２８ꎬ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２５５３６ꎻ 电子邮箱: ｑｇｄｄｍｆ２０１５＠ １６３. ｃｏｍꎮ
全国活动组委会将把接收到的候选人情况反馈

至其所在地或军队系统组委会统一参加推荐ꎮ
对往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各行各业

选树的重大典型以及 “时代楷模”、 “最美人

物”、 “最美家庭”、 “身边好人” 等可优先推

荐ꎮ 推荐候选人中ꎬ 除已牺牲 (或去世) 的之

外ꎬ 一般不推荐 １６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ꎮ
３. 遴选候选人ꎮ 各地和军队系统组委会要

按照评选标准和要求ꎬ 按照综合考量、 优中选

优原则ꎬ 提出拟向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的候选

人名单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总政治部向

全国活动组委会推荐正式候选人名额为每类奖

项不超过 ２ 名ꎬ 五类奖项合计不超过 １０ 名ꎻ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候选人名额每类 １ 名ꎬ 不

超过 ５ 名ꎮ
４. 广泛征求意见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委会要将拟推荐候选人

先在其本人所在单位、 社区 (行政村)、 乡镇

征求意见ꎬ 同时征求当地有关部门意见 (如计

划生育、 公安机关等部门ꎬ 党员和公职人员应

征求组织人事、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ꎬ 从事经济

活动的候选人须征求工商、 税务等部门意见)ꎮ
确认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候选人无异议后ꎬ 再在

省级主要媒体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公示ꎬ 接受

社会监督、 广泛听取意见ꎮ 军队系统组委会要

将拟推荐候选人在军队主要媒体进行为期一周

的集中公示ꎮ
５. 上报候选人材料ꎮ 公示结束后ꎬ 各地

确定的候选人报经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委审定ꎬ 军队系统确

定的候选人报经总政治部审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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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每人分别附 １０００

９４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字左右事迹简介 (材料要求事迹真实可靠、
表述准确贴切、 条理清晰分明)ꎬ 附一寸免冠

彩照ꎻ 另附 ３０００ 字左右详细文字材料ꎬ 以电

子版形式报送ꎮ 各地推荐材料加盖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总工会、 团委、 妇联单位公章ꎬ 军

队系统推荐材料加盖总政治部公章ꎬ 一式三

份ꎬ 于 ６ 月 １０ 日前报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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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同时ꎬ 要为上报的每位

候选人制作一个 ３ 分钟广播节目、 一部 ３ 分钟

电视专题片 (组委会办公室将另行通知具体

要求)ꎬ 报经全国活动组委会批准后ꎬ 从候选

人公示阶段起ꎬ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

电视台和相关网站播出展示ꎮ
四、 全国公示候选人
１. ６ 月中旬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审核

各地和军队系统组委会推荐候选人资格ꎬ 并向

有关部门征求意见ꎬ 报请全国活动组委会批准

后ꎬ 确定全国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ꎮ
２. ６ 月至 ７ 月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将正式候选

人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在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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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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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妇女网等网站刊发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

电视台滚动展播正式候选人事迹ꎮ
３. 在全国公示候选人期间ꎬ 各地和军队系

统组织本地区本系统ꎬ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

模范活动ꎬ 组织广大群众支持、 参与评选活

动ꎬ 形成加强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ꎮ
五、 投票评选
按照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原则ꎬ 组织公众

代表和全国活动评委会投票ꎬ 根据得票率确定

当选人员名单ꎮ
１. 公众代表投票ꎮ 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分别推荐

３００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道德模范 (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除外) 担任公众代表

(共 １ 万名)ꎬ 进行投票ꎮ 选票由全国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直接寄达代表本人ꎬ 本人填写后签名

寄回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总政治部要认真遴选公众代表ꎬ 按要求

将名单等资料报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

会办公室将另行通知具体要求)ꎮ
２. 全国活动评委会投票ꎮ 在公众代表投票

结束后ꎬ 全国活动评委会进行无记名投票ꎮ
３. ８ 月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委托国家统计局

派员现场指导和监督公众代表选票以及评委选

票的最后汇总工作ꎮ
六、 确定表彰名单
１. 根据每位候选人的得票率ꎬ 由高到低列

出排名顺序ꎮ
２. 为充分体现评选表彰的广泛性和代表

性ꎬ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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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３ 人

入选ꎮ ８ 月下旬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据此原则ꎬ
对照入围候选人最终排名顺序ꎬ 确定全国道德

模范建议名单ꎻ 其余正式候选人列为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建议名单ꎮ
３. 全国活动组委会将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

奖建议名单报中央文明委领导审定后ꎬ 中央文

明委作出表彰决定ꎮ
七、 隆重表彰
１. ９ 月初ꎬ 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下发通

知ꎬ 请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军队系统组委会做好代表来京的准备

工作ꎮ
２. ９ 月上中旬ꎬ 主办单位筹备表彰活动相

关工作ꎮ
３. ９ 月下旬ꎬ 召开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

谈会ꎬ 在京隆重举行授奖仪式ꎬ 请党和国家领

导人向全国道德模范颁发奖章ꎮ

附件:
１.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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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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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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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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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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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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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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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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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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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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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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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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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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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或
总
政
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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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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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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字
︐
可
另
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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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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字
︐
可
另
附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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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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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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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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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关于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７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ꎬ 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今年 ４ 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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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妇联启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ꎬ 部

署广泛深入地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ꎮ 为切实

推动道德模范崇高精神进基层进群众ꎬ 充分发

挥榜样感召人、 影响人、 带动人的重要作用ꎬ
促进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ꎬ 在

城乡基层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

传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目标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工作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ꎬ 以评选表彰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为有利契机ꎬ 以 “道德模

范在身边” 为鲜明主题ꎬ 坚持一手抓评选表彰、
一手抓学习宣传ꎬ 坚持贴近基层一线、 吸引群众

参与ꎬ 坚持突出本地特色、 注重实际效果ꎬ 在广

大城乡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ꎬ
营造见贤思齐、 择善而从的浓厚氛围ꎬ 树立讲道

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风尚ꎬ 为贯彻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有力道德支撑ꎮ
二、 活动形式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６ 部门已举办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ꎬ 评

出 ２００ 多名全国道德模范和 １０００ 多名提名奖获

得者ꎻ 今年ꎬ 又将评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ꎮ 各地区各部门也评选表彰了一大批道

德模范ꎬ 推出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

等各类先进典型ꎮ 要把各级各类道德模范作为

涵养社会道德的鲜活教材和宝贵资源ꎬ 精心设

计抓手ꎬ 创新方法手段ꎬ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到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中来ꎮ
１. 开展 “德耀中华” 专題宣传ꎮ 以本届

道德模范候选人及当选者和各地区各系统推出

的道德模范为重点ꎬ 开展 “德耀中华” 系列报

道ꎬ 配合评选表彰进行预热铺垫、 集中展示、
持续跟进宣传ꎬ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道

德建设的舆论氛围ꎮ 党报党刊、 电台、 电视台

拿出重要版面时段、 推出专栏专题ꎬ 运用新闻

报道、 言论评论、 访谈节目等形式大力传播道

德模范事迹和精神ꎮ 都市类、 行业类媒体发挥

自身优势ꎬ 挖掘基层典型人物ꎬ 运用大众化语

言引导人们学习模范ꎮ 互联网、 手机等新兴媒

体通过微信、 微博、 微视、 微电影和手机客户

端等方式ꎬ 拓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网上平台ꎮ
２. 举办道德模范事迹展览ꎮ 各省 (区、

市)、 城市和行业系统自行设计道德模范专题

展览ꎬ 运用图片、 影像、 实物等方法手段ꎬ 生

动展示道德模范的事迹生平和人格魅力ꎮ 可根

据实际情况ꎬ 用活动展板、 宣传车等在广场、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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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社区等公共场所进行流动展览ꎻ 也可依

托城市规划馆、 图书馆、 文化馆、 博物馆、 纪

念馆、 科技馆、 少年宫以及文化服务中心、 道

德讲堂、 文化礼堂等阵地设施ꎬ 进行长期陈列

展览ꎻ 也要积极适应网络化传播特点ꎬ 开办道

德模范网上展馆ꎬ 扩大道德模范宣传受众面和

影响力ꎮ
３. 制作刊播道德模范公益广告ꎮ 从道德模

范真人真事中选取素材ꎬ 精心策划选题和内容

创意ꎬ 制作形式新颖、 打动人心的公益广告ꎬ
在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度刊播展示ꎮ 在社会公共

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场合ꎬ 充分利用电子显

示屏、 车载电视、 橱窗展板、 建筑围挡、 道旗

灯箱等大众媒介ꎬ 情景交融地宣传道德模范ꎬ
让好人受到社会仰慕ꎮ

４. 开展道德模范 “故事会” 活动ꎮ 每名

道德模范身上都有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ꎬ 蕴含

着真善美ꎬ 承载着正能量ꎮ 要深入采访模范原

型ꎬ 精心创编故事节目ꎬ 组织故事员到群众中

讲述ꎬ 进行寓教于乐的道德教化ꎮ 积极探索以

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有效途径ꎬ 运用各种民间

文化样式展示道德模范精神ꎬ 创作演出小戏、
小曲、 小品等地方特色节目ꎬ 让群众想看爱

看、 易于接受ꎮ 组织力量为道德模范撰写个人

传记ꎬ 编入地方志等重要文献中ꎬ 让道德丰碑

永载史册ꎮ
５. 组织道德模范基层宣讲活动ꎮ 坚持从群

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理念ꎬ 由道德模范直接

向群众讲述人生经历和道德体验ꎬ 更具有思想

感染力和教育说服力ꎮ 要开展 “千名道德模范

万场基层巡讲” 活动ꎬ 动员有条件的道德模范

到社区、 村镇、 企业、 连队、 机关、 学校演讲

报告ꎬ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讲道德、 做好人的心

得体会ꎮ 要区分不同群体ꎬ 开展分众化宣讲ꎬ
比如ꎬ 请诚实守信模范进市场、 进商场ꎬ 敬业

奉献模范进机关、 进企业ꎬ 孝老爱亲模范进社

区、 进学校等等ꎬ 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ꎮ
６. 开展道德模范 “传帮带” 活动ꎮ 发挥道

德模范榜样作用ꎬ 关键在于使人们跟着学、 照着

做ꎬ 形成点燃一盏灯、 照亮一大片的效应ꎮ 要引

导道德模范立足工作生活领域当带头人ꎬ 通过

建立 “活动小组”、 “工作室”、 “爱心团队”、
“志愿服务队” 等形式ꎬ 带动更多的人爱岗敬

业、 奉献社会ꎮ 要借助道德模范在公众中的号召

力ꎬ 加强社会责任宣传教育ꎬ 影响和带动人们积

极参与环境保护、 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

学、 义务献血、 器官捐献、 义诊义演等公益活

动ꎬ 培育行善举、 做奉献的道德风尚ꎮ
７. 开展关爱道德模范行动ꎮ 由党政领导带

头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道德模范活动ꎬ
弘扬中华民族崇德尚贤的优良传统ꎮ 以专项资

金、 道德基金、 社会捐助、 志愿服务等方式ꎬ
帮助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解决实际问题ꎬ 树立

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探索建立礼遇道德模范

制度ꎬ 落实工作生活方面待遇ꎬ 邀请参加重要

节庆活动ꎬ 彰显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ꎮ 加强对

道德模范的思想政治教育ꎬ 帮助他们树立淡泊

名利的自觉意识ꎬ 不断砥砺品格、 永葆淳朴本

色ꎬ 始终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标杆ꎮ
８. 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文明城

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

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移风易俗、 改造社会

的有效途径ꎬ 也是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 提

升道德素质的重要平台ꎮ 要把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作为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ꎬ 大力弘扬助

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

老爱亲品德ꎬ 推动良好党风政风民风社风的形

成ꎮ 突出学模范、 做模范主题ꎬ 深入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 “诚信做产品”、 传承 “好家风好

家训”、 公众人物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等活动ꎬ 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看齐ꎬ 做核心价

值观的模范践行者ꎮ
三、 工作要求
开展 “道德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ꎬ

是评选表彰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配套措施ꎮ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ꎬ 兴起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热潮ꎬ 使评选表彰的过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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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主流价值的过程ꎮ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各

项工作ꎮ 各省 (区、 市) 文明委要把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作为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

要载体ꎬ 作为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实落地的有力

抓手ꎬ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

推进ꎮ 要对推荐评选和学习宣传道德模范进行

统一部署、 统筹协调ꎬ 使两方面工作相互促

进、 同频共振ꎬ 增强整体效应ꎮ 要加强分类指

导、 督促落实ꎬ 推动各行业系统、 地市县乡和

基层单位精心组织实施ꎬ 办一件成一件ꎬ 让道

德建设真正在基层强起来ꎮ
２. 坚持因地制宜ꎬ 广泛吸引城乡基层群众

参与ꎮ 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ꎬ 从地域文化、
民情风俗、 行业特点等出发ꎬ 参照本通知列举的

８ 个方面活动形式ꎬ 明确本地区本行业工作重点

和优势项目ꎬ 激发群众参与热情ꎮ 要尊重群众首

创精神ꎬ 鼓励基层自主设计特色学习宣传活动ꎬ
用接地气、 有人气的平台引导人们实现自我教

育、 自我提高ꎮ 要尊重群众接受习惯ꎬ 积极探索

创新ꎬ 加强互动交流ꎬ 善于借助新媒体传播方

式ꎬ 提高活动的吸引力亲和力ꎬ 凝聚各个人群尤

其是青少年的道德和价值认同ꎮ
３. 强化实际操作ꎬ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效果ꎮ

要坚持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ꎬ 扎实

深入地开展各项活动ꎬ 切实把道德模范崇高精

神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实际行动ꎮ
中央文明办将分片召开现场推进会议ꎬ 组织观

摩交流活动ꎻ 在中国精神文明网联盟网站以及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开设 “道德模范在身边网上

大看台” 专栏ꎬ 逐一展示全国文明城市 (区)
和地级以上提名城市开展活动情况ꎻ 把 “道德

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纳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轮次文明城市测评ꎬ 推动文明城市切实发挥核

心价值观建设排头兵作用ꎮ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鲜活经验和有效做

法ꎬ 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 发挥好ꎬ
促进道德模范学习宣传不断拓展深化ꎮ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招标征集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近年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大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ꎬ 产

生热烈社会反响ꎬ 成为面向群众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ꎮ 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

作ꎬ 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

益广告招标征集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ꎬ 认真贯彻落实 «广告法» 以及公益广告有

关规章ꎬ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鲜明主

题ꎬ 采取招标征集等有效方式汇聚力量ꎬ 提升

公益广告设计创作水平ꎬ 使作品有新面貌、 质

量有新提高ꎬ 切实增强公益广告宣传效果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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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道德力

量、 营造文化氛围ꎮ
二、 宣传主题
设计制作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ꎬ 要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ꎬ 突出思想道德内涵ꎬ 当前

重点做好以下八个方面选题ꎮ
１. 理想信念ꎮ 大力宣传人民有信仰、 民族

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ꎬ 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

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ꎬ 让理想信念的明灯

永远在各族人民心中闪亮ꎮ
２. 法治精神ꎮ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

治精神ꎬ 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ꎬ 引导人们自

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ꎮ
３. 传统美德ꎮ 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ꎬ 倡导勤俭、 孝敬、
诚信、 自强、 厚德、 尚义等道德理念ꎬ 不断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ꎮ
４. 雷锋精神ꎮ 弘扬雷锋精神ꎬ 倡导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培育有中国特

色的志愿文化ꎮ
５. 良好家风ꎮ 倡导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ꎬ 引导人们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

风ꎬ 树立家国情怀ꎬ 使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亲情

里生根ꎮ
６. 文明旅游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运用公益广

告潜移默化宣传倡导文明旅游ꎬ 引导人们展示

文明中国、 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ꎮ
７. 文明礼仪ꎮ 生动阐释日常生活中应当遵

守的文明行为规范ꎬ 引导人们增强文明礼貌意

识ꎬ 在行路驾车、 网上交流以及公共场合中做

到友好礼让、 和谐相处ꎮ
８. 生态文明ꎮ 倡导低碳生活、 绿色消费、

循环利用的生态文明理念ꎬ 引导人们节约利用

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ꎬ 形成勤俭节约、 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ꎮ
三、 创作要求
设计制作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ꎬ 要

坚持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的有机统一ꎬ 贴

近大众审美情趣ꎬ 做到 “美起来”、 “动起来”、
“活起来”ꎮ

１. 招标征集要遵守法律法规ꎬ 创作单位和

个人应签署原创承诺ꎬ 保证对作品拥有完全知

识产权ꎬ 不得抄袭、 模仿ꎮ
２. 广告创作要善于从百姓身边事情中选取

题材ꎬ 情理交融地表达思想观念ꎬ 使受众爱听

爱看ꎮ
３. 提倡风格多样、 百花齐放ꎬ 兼顾南北东

西文化ꎬ 突出民族和地方特色ꎬ 丰富文化样式

和表现形式ꎬ 使公益广告符合不同受众群体的

接受习惯ꎮ
４. 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创意设

计ꎬ 为公益广告注入现代气息和时尚元素ꎬ 运

用新颖别致的作品吸引人打动人ꎮ
四、 征集方式
按照上下联动、 遴选推优的办法ꎬ 面向社

会、 广纳贤才ꎬ 汇集创作力量推出优秀作品ꎮ
１. 中央文明办授权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中国网络电视台ꎬ 分别

承担招标设计平面类、 广播类、 影视类、 网络

类公益广告作品的任务ꎮ 中央文明办预拨一部

分招标设计费用ꎬ ４ 家中央新闻单位按照 １ ∶２
的比例筹集资金ꎬ 招标遴选出有实力的单位进

行设计制作ꎬ 作品经审定后在中央媒体进行刊

播展示ꎮ
２. 各省 (区、 市) 文明办参照中央文明

办做法ꎬ 在本地自行组织招标征集原创公益广

告ꎬ 在当地媒体进行刊播展示ꎮ
３. ９ 月底前ꎬ 各省 (区、 市) 文明办汇总

本地招标征集作品ꎬ 从中择优报送中央文明

办ꎬ 平面类、 广播类、 网络类作品各 １０ 件ꎬ 影

视类作品 ３ 件ꎬ 中央文明办评选优秀作品给予

资助褒奖 (具体要求见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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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招标征集活动
作品报送的标准要求

一、 平面类作品按照 “文件名. ＴＩＦ” 或

“文件名. ｊｐｇ” 格式ꎬ 将电子版发至邮箱ꎮ
二、 广播类作品制作成音频文件ꎬ 与广告

词文稿一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ꎮ
三、 影视类作品制作成 ＤＶＷ 数字贝塔格

式ꎬ 音频振幅－２０ｄＢꎬ 时长最长 ５５ 秒ꎬ 片长为

５ 秒的倍数ꎬ 以 ２５ 秒、 ４０ 秒、 ５５ 秒为最佳ꎬ
有 １ 分钟彩条、 ３ 秒片名标题版及 ３ 秒倒数显

示ꎬ 每件作品留出 １０ 秒间隔ꎬ 注明作品名称、
时长及入点时码ꎬ 将电子版发至邮箱ꎮ

四、 网络类作品制作成适合网络播放的

ＧＩＦ、 ＳＷＦ 等格式动画作品ꎬ 单幅作品时长最

长 ３０ 秒钟ꎬ 可设计系列作品ꎬ 与创意文案一并

发至邮箱ꎮ
报送作品由中央文明办分别委托以下新闻

单位统一接收: 人民日报接收平面类公益广

告ꎬ 联系人: 赵亮ꎬ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６８８０２ꎬ 电

子邮箱: ｒｍｒｂｌｉａｎｇ＠ １６３. ｃｏｍꎻ 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接收广播类公益广告ꎬ 联系人: 陈钇汐ꎬ
电话: ０１０ － ８６０９０２５１ꎬ 电子邮箱: ｇｙｇｇ＠ ｃｎｒ.
ｃｎꎻ 中央电视台接收影视类公益广告ꎬ 联系人:
刘 明ꎬ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５０６７４６２ꎬ 电 子 邮 箱:
６２３５９７８９９＠ ｑｑ. ｃｏｍꎻ 中国网络电视台接收网

络类公益广告ꎬ 联系人: 史海ꎬ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４２７５３４ꎬ 电子邮箱: ｃｎｔｖｇｙｇｇ＠ １２６. ｃｏｍ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保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

关于开展宣传推选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 活动的通知
文明办 〔２０１５〕 １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宣传部、 组织部、 文明办ꎬ 民政厅 (局)、 环保厅 (局)、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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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 文联、 残联: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促进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ꎬ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按

照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５ 年工作安排ꎬ 今年组织开展

宣传推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 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０ 个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

典型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组织部、 中

央文明办、 民政部、 环保部、 共青团中央、 全

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残联ꎬ 人民日报、 光

明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ꎮ 活

动主办单位成立活动组委会ꎬ 负责组织协调活

动开展和评审工作ꎮ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央文

明办一局ꎬ 负责具体联络工作ꎮ
二、 活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

三、 推荐条件
１. 最美志愿者推荐条件ꎮ
(１) 热爱祖国ꎬ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ꎬ 有很强的社会

责任意识ꎮ
(２) 正式注册ꎬ 长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ꎬ 在扶危济困、 关爱他人、 文化服务、 环境

保护、 赛会服务、 支教扶贫、 讲文明树新风、
党员带头参加志愿服务以及其他方面志愿服务

中ꎬ 事迹突出、 群众公认ꎮ
(３) 具有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专长和

能力ꎮ
２.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推荐条件ꎮ
(１) 持续稳定开展活动ꎬ 项目实施时间 １

年以上 (含 １ 年)ꎬ 参与人数有一定广泛性ꎬ
参与项目的注册志愿者原则上不少于 ２０ 人ꎮ

(２) 项目定位明确、 运作规范ꎬ 具有操作

性、 持久性ꎬ 具备完整的工作方案、 规范的管

理制度、 科学的运作模式、 齐全的档案资料ꎮ

(３) 在当地或所在系统内有较大影响ꎬ 获

得服务对象或主管部门的认可ꎬ 在传播文明、
服务社会、 促进和谐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ꎮ

(４) 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ꎬ 对社会公众具

有带动引导作用ꎬ 符合我国国情及社会需求ꎬ
具备可复制性及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条件和

价值ꎮ
３.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推荐条件ꎮ
(１) 成立 ２ 年 (含 ２ 年) 以上的合法志愿

服务组织ꎬ 无任何不良记录ꎬ 公信力强ꎮ
(２) 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ꎬ 注册志愿者人

数原则上不少于 ２０ 人 (表现特别突出的志愿服

务组织的注册志愿者人数最低不得少于 １０ 人)ꎮ
(３) 按照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 要求ꎬ
制度健全、 管理科学、 运行良好ꎬ 吸引力凝聚

力较强ꎮ
(４) 有明确的服务领域ꎬ 经常组织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ꎮ
(５) 志愿服务成效显著ꎬ 在创新社会治

理、 服务民生需求方面贡献突出ꎬ 服务对象评

价高ꎬ 社会反响好ꎮ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推荐条件ꎮ
(１) 坚持把开展志愿服务与创新社区治理

结合起来ꎬ 社区内环境整洁ꎬ 邻里关系融洽ꎮ
(２)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社区志愿服务氛

围浓厚ꎬ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社区常住人口的比

例不低于 １０％ꎮ
(３) 按照中央文明办制定下发的 «社区志

愿服务方案» (文明办 〔２０１４〕 ２ 号)ꎬ 制定了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流程ꎬ 拥有完善的志愿者招

募注册和管理培训制度、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志愿服务激励嘉许和回馈制度ꎮ

(４) 辖区内的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到社区

报到ꎬ 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ꎮ
(５) 采取社会工作者带志愿者的活动方

式ꎬ 组织志愿者围绕家政服务、 文体活动、 心

理疏导、 医疗保健、 法律服务等内容ꎬ 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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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积极协调辖区内企业、 机关、 学校、
医院和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专业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ꎮ
四、 推选程序
１. 组织择优推选ꎮ 各省 (区、 市)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在层层择优推选的基础

上ꎬ 充分征求当地宣传、 组织、 民政、 环保、
共青团、 妇联、 文联和残联等部门意见后ꎬ 向

中央文明办推荐 １０ 个最美志愿者、 １０ 个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 １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 个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ꎮ
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中组部、 民政部、 环保

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 中国

残联ꎬ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中央电视台也可向组委会推荐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ꎮ
各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表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ꎬ 将推荐表电子版发至组委会电

子邮箱 ( ｚｙｆｗ＠ ｗｅｎｍｉｎｇ. ｃｎ)ꎬ 并将推荐表纸

质版邮寄至中央文明办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

长安街 ５ 号ꎬ 中央文明办一局ꎬ 邮编: １００８０６ꎮ
联系人: 何一帆ꎬ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０８５２４５ꎮ 请在

信封上注明 “四个 １００ 活动” 字样)ꎮ
２. 集中展示评选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中国文明网、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

网、 央广网、 央视网开辟专题网页ꎬ 刊播各地

各部门推荐的候选人、 候选项目、 候选组织和

候选社区的名单及事迹简介ꎬ 并接受群众投

票ꎮ 具体投票规则随网络投票页面公布ꎮ 专题

网页上设专门入口ꎬ 接受网民实名推荐其他候

选人、 候选项目、 候选组织和候选社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下旬ꎬ 组委会组织评审委员

会 (由组委会成员、 专家学者、 新闻工作者、
全国优秀志愿者代表组成)ꎬ 参考网上投票情

况ꎬ 从推荐名单中选出 “四个 １００” 建议名单ꎬ
并在中国文明网、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
央广网、 央视网公示ꎮ

在候选名单展示期间ꎬ 各地各有关部门组

织本地本系统ꎬ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活动ꎬ 组织广大群众支持、 参与宣传推选

活动ꎬ 形成宣传先进、 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ꎮ
３. 发布先进典型ꎮ 组委会将根据公示情

况ꎬ 择机在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正式发布志愿服

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名单ꎮ
五、 工作要求
１. 高度重视ꎬ 精心组织ꎮ 各地各部门要把

此项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抓手ꎬ 作为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的重要举措ꎬ 摆上重要位置ꎬ 精

心组织实施ꎮ 各地要成立活动组织机构ꎬ 文明

办牵头作出周密部署ꎬ 使宣传推选的过程成为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传统美德、 提升全

社会志愿服务水平的过程ꎬ 成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ꎮ
２. 深入基层ꎬ 发动群众ꎮ 要充分体现群众

性ꎬ 立足社区、 企业、 村镇、 学校、 机关等基

层单位ꎬ 着重推荐来自群众身边的 “最美、 最

佳” 典型ꎬ 广泛发动群众评议ꎮ 各地各部门要

充分利用网络、 微博、 微信等新兴媒体ꎬ 组织

群众开展网上留言、 讨论等互动活动ꎮ
３. 积极培育ꎬ 重在建设ꎮ 健全的队伍、

管用的项目、 完善的组织和有效开展活动的

社区ꎬ 是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扩大志愿服

务覆盖面的重要保障ꎮ 要通过宣传推选 “四

个 １００” 活动ꎬ 树立一批志愿服务的先进典

型ꎬ 让人们跟着学、 照着做ꎬ 形成点燃一盏

灯、 照亮一大片的效应ꎬ 以此推动各类志愿

者队伍、 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

愿服务社区的健康发展ꎬ 实现全社会志愿服

务水平的整体提升ꎮ
４. 广泛宣传ꎬ 营造氛围ꎮ 要把新闻宣传贯

穿活动始终ꎬ 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志愿服务工

作的进展和成效ꎬ 宣传最美志愿者的感人事迹

和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时代风采ꎬ 展示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的积极成效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

良好形象ꎬ 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引导人们积极参加志愿服务ꎬ 营造向上向善、
互帮互助的浓厚社会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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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最美志愿者” 推荐表

２.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推荐表

３.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推荐表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推荐表

附件 １

“最美志愿者” 推荐表

推荐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通信地址

联系方式

照片 (半身照、
生活照均可)

所在志愿服务组织

主要服务项目

何时起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

累计参加

志愿服务时数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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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推荐表

推荐单位:

项目名称

开展项目的时间
参与项目的注册

志愿者人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概述及

亮点成效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２ 张开展活动

的照片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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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推荐表

推荐单位: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志愿者人数

服务总时数 人均服务时数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经常开展的

志愿服务项目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２ 张开展活动的照片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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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推荐表

推荐单位:

社区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
注册志愿者人数占

社区常住人口的比例

经常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每年组织志愿

服务活动次数

主要事迹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字)

２ 张开展活动的照片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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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文公共发 〔２０１５〕 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化厅 (局)、 文明办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 文明办ꎬ
文化部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

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文
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ꎬ 进一步建立健全文化志

愿服务制度ꎬ 推动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制

度化ꎬ 现就开展 ２０１５ 年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ꎬ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ꎬ 广泛传播志愿理

念ꎬ 把发展文化志愿服务事业作为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ꎬ 坚持文化志愿服

务与提供政府服务相衔接、 与完善市场服务相

补充、 与创新文化治理相结合ꎬ 构建参与广

泛、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机制健全的文化志

愿服务体系ꎬ 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二、 基本原则
(一) 凝聚共识ꎬ 引领风尚ꎮ 充分发挥文

化志愿者在发展先进文化、 创新传统文化、 扶

持通俗文化、 引导流行文化、 改造落后文化、
抵制有害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进一步形成引领社会进步

的文明风尚ꎮ

(二) 供需对接ꎬ 服务基层ꎮ 准确把握新

时期群众文化需求特点ꎬ 以农村、 社区为重点

服务区域ꎬ 围绕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展针对性服务ꎬ 服务项

目进一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ꎮ
(三) 整合资源ꎬ 拓展领域ꎮ 联合民政、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残联等部门ꎬ 广泛动员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文

化志愿服务ꎮ 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联通政府和

社会的特点和优势ꎬ 进一步拓展文化志愿服务

领域ꎮ
(四) 完善机制ꎬ 常态长效ꎮ 建立健全文

化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和活动运行机制ꎬ 完

善各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网络ꎬ 推动文化志愿

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ꎬ 推动文化志愿服务事业

规范有序、 持续健康发展ꎮ
三、 主要任务
(一) 以 “行边疆、 走基层” 为主要内容ꎬ

深入实施 ２ 项示范性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１.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

行活动ꎮ 文化部牵头搭建内地与边疆地区、 民

族地区、 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横向交流的平

台ꎬ 以 “大舞台”、 “大讲堂”、 “大展台” 为

载体组织实施一批针对性强、 效果好的文化志

愿服务项目ꎬ 丰富老少边穷地区基层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ꎬ 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 (活动方案见附件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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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

务走基层活动ꎮ 文化部牵头搭建国家艺术院团

和地方纵向交流的平台ꎬ 组织国家艺术院团到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建) 城市开

展公益性演出活动ꎬ 将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公共

文化服务领域ꎬ 将高雅艺术送到基层ꎬ 不断提

升群众文化生活品质 (活动方案见附件 ２)ꎮ
(二) 以 “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 为主要

内容ꎬ 广泛开展 ９ 个主题基层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１. “传递书香 见证成长” 公共图书馆志

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参与各级公共图

书馆讲座培训、 图书导读、 读者咨询等各项服

务ꎬ 为读者学习知识创造良好环境ꎮ
２. “精彩生活 幸福使者” 文化馆 (站)

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积极参与群众

文化活动、 开展文艺技能培训、 参加各种文艺

演出ꎬ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提高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ꎮ
３. “共享历史 感受快乐” 博物馆志愿服

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担任讲解员、 参与展

览布展、 协助做好文物档案整理、 开展文物知

识普及活动等ꎬ 让人们在认知和欣赏过程中ꎬ
增长见识ꎬ 陶冶情操ꎮ

４. “感受艺术 美丽心灵” 美术馆志愿服

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担任导览员、 讲解

员ꎬ 参与举办美术讲座ꎬ 普及美术知识ꎬ 提高

大众的审美水平和欣赏能力ꎬ 吸引更多群众走

进美术馆感受艺术的魅力ꎮ
５. “文化惠民 为您服务” 文化惠民工程

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协助做好重大

文化惠民工程的技术支持、 政策宣传、 资源整

理等工作ꎬ 进一步提升建设水平ꎬ 促进共建共

享ꎬ 活跃城乡基层文化生活ꎮ
６. “邻里守望 文化暖心” 关爱重点群体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为空巢老

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志愿服务ꎬ 让困难群众得到

及时的关爱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ꎮ

７. “欢乐节日 爱我中华” 节日纪念日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ꎮ 利用传统节日和纪念日ꎬ 组

织文化志愿者举办文艺演出、 演讲比赛、 诗歌

朗诵等活动ꎬ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８. “文化公益 社会责任” 企业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ꎮ 动员吸纳热心文化工作的企业和非

营利组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ꎬ 参与公益性文化

活动ꎮ 通过企业冠名、 活动宣传、 新闻报道等

方式ꎬ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志愿服

务工作ꎮ
９. “关爱成长 快乐生活” 乡村学校少年

宫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加入乡村学

校少年宫志愿辅导员队伍ꎬ 就近就便组织农村

学生开展文体活动ꎬ 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

化生活ꎬ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ꎮ
(三) 以 “健全组织、 规范管理、 完善机

制” 为主要内容夯实文化志愿服务工作基础

１. 健全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机构ꎮ 全面组建

省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机构ꎬ 推动建立市、 县

级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机构ꎬ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实现各

省区市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

建) 城市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全覆盖ꎮ
２. 规范文化志愿者管理ꎮ 指导公共文化机

构和文化志愿服务组织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及时

发布文化志愿者招募信息ꎬ 广泛吸纳有能力、
有意愿的人士登记注册ꎮ 对文化志愿者开展分

级分类管理ꎬ 研究制定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标准

和服务规范ꎮ
３. 完善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机制ꎮ 加强文化

志愿服务理论研究ꎬ 研究制定鼓励和规范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 维护文化志愿者合法权益、 促

进文化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政策文件ꎮ 进一步

完善招募注册、 供需对接、 培训管理、 服务记

录、 激励保障等工作机制ꎮ
四、 实施步骤
(一) 部署启动阶段 (１—２ 月): 文化部

召开工作推进会议ꎬ 部署 ２０１５ 年文化志愿服务

工作ꎬ 组织 ２ 项示范活动的项目资源推介ꎮ 各

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

３７２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根据工作要求制

定全年活动实施方案ꎬ 广泛发动本地区、 本单

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机构积极参与ꎮ
(二) 具体实施阶段 ( ３—１０ 月):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 ３ 月组织开展 “学雷

锋文化志愿服务月” 活动ꎬ 全面启动实施各

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全国掀起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热潮ꎮ 同步开展文化志愿服务理论研究

和制度设计ꎬ 加强文化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和文

化志愿者突出事迹的宣传工作ꎮ
(三) 总结表扬阶段 (１１—１２ 月):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认真总结全年工作ꎬ
及时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报送总结报告ꎮ 文化

部适时召开总结表扬会议ꎬ 对活动中涌现出的

优秀典型进行表扬ꎮ
五、 工作要求
(一) 加强对文化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领

导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要把开展

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纳入总

体工作部署和年度考评指标ꎬ 切实加强组织指

导和统筹推动ꎬ 确保工作顺利实施、 取得

实效ꎮ
(二) 加大对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和

推广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要同

步策划活动宣传方案ꎬ 充分运用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站、 手机报等新兴媒

体ꎬ 采取动态报道、 评论报道以及专题报道、
系列报道等多种宣传方式ꎬ 充分展现活动成

果和志愿者风采ꎮ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将组

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对重点活动进行实地

报道ꎮ
(三) 加强对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的支持和

保障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要为文

化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ꎮ 在组织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时ꎬ 要为文化志愿者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ꎬ 保障好文化志愿者权益ꎻ
要制定活动安全预案ꎬ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ꎮ 要

对在活动中作出积极贡献的优秀组织和个人给

予适当奖励ꎬ 保护好文化志愿者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ꎮ
联 系 人: 关红雯　 刘亚东　 程韦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８８１７３３　 ５９８８１７２６
５９８８１７７７

电子邮箱: ｓｓｍｉｎｚｕ＠ １２６. ｃｏｍ
特此通知ꎮ

附件:
１.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

愿者边疆行活动方案

２. ２０１５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

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方案

３.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

愿者边疆行活动项目对接确认表

４. ２０１５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

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项目对接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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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
边疆行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援助

力度ꎬ ２０１５ 年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决定继续组

织开展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

行活动 (简称 “春雨工程” 活动)ꎮ 现制定活

动方案如下ꎮ
一、 活动目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围绕各

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主题ꎬ
充分发挥文化志愿服务在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ꎬ 着力加强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和文化人才队伍建

设ꎬ 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ꎬ 促

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ꎮ
二、 活动形式
以 “大舞台”、 “大讲堂”、 “大展台” 为

基本载体ꎬ 通过双向互动形式实施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ꎬ 搭建内地与边疆、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文化帮扶与交流平台ꎮ
(一) 大舞台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深入老少

边穷地区ꎬ 为当地群众提供生动活泼、 形式多

样的文艺演出ꎻ 利用内地文化设施资源ꎬ 为老

少边穷地区优秀文艺团队到内地演出提供

便利ꎮ
(二) 大讲堂ꎮ 组织文化专家学者、 艺术

人才和技术人才等作为文化志愿者ꎬ 赴老少边

穷地区开展专题讲座、 文化策划、 文艺辅导、
技能培训等服务ꎻ 在内地设立培训基地ꎬ 为老

少边穷地区培训基层文化骨干ꎮ
(三) 大展台ꎮ 组织文化志愿者在老少边

穷地区开展文化展览和艺术采风活动ꎻ 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ꎬ 为老少边穷地区提供

数字文化服务ꎬ 支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ꎮ
三、 服务地区和志愿单位
(一) 服 务 地 区ꎮ 内蒙古、 黑龙江、 辽

宁、 吉林、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１２ 省 (区) 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ꎬ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ꎬ 以及其他省的老少边

穷地区ꎮ
(二) 志愿单位ꎮ 内地省 (区、 市) 文化

厅 (局) 和文化部直属单位ꎮ 鼓励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及

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ꎮ
四、 实施步骤
(一) 提出供需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和文化部直属单位分别研究提出文化志

愿服务需求和供给项目ꎬ 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申报ꎻ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整理发布 “文化志愿

服务项目包”ꎮ
(二) 项目对接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组织

开展项目资源推介ꎬ 双方通过充分论证和双向

选择ꎬ 确定拟实施项目和承办单位ꎮ
(三) 签订协议ꎮ 承办单位签订项目协议

并制定实施方案ꎬ 组织开展有关筹备工作ꎮ
(四) 组织实施ꎮ 承办单位根据协议内容

组织实施文化志愿服务项目ꎮ
(五) 督导评估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负责

对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和

绩效评估ꎮ 文化部根据评估结果对表现突出的

单位给予一定奖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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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动保障
(一) 活动经费ꎮ “春雨工程” 活动经费主

要由志愿单位承担ꎬ 文化部根据活动开展情况

给予适当补助ꎮ
(二) 管理考评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

关单位要将活动列入年度工作计划ꎬ 认真制定

活动方案ꎬ 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ꎬ 及时向文化

部公共文化司反馈活动进展情况ꎬ 活动结束后

及时上报活动总结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

关单位参与活动情况将作为文化志愿服务优秀

组织单位评选的重要依据ꎮ
六、 材料报送要求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文化部直属单位要

按照活动方案要求ꎬ 分别研究提出文化志愿服

务需求和供给项目ꎮ 项目要紧密结合边疆民族

地区文化发展需要和群众实际文化需求ꎬ 鼓励

小型轻便、 规模适度、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

项目ꎻ 服务区域要以基层 (县、 乡、 村) 社区

为主ꎬ 重点向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倾

斜ꎻ 项目预算要体现厉行节约、 注重绩效的

原则ꎮ
请内地省 (市) 文化厅 (局) 和文化部直

属单位主动与边疆民族省 (区) 文化厅对接项

目ꎬ 分别填写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程” ———全国

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项目对接确认表» (附件 ３)ꎮ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前将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

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项目对接

确认表» 和项目协议报送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电子版发至邮箱)ꎮ

附件 ２

２０１５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
走基层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质量ꎬ 鼓励高雅艺术走进基层服务群众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决定继续组织开

展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

基层活动 (简称 “大地情深” 活动)ꎮ 现制定

活动方案如下ꎮ
一、 活动目的
坚持 “志愿服务、 需求导向、 自主参与、

多方共赢” 原则ꎬ 将高雅艺术以志愿、 公益的

方式引入基层公共文化建设ꎬ 进一步整合文化

资源ꎬ 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提高群

众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水平ꎬ 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 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ꎬ 让人民群众共享

艺术发展成果ꎬ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ꎮ

二、 活动形式
由文化部搭建平台ꎬ 国家艺术院团作为志

愿单位ꎬ 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

范项目 (创建) 城市作为主要服务地区ꎬ 举办

公益性演出、 艺术辅导和展览ꎮ
三、 志愿单位和服务地区
(一) 志愿单位 (１４ 个)ꎮ
１. 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 (９ 个): 国家京

剧院、 中国国家话剧院、 中国歌剧舞剧院、 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交响乐团、 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央歌剧院、 中央芭蕾舞

团、 中央民族乐团ꎮ
２. 中直国家机关文艺院团 (５ 个): 中央

民族歌舞团、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中国广

播艺术团、 中国铁路文工团、 中国煤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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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ꎮ
(二) 服务地区ꎮ 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为主ꎬ 其他

有条件的地 (市) 级城市可申请参加ꎮ
四、 实施步骤
(一) 申报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根据自身

资源ꎬ 确定参加活动的剧目、 讲座和展览内

容ꎬ 报送文化部公共文化司ꎬ 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整理发布 “国家艺术院团文化艺术服务资

源包”ꎮ
(二) 对接阶段ꎮ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组织

开展项目资源推介ꎬ 协调国家艺术院团与活动

参与城市文化局进行充分沟通和双向选择ꎬ 确

定服务项目ꎬ 双方签订项目协议ꎮ
(三) 实施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

与城市文化局根据协议实施志愿服务项目ꎮ
(四) 总结阶段ꎮ 国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

与城市文化局分别向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提交项

目实施情况总结ꎮ
五、 活动保障
(一) 活动经费ꎮ “大地情深” 活动经费由

活动参与城市承担ꎬ 国家艺术院团的公益演出

劳务费、 演职人员当地食宿费、 往返交通费、
道具运输费等由文化部直接对活动参与城市给

予适当补助ꎮ 活动可采取赠票或公益性票价方

式售票ꎬ 不得采取营业性票价售票ꎮ 观众要重

点向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和残疾人等

重点群体倾斜ꎬ 并通过赠票方式组织观看ꎮ
(二) 管理考评ꎮ 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要加强对活动的协调、 指导和支持ꎻ 国

家艺术院团和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局要将活动列

入年度工作计划ꎬ 制定活动方案ꎬ 明确责任

人ꎬ 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ꎬ 及时向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反馈活动进展情况ꎬ 活动结束后及时上

报活动总结ꎮ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

示范项目 (创建) 城市要把活动开展与推进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 之间联动

合作与资源共享有机结合ꎬ 开展活动情况将作

为创建过程管理的重要考评依据ꎮ
六、 材料报送要求
国家艺术院团要按照活动方案要求认真研

究设计文化艺术服务资源ꎮ 服务资源设计要按

照 “三贴近” 原则ꎬ 既要体现国家院团艺术发

展水平ꎬ 又要切合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ꎬ 注

重群众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水平的普及与

提高ꎮ
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局根据 “国家艺术院团

文化艺术服务资源包” 内容提出需求ꎬ 经本省

(区、 市) 文化厅 (局) 同意后积极与国家艺

术院团对接ꎬ 确定服务项目ꎬ 签订服务协议ꎮ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前将 «２０１５ 年 “大地情

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项

目对接确认表» (附件 ４) 和服务协议报送文

化部公共文化司 (电子版发至邮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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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２０１５ 年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
边疆行活动项目对接确认表

填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服务形式 □大舞台 □大讲堂 □大展台

项目预算 拟实施时间

拟实施地点

志愿者人数 服务对象人数

项目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简介

注: １. 填报单位为各省 (区、 市) 文化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有关文化部直属单位ꎮ
２. 每个项目须单独填表ꎮ
３. 实施时间具体到年月ꎬ 实施地点具体到市、 县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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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２０１５ 年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
走基层活动项目对接确认表

填报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对接院团

项目预算 拟实施时间

拟实施地点

项目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简介

省级文化部门意见

注: １. 填报单位为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局ꎮ
２. 每个项目须单独填表ꎮ
３. 实施时间具体到年月ꎬ 实施地点具体到市、 县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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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司法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５ 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 的通知
公交管 〔２０１５〕 １６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ꎬ 文明办ꎬ
教育 厅、 教 委ꎬ 司 法 厅、 局ꎬ 交 通 运 输 厅

(局、 委)ꎬ 安全监管局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

安局、 文明办、 教育局、 交通局、 司法局、 安

全监管局:
按照 «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 (公通字 〔２０１３〕 ２１ 号) 部

署要求ꎬ 公安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司法

部、 交通运输部、 安全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

«２０１５ 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ꎬ

现印发你们ꎮ 请各地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

划”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明确职责、 细化分工ꎬ
结合本地实际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认真组织实

施ꎬ 并于 １０ 月底前对本省 (区、 市) 工作情

况进行督导考核ꎬ 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先进个

人、 集体、 文明交通示范村、 示范学校等典型

选树工作ꎮ 工作中要认真总结经验ꎬ 努力推动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工作措施常态化、 长效

化ꎮ 各地工作进展情况ꎬ 请及时报全国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ꎮ

２０１５ 年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

为贯彻落实 «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实施

方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 要求ꎬ 进一步巩固实施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成果ꎬ 努力提升全民文

明交通水平ꎬ ２０１５ 年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

工作:
一、 夯实法治文明交通建设基础
１. 强化全社会交通安全普法力度ꎮ 各级司

法行政部门要会同公安、 安全监管、 交通运输

等有关部门ꎬ 采取多种方式强化 «道路交通安

全法»、 «安全生产法»、 «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与道路交

通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ꎬ 创新交通安

全 “五进” 宣传活动ꎬ 进一步强化企业、 单位

交通安全负责人交通安全法律责任意识ꎬ 增强

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

理念ꎮ
２. 强化重点车辆监管和突出违法行为治

理ꎮ 各级公安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 教育、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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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等部门ꎬ 以营运客车、 货车、 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 校车、 农村面包车等五类车辆为重

点ꎬ 大力整治超速超载、 酒驾、 毒驾、 非法运

输、 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ꎻ 持续治理

行人、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和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 违法停车等不文明交通行为ꎮ
３. 强化严重交通违法查纠效能ꎮ 各级公安

部门要依托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和机动车缉

查布控系统ꎬ 及时发现、 预警、 拦截查处违法

车辆ꎬ 精准查纠、 有效防范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ꎮ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公安、 安全监管

等部门贯彻落实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

办法»ꎬ 督促企业严格履行动态监控主体责任ꎬ
严格落实专人值守制度ꎬ 实时分析、 处理车辆

行驶动态信息ꎬ 及时提醒纠正驾驶员超速行

驶、 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ꎬ 促进长途客运行业

规范化ꎬ 切实保障长途客运运输安全ꎮ
４. 强化重点群体交通安全宣传教育ꎮ 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

门ꎬ 在中小学法治及其他课程中增加交通安全

素质培养和教育内容ꎬ 组织中小学文明交通课

外实践活动ꎬ 鼓励设置交通安全校本课程ꎬ 保

证每学期不少于 ２ 课时交通安全课程ꎬ 完善中

小学校外辅导员制度ꎬ 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

自我防护能力ꎻ 各级交通运输、 公安等部门要

结合 “道路运输平安年” 活动要求ꎬ 强化营运

车辆驾驶人交通安全警示教育ꎬ 切实提高驾驶

人法治意识、 安全意识、 驾驶技能和应急处置

能力ꎮ
５. 强化交通安全宣传阵地建设ꎮ 各有关部

门要结合不同受众群体、 不同地域特点ꎬ 加强

客运场站、 交管业务窗口等宣传阵地建设ꎬ 张

贴、 发放主题鲜明的交通安全宣传资料ꎻ 加强

广播、 电视、 网络等音视频阵地建设ꎬ 持续创

作质量上乘的交通安全宣传品ꎬ 吸引交通参与

者关注ꎻ 充分发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作

用ꎬ 深化重点群体常态化主题宣教活动ꎮ
６. 强化互联网多渠道宣传告知服务ꎮ 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拓展部门官方网站、 服务热

线、 微信微博平台、 ＡＰＰ 客户端等平台服务功

能ꎬ 为群众提供业务办理、 信息查询、 警务公

开、 安全提示告知等综合性服务ꎬ 提高服务质

量和效率ꎮ
二、 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１. 深入开展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

宣传ꎮ 各有关部门要将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日”
作为提升全民文明交通意识的重要抓手ꎬ 积极

会商ꎬ 共同谋划ꎬ 提前组织ꎬ 推出线上线下系

列主题活动ꎬ 多角度多媒体引导舆论关注ꎬ 拓

展 １２２ “全国交通安全日” 的社会知晓度及活

动实效性ꎬ 进一步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法治意

识、 文明意识、 安全意识ꎮ
２. 深入开展 “中国好交警中国好司机”

等典型选树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 交通运输等

部门要继续挖掘、 推举一批在交通安全方面具

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先进人物ꎬ 打造 “中国好交

警中国好司机” 品牌ꎬ 倡导文明驾驶理念ꎬ
提高文明、 规范执法水平ꎬ 释放正能量ꎬ 推动

交通安全文化深入传播ꎬ 形成人人争学典型的

良好氛围ꎮ
３. 深入开展 “防事故、 保安全” 等主题

系列活动ꎮ 各级公安、 交通运输、 文明办等部

门要在主要客货运场站、 高速公路收费站、 旅

游景区、 服务区、 大型停车场等场所组织开展

“降速五公里、 我参与我安全” 主题活动ꎬ 号

召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为安全降速ꎬ 为文明降

速ꎮ 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组织开展 “系上安

全带、 一路保平安” 的主题宣传活动ꎬ 号召机

动车驾乘人员系好 “生命之带”ꎮ 在县乡、 农

村等地区大力开展 “送头盔下乡、 保安全出

行” 主题活动ꎬ 提升农村交通参与者安全意

识ꎬ 提高摩托车驾驶人头盔佩戴率ꎮ
４. 深入开展文明交通 “百城百台大联播”

等活动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 交通运输等部门

要继续完善 “百城百台大联播” 工作机制ꎬ 进

一步加强各地交通广播ꎬ 交通电视、 移动电视

的联动ꎬ 强化区域协作ꎬ 及时发布本地及相邻

省份主要高速公路、 国道路况信息及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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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急疏导措施ꎬ 及时公布事故案例ꎬ 以案释

法ꎬ 警钟长鸣ꎮ 在交通管理法律法规出台、 重

大交通管理政策发布以及春运、 五一、 十一等

重要时间节点强化全国宣传联动ꎬ 扩大覆盖

面ꎬ 实现宣传资源优势互补和优化配置ꎮ
５. 深入开展 “指尖上的文明交通” 等新

媒体互动宣传ꎮ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和发挥

微博、 微信、 微视和客户端等 “三微一端” 新

媒体平台 “速度快、 传播广、 参与度高” 的传

播优势ꎬ 将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ꎬ 开展 “指尖

上的文明交通” 等媒体主题活动ꎬ 普及交通安

全常识、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ꎬ 强化安全防

护意识ꎬ 弘扬文明交通正能量ꎮ
６. 深入开展 “交通违法行为大曝光” 等

活动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等部门要联合开展

“交通违法我监督” “文明出行我点赞” “交通

隐患整改我建言” 等随手拍、 提建议等活动ꎬ
制定并落实群众举报奖励制度ꎬ 鼓励、 发动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道路交通安全工作ꎬ 并对举报

属实的给予奖励ꎬ 不断扩大群众基础ꎬ 强化社

会监督ꎮ
三、 推动交通安全宣传社会化进程
１. 促进文明交通志愿服务规范化ꎮ 各级文

明办、 公安等部门要结合文明交通志愿者招募

及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岗创建活动ꎬ 完善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活动工作计划ꎬ 加强对志愿者队伍

及各项活动的日常管理和考核ꎬ 不断完善文明

交通志愿服务长效工作机制ꎮ
２. 促进 “交通安全诚信体系” 建立ꎮ 各

有关部门要探索建立公民和单位文明交通信用

电子档案ꎬ 将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责任事故信

息与企业、 个人信用关联ꎬ 并逐步推广文明交

通信用记录与职业准入、 个人信贷、 车辆保

险、 评优评先等挂钩的做法ꎬ 对交通失信行为

人实施相应惩戒ꎮ 商业车险改革试点地区要积

极会同保险公司ꎬ 将交通违法行为记录与商业

车险费率相挂钩ꎮ
３. 促进交通安全公益宣传常态化ꎮ 各级文

明办要将交通安全公益宣传纳入树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整体公益宣

传计划ꎬ 深化文明交通公益广告制作、 征集、
刊播活动ꎬ 使广播、 电视、 报刊、 网络等媒体

刊播交通安全公益广告成为工作 “新常态”ꎬ
进一步突出公益宣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ꎬ 引发

交通参与者共鸣ꎬ 倡导文明交通新风尚ꎮ
４. 促进社会组织、 团体、 企业深度参与ꎮ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拓展 “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覆盖面和影响力ꎬ 利用共青团、 妇联、 工会等

组织和团体的力量ꎬ 推动社会共治ꎬ 组织社

区、 企业、 单位、 志愿者、 学生等广泛参与交

通安全宣传ꎮ 充分利用车辆生产企业、 驾培机

构、 车辆销售企业、 保险公司、 车友会等优势

资源ꎬ 开展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ꎬ 组织事

故当事人宣讲ꎬ 举办交通安全海报、 摄影、 警

言警句征集等文明交通宣传活动ꎮ
四、 着力加强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传

力度
１. 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安全工作融入新农村

建设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等部门要积极争取领

导重视和政策支持ꎬ 将推进农村文明交通进程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强民风建设和环境

整治相结合ꎬ 将农村交通安全工作纳入 “美丽

乡村建设” 重点工作并完善考评体系ꎬ 建立适

应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交通安全管理体制、
机制ꎮ

２. 大力培训农村交通安全协管员ꎮ 各级公

安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农村交通安全协管

员工作手册ꎬ 并在 ２０１５ 年内完成全员培训ꎬ 提

升农村交通安全协管员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

心ꎬ 提升农村交通安全协管员交通安全知识及

劝导教育水平ꎮ 要通过财政专项资金保障、 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ꎬ 统筹解决农村交通安全协

管员宣传劝导、 人员经费保障等问题ꎬ 切实发

挥农村交通安全协管员作用ꎮ
３. 大力完善农村交通安全宣传设施建设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部门要结合农村交通安全劝

导站和农村文化广场建设ꎬ 不断建立完善农村

交通安全宣传设施ꎬ 在村口、 集市设置固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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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ꎬ 增加农村大喇叭安装率ꎬ 并采取设置警示标

志等方式ꎬ 增强对隐患道路危险的宣传提示ꎮ
４. 大力创新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内容及手

段ꎮ 各级文明办、 公安部门要为农村地区创

造、 提供多样的交通安全宣传品ꎬ 制作丰富有

趣的音视频内容、 详尽实用的文字资料ꎬ 利用

农村大喇叭、 农村广播电视、 交通安全流动宣

传车等途径ꎬ 通过送电影下乡、 邮政进村及发

送交通安全提示短信等多种方式进村入户开展

有效宣传ꎮ

全国妇联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庆祝 ２０１５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的联合通知
妇字 〔２０１５〕 ２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文明办、 团委、
教育 厅 ( 教 委 )、 民 政 厅 ( 局 )、 文 化 厅

(局)、 卫生计生委、 新闻出版广电局:
２０１５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ꎬ 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

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根据中央关于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ꎬ 今年六一将以

教育引导儿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传承和弘扬良好家风家教为重点ꎬ 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ꎬ 让儿童度过一

个幸福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ꎮ
一、 积极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 主题实践活动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文明办、 教

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关于运用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要求ꎬ 抓住庆祝六

一国际儿童节的时间节点ꎬ 集中开展 “学习和

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ꎮ 要对近年来本地涌现的

美德少年先进事迹进行梳理ꎬ 组织新闻媒体在

六一期间集中宣传报道ꎬ 中央主要媒体将重点

宣传报道 １０ 个左右美德少年典型事迹ꎮ 要通过

组织网上学习留言、 网下与美德少年座谈交

流、 学习心得展示ꎬ 举办主题班 (队) 会ꎬ 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心中有祖国、 心中

有他人”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等符合儿童特

点、 贴近儿童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主题实践活

动ꎬ 面向儿童深入浅出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三个倡导” ２４ 个字ꎬ 引导儿童崇德向

善ꎬ 学习身边的榜样ꎬ 从自身做起ꎬ 从生活点

滴入手ꎬ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ꎬ 帮

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ꎮ
节日期间全国妇联将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 “童
心接力中国梦、 争做中华好少年” 主题游园活

动ꎬ 展示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 双有活

动成果ꎬ 开展儿童阅读大讲堂、 儿童图书公益

捐赠、 绘本故事会等阅读体验和探索体验

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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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力开展家风家教宣传展示活动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以传承和弘

扬良好家风家教为主题的亲子互动活动ꎮ 通过

深入学校、 家庭、 社区集中开展 “我爱我家”
家庭情景剧展示活动ꎬ 动员更多的家庭演自己

或身边的家教故事ꎬ 教育儿童传承和弘扬尊老

爱幼、 勤俭节约、 明事知礼等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ꎬ 引导家长注重家风的传承ꎬ 以好的家风支

撑起好的社会风气ꎮ 组织开展 “每天半小时、
书香伴成长” 亲子阅读活动ꎬ 并作为家庭建设

的重要内容ꎬ 倡导家长和孩子把亲子阅读作为

家庭基本生活方式ꎬ 每天共同阅读半小时ꎬ 让

孩子在亲子阅读中感受家庭的和谐、 读书的魅

力ꎮ 全国妇联将在节日期间集中宣传 １０ 位教子

有方的好妈妈好爸爸典型ꎬ 组织开展家教故事

微视频征集展示等好妈妈好爸爸好家教宣传展

示活动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于六一前夕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ꎬ 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以 “传承革命精神、 弘扬红色文化” 为

主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等主题读书

活动ꎮ
三、 集中开展特殊困境儿童关爱帮扶

活动
节日期间ꎬ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的救助帮扶、 关爱慰问活动ꎬ 特别关

注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流浪儿童、 重残重病儿

童、 孤儿及贫困家庭儿童等特殊困境儿童群

体ꎬ 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的关怀ꎮ 要依托已建立的 １１ 万多个社区 (村)
的儿童之家、 儿童快乐家园以及 ３ 万多个乡村

少年宫等儿童活动阵地ꎬ 针对留守流动儿童等

特殊困境儿童的实际需求ꎬ 组织开展留守儿童

与父母 “网上团聚、 欢度六一” 等富有特色、
符合儿童特点和需求的关爱帮扶活动ꎬ 增进亲

子间的亲情沟通以及同伴交流ꎬ 引导儿童做阳

光健康、 自信快乐的人ꎮ 全国妇联在节日期间

将在全国陆续捐建一批儿童快乐家园、 安全应

急体验教室等ꎮ 继续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共同实

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ꎬ 为 １３７ 万贫困

地区婴幼儿发放营养包ꎮ
四、 努力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条件
节日期间ꎬ 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

各类法制安全教育活动ꎬ 培养儿童的法制观念、
规则意识及道德素养ꎬ 让遵纪守法和弘扬美德

的观念从小植根于心灵深处ꎮ 要协调新闻媒体

聚焦儿童发展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 通过集中开展媒

体走基层采访活动ꎬ 刊播公益广告、 刊发专版专

栏等形式ꎬ 注重发挥微博、 微信、 微视频等新媒

体载体作用ꎬ 大力宣传国家维护儿童权益的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ꎬ 宣传各地、 各部门推进

儿童发展的显著成效ꎬ 在全社会倡扬儿童优先、
尊重儿童、 保护儿童的良好风尚ꎮ 要组织具有思

想内涵、 积极向上、 符合儿童特点的各类主题游

园、 文化展演、 文体娱乐等活动ꎬ 努力营造儿童

欢度节日的浓厚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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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进一步做好志愿助残工作的通知
残联发 〔２０１５〕 １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

联、 文明办、 民政厅 (局)、 团委ꎬ 黑龙江垦

区残联:
近年来ꎬ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

界的关心支持下ꎬ 我国志愿助残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ꎮ 志愿助残社会氛围日益浓厚ꎬ 志愿助残

服务已成为满足残疾人基本需求的有益补充ꎬ
广大残疾人得到温暖贴心的帮助ꎮ 志愿助残服

务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ꎬ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目前志愿

助残工作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 志愿助残社

会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ꎬ 长效机制尚不健全ꎬ
服务能力和专业水平还不够高ꎬ 与残疾人的迫

切需求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国务院印发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ꎬ 要求

“广泛开展志愿助残服务”ꎬ 并就健全志愿助残

工作机制、 广泛开展群众性助残活动作出明确

部署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 中央文明委召开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ꎬ 就紧

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作出部署ꎬ 并就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提

出明确要求ꎮ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

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 要求和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精神ꎬ

进一步做好志愿助残服务工作ꎬ 现就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ꎮ
一、 切实将志愿助残纳入志愿服务工

作大局
志愿助残服务是我国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 各地要紧紧抓住当前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机

遇ꎬ 在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的指导规划下ꎬ
将志愿助残纳入志愿服务工作总体规划ꎬ 统筹

实施ꎬ 全面推进ꎮ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部署志

愿助残工作ꎬ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ꎬ 把为残疾人

提供服务作为全面推广志愿服务的有效途径和

重要领域ꎻ 要特别注重在社会关注、 残疾人急

需、 志愿者能为的领域设计项目、 整合资源ꎬ
纳入部门工作大局ꎬ 融入城乡社区治理ꎬ 积极

开展志愿助残服务ꎮ 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ꎬ 形

成强大合力ꎬ 切实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ꎬ
参与社会发展ꎬ 实现全面小康ꎮ

二、 着力构建志愿助残长效机制
各地要高度重视志愿助残工作的制度建

设ꎬ 积极制定和完善志愿助残的招募注册、 服

务记录、 权益维护、 评估监督、 表彰奖励等制

度和相关政策措施ꎬ 不断提升志愿助残工作的

制度化、 规范化、 专业化水平ꎮ 要建立健全助

残志愿服务组织培育机制ꎬ 加强各级助残志愿

者协会建设ꎬ 发展壮大助残志愿者队伍ꎮ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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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残志愿者和助残志愿服务组织的日常管理ꎬ
积极建立志愿服务常态化、 科学化工作机制ꎮ
要依法维护助残志愿者和助残志愿服务组织的

合法权益ꎬ 为他们开展志愿助残服务提供相应

保障ꎮ 相关行业要按照 “典型示范、 重点扶

持、 全面推进” 的原则ꎬ 积极引导本系统内项

目资金等资源ꎬ 用于支持开展志愿服务的保

险、 交通、 培训等工作ꎮ
三、 深入推进 “邻里守望” 志愿助残

活动
开展 “邻里守望” 志愿助残服务公益行

动ꎬ 经常性组织社区居民开展 “为残疾人办件

事” 活动ꎮ 主动走近残疾人ꎬ 了解残疾人ꎬ 从

小事做起ꎬ 从身边做起ꎬ 从邻里做起ꎬ 主动搭

把手ꎬ 献出一份爱ꎮ 帮助卧床的重度残疾人洗

澡、 晒太阳ꎬ 出趟门、 打扫卫生ꎻ 陪盲人逛商

场、 看病ꎬ 去银行、 看电影、 游公园ꎻ 陪残疾

小伙伴一起上学ꎬ 为残疾学生做家教辅导ꎬ 为

残疾老人提供亲情陪伴ꎬ 与残疾朋友聊聊天ꎻ
为残疾人办讲座、 做咨询ꎬ 搞互助健身活动ꎻ
送实用图书ꎬ 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服务ꎬ 实现

一次小愿望ꎮ 积极动员农村青年为农村残疾人

特别是残疾青少年提供亲情陪伴、 课业辅导、
安全自护和生活、 救助等志愿服务ꎮ 大力倡导

帮助残疾人人人可为、 事事可为、 时时可为的

理念ꎬ 让志愿助残成为每一位公民的自觉

行动ꎮ
四、 积极搭建志愿助残服务平台
充分运用已经建成的 “温馨家园” “阳光

之家” “老年之家”、 康复机构、 托养机构、 就

业服务机构、 扶贫基地等志愿助残服务平台ꎬ
为志愿者开展志愿助残服务提供场所ꎮ 有条件

的地区ꎬ 应在已有平台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拓展

服务领域和内容ꎬ 创新开发特色助残服务ꎮ 要

充分发挥社区在志愿助残服务中的主导作用ꎬ
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专业服务机构、 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区残协ꎬ 健全和完善志愿助残服

务功能ꎮ 要拓展志愿助残服务领域ꎬ 推动高

校、 企业、 乡镇和社区广泛建立助残志愿服务

组织ꎬ 全方位搭建志愿者、 残疾人和助残服务

项目的对接平台ꎮ
五、 组织动员专业技术人员为残疾人

提供专业志愿服务
充分动员各行各业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志愿

助残ꎬ 鼓励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者运用专

业理念、 知识和方法从事相关专业的志愿服

务ꎬ 如医务工作者为残疾人开展义诊、 提供医

疗、 康复志愿服务ꎬ 法律工作者为残疾人提供

法律援助ꎬ 教育工作者为残疾青少年提供送教

助学等志愿服务ꎮ 鼓励通过项目招聘、 购买服

务等方式吸引社会工作人才ꎬ 为残疾人提供心

理疏导、 就业辅导、 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ꎻ 大

力推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员带志愿者的

服务方式ꎬ 组织志愿者在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技

术人员的带领和安排下ꎬ 开展有针对性的志愿

服务ꎬ 不断提升志愿助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ꎮ
六、 充分发挥广大青少年助残志愿者

的生力军作用
广大青少年是志愿助残服务的生力军ꎬ 是

志愿助残最活跃的力量ꎮ 各级共青团组织、 少

先队要充分发挥先锋引领作用ꎬ 积极动员广大

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开展志愿助残服务ꎬ 纳入

“三下乡” 等大、 中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中ꎬ 深入推进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

动”ꎬ 深入开展少先队 “红领巾助残” 活动ꎬ
重点围绕日常照料、 就业支持、 支教助学、 文

体活动、 爱心捐赠等方面开展志愿助残服务ꎬ
为更多的残疾人提供经常性、 个性化的贴心帮

助ꎬ 解决残疾人的实际困难ꎮ 引导青年团员、
少先队员在志愿助残服务中ꎬ 把志愿助残过程

变为自我教育培养、 自我成长进步的过程ꎬ 学

习残疾人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的精神ꎬ 感受生

命的精彩ꎬ 培养不惧困难、 勇往直前的勇气和

信心ꎮ
七、 做好服务对接工作
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掌握残疾人的具体困

难和服务需求ꎬ 建立登记制度ꎬ 定期向志愿服

务组织和志愿者发布ꎬ 为志愿者提供服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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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ꎬ 为残疾人提供服务信息和渠道ꎬ 积极做好

志愿者与残疾人之间的对接工作ꎬ 组织实施一

批门槛低、 易操作、 广覆盖的志愿助残项目ꎬ
使残疾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ꎮ 建立残疾人需

求信息数据库和志愿者服务信息数据库ꎬ 完善

服务对接机制ꎬ 实现需求与服务的顺畅对接ꎮ
八、 加大志愿者培训力度
因地制宜制定志愿者培训规划ꎬ 对志愿者

开展培训ꎮ 针对助残服务特点ꎬ 根据志愿者的

服务意愿与能力特长ꎬ 结合残疾人的特定需

求ꎬ 举办各类志愿助残培训班ꎬ 对志愿者进行

助残服务技巧、 礼仪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培训ꎬ 切实把助残志愿者的岗前培训抓实抓

好ꎬ 提高志愿助残的服务质量与专业水平ꎮ 加

强助残志愿者骨干的培训ꎬ 使他们成为志愿服

务的中坚力量ꎮ 建立助残指导员培训机制ꎬ 通

过资质认证ꎬ 发展助残指导员队伍ꎮ
九、 建立健全考核评估体系
逐步建立健全志愿助残服务的反馈、 监督

和评价模式ꎬ 加强考核体系、 评估体系建设ꎮ
要把志愿助残工作与践行群众路线、 推进扶贫

攻坚紧密结合ꎬ 作为评选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各地精神文明

建设与残疾人工作考核测评ꎮ 广泛开展 “志愿

助残阳光基地” “志愿助残阳光使者” 等典型

的推选、 命名ꎮ 完善注册志愿者服务时间储

存、 互助服务、 服务回馈等制度ꎬ 建立科学有

效的评价激励机制ꎮ 逐步建立志愿者星级认定

制度ꎬ 根据助残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服务质

量ꎬ 对志愿者给予相应的星级认定ꎮ
十、 努力营造全社会志愿助残的良好

氛围
加大残疾人事业和志愿助残服务的宣传力

度ꎬ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ꎬ 广泛传

播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ꎬ 普及志愿服务理念

和知识ꎬ 提升公众对志愿助残服务的认识ꎬ 吸

引更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志愿助残服务ꎮ 结

合 “学雷锋纪念日” “全国助残日” “国际残

疾人日” “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主题日” 等相关

主题活动ꎬ 组织开展志愿助残服务ꎬ 采取形式

多样的宣传方式ꎬ 营造全社会理解、 关心、 支

持志愿助残的良好氛围ꎬ 引导更多社会公众从

身边做起ꎬ 从点滴做起ꎬ 真诚为身边每一位需

要帮助的残疾人提供志愿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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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铁路总公司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食安办 〔２０１５〕 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

品安全办、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教育局)、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公安厅 (局)、 农业

(农牧、 畜牧兽医、 农垦、 渔业) 厅 (局、 委、
办)、 商务厅 (局)、 卫生计生委 (卫生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市场监管部门)、 质量技术

监督局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新闻出版广电

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保

监局、 粮食局、 团委、 科学技术协会ꎬ 各铁路

局ꎬ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办公厅

(室):
根据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２〕 ２０ 号) 和 «食品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食安办

〔２０１１〕 １７ 号) 的有关要求ꎬ 暂定于 ６ 月 １６ 日

至 ７ 月 ２ 日举行 ２０１５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ꎮ 为切实做好宣传周筹备工作ꎬ 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ꎮ

一、 活动主题
２０１５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

“尚德守法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法治化水平”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ꎮ 提升食品安全法治化水平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从根本

上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ꎮ 一方面要将食品

安全治理纳入法治轨道ꎬ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

式ꎬ 科学配置、 落实监管权力和责任ꎻ 另一方

面ꎬ 要积极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与社会多元主体

在法治框架下协同共治ꎬ 优化行业诚信的内生

经济基础和市场机制ꎬ 进一步畅通社会监督与

消费维权渠道ꎬ 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参与食品安

全治理的巨大潜能ꎬ 形成良性互动ꎬ 共享治理

成果ꎮ
二、 宣传重点
(一) 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８８２



法规文件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ꎮ 注意突出宣传周主题ꎬ
紧扣法治与诚信两大宣传主线ꎮ

(二)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贯、 研

讨交流、 教育培训ꎬ 推动各级特别是基层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ꎬ 推进信息

公开ꎬ 提高依法行政、 监管执法水平ꎮ
(三) 引导食品企业及从业人员学法、 知

法、 守法、 用法ꎬ 强化主体责任意识ꎮ 大力宣

传遵法守信典型ꎬ 推进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

设ꎬ 弘扬尚德守法的行业风气和价值取向ꎮ
(四) 引导社会各界参与食品安全普法宣

传和科学知识普及ꎬ 增强社会监督意识ꎬ 提高

维权能力和科学素养ꎬ 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氛围ꎮ
三、 活动安排
(一) 中央层面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

１７ 部门、 单位组织开展ꎬ 共同制定 «中央层面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见附件)ꎮ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方案要求组

织开展活动ꎮ
(二) 地方层面ꎮ 各级食品安全办要联合

同级有关部门、 单位ꎬ 在 ６ 月 １６ 日同步举行宣

传周分会场活动ꎬ 并参照中央层面活动方案中

“部委主题日” 的形式ꎬ 结合本地区实际和特

色ꎬ 组织开展宣传周活动ꎮ
(三) 社会层面ꎮ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

动员和指导各类社会团体、 市场主体、 专业机

构ꎬ 面向广大消费者、 从业者和媒体记者ꎬ 深

入开展法治、 诚信和科普主题宣传活动ꎮ
四、 活动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ꎮ 要建立各级食品安

全办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和单位各负其责、 全

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ꎮ 要加强人员和经费

保障ꎬ 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并形成规模声

势ꎮ 要同步部署消防、 交通、 防踩踏等安全防

护措施ꎬ 排查消除隐患ꎬ 落实应急预案ꎬ 严防

事故发生ꎮ
(二) 增强活动实效ꎮ 要使用统一的 “全

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标志ꎮ 要做好宣传报道

和新闻服务ꎬ 切实形成全媒体全覆盖格局ꎮ
要注意紧扣传播规律和公众关切ꎬ 积极融合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ꎬ 不断丰富和完善

宣传思路手法ꎮ 要加强宣传周期间的相关舆

情监测ꎬ 及时研判ꎬ 稳妥发布ꎬ 确保舆论环

境平稳有序ꎮ
(三) 严肃会风会纪ꎮ 要严格遵守中央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ꎬ
厉行勤俭节约、 轻车简从ꎬ 严禁铺张浪费、 大

讲排场和形式主义ꎮ
(四) 及时总结成效ꎮ 请各地区、 各有关

部门将本地区、 本部门的宣传周工作方案电子

版于 ５ 月 ２９ 日前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ꎮ 要注意

总结宣传周活动的成效和经验ꎬ 总结报告电子

版于 ７ 月 １３ 日前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ꎮ
联系人: 杜婧举　 胡　 昊

电　 话: ８８３３０４３３　 ８８３３０４８３　 ８８３３０４０４
(传真)

邮　 箱: ＣＦＤＡ０４０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附件: 中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

活动及分工方案

附件

中央层面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一、 宣传周主场活动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ꎬ 在北京举行 “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 主场活动ꎻ 国务院领导同志ꎬ 有关

部门、 单位负责同志ꎬ 新闻媒体、 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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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构、 国际组织等各界代表参会ꎮ (国务

院食品安全办、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

生委、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互联网信息办、 中国

保监会、 国家粮食局、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

协、 铁路总公司主办ꎬ 经济日报社、 中粮集团

承办ꎬ 中国经济网执行承办)
二、 第七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ꎬ 宣传周主场活动之后即举

行 “第七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 (主论坛)ꎬ 有

关部门、 单位负责同志及特邀嘉宾围绕宣传周

主题进行演讲ꎮ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ꎬ 举行多个主题

的分论坛活动ꎬ 有关部门、 单位司局负责同志

及特邀嘉宾参与交流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工商总

局、 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 互联网信息办、 中国保监会、 国家

粮食局、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 铁路总公司

主办ꎬ 经济日报社、 中粮集团承办ꎬ 中国经济

网执行承办)
三、 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
６ 月 １６ 日ꎬ 启动为期两个月的 “食品安全

网络 知 识 竞 赛 通 过 移 动 终 端 应 用 软 件

(ＡＰＰ) ——— “食事药闻” 搭建参赛平台ꎬ 实

时统计分析网民答卷ꎬ 筛选错误率较高的食品

安全认知误区ꎬ 由权威专家进行解读ꎬ 有针对

性地引导广大公众科学认知食品安全问题ꎮ 知

识要点制作漫画、 信息图等可视化科普作品ꎬ
并结集出版 «食品安全百问百答»ꎮ (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指导ꎬ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办ꎬ 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承办)
四、 第三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

技术展览会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１３ 日ꎬ 举办 “第三届中国国

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ꎬ 主题为 “民
生责任创新”ꎮ 国内外食品生产流通、 技

术研发、 设备制造企业将通过现场演示、 互动

体验等方式ꎬ 集中展示食品安全控制、 检测、
追溯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应用设备ꎮ (国
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经济日报社主办ꎬ 中国

经济网承办)
五、 食品安全新媒体传播技能公开课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７ 日ꎬ 举办 “应用大数据助

力新食局” 新媒体传播技能公开课ꎬ 邀请食品

安全领域重点媒体记者、 科技专家和管理人员

参加ꎬ 围绕近年来食品安全热点话题和认知误

区ꎬ 培训大数据挖掘和新闻可视化技能ꎬ 提升

食品安全新闻报道、 科普宣传的监督和传播效

果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南方周末报社

主办ꎬ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支持)
六、 食品安全系列电视片
摄制食品安全访谈节目ꎬ 围绕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ꎬ 组织部门人员、 专家学者、 企

业代表和社会公众交流研讨ꎬ 深入解读新法亮

点和实践意义ꎻ 摄制食品安全系列科普片ꎬ 全景

展示现代化食品科技和工业发展在保障食品安

全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宣传周期间ꎬ 将在中央电视

台经济频道和科教频道 «对话»、 «走近科学»
等栏目播出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中央电

视台主办ꎬ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支持)
七、 食品安全自媒体训练营
６ 月 １７ 日ꎬ 举办 “中国食品安全 ３０ 人论

坛” ———自媒体训练营ꎬ 组织论坛成员专家和

传媒领域、 监管部门专业人士ꎬ 与知名微博、
微信账号主创者开展交流培训ꎬ 研学专业知

识ꎬ 探讨传播规律ꎬ 提高自媒体参与食品安全

社会监督的科学素养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

导ꎬ 经济日报社主办ꎬ 中国经济网承办)
八、 食品安全校园行
启动食品安全校园行公益行动ꎬ 组织食品

安全科普工作者和高校科普服务志愿者队伍深

入学校ꎬ 通过校园公开课、 科普书籍发放、 现

场竞赛答题等方式ꎬ 提升青少年学生、 教职人

员、 学生家长的食品安全科学认知水平ꎬ 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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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指导ꎬ 经济日报社主办ꎬ 中国经济

网承办)
九、 食品安全超市行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７ 月 ２ 日ꎬ 围绕食品消费集中

的大型连锁餐饮、 商超ꎬ 利用 “货架标签”、
“餐盘垫纸” 等零售端载体ꎬ 统一制作张贴食

品安全科普 “小贴士”ꎬ 为广大公众提供近距

离的食品安全消费指导ꎬ 提示常见误区ꎬ 破解

不实传言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商务部指导ꎬ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ꎬ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支持)
十、 食品安全创意科普视频工作坊
７ 月 １ 日至 ２ 日ꎬ 组织有关部门单位科普

宣传工作者开展食品安全视频策划创作培训ꎬ
通过案例分析、 实战演练ꎬ 指导学员掌握微视

频、 公益广告、 科普电视片从创意策划到后期

制作的技能技巧ꎬ 提升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

能力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指导ꎬ 清华大学食

品药品安全可视化传播基地主办)
十一、 部委主题日
(一) 铁路总公司 (６ 月 １７ 日)
１. 举办 “舒心旅途 　 放心食品” 活动ꎬ

以武汉站为起点站ꎬ 在北京、 上海、 重庆、 广

州四个方向开出的 ４ 组列车上ꎬ 同步开展站车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信用评级和科普宣传ꎮ
２. 开展 “食品安全监管网络行动”ꎬ 全路

站车卫生监察统一行动ꎬ 驻站督导检查站车食

品安全ꎮ
３. 各铁路局在省会车站设置食品安全宣传

台ꎬ 开展食品安全咨询服务和科普宣传ꎬ 集中

播放铁路食品安全宣传片ꎮ
４. 结合铁路食品经营与监管特点ꎬ 组织开

展食品安全技术推广活动ꎬ 宣传食品企业自主

检测技术、 餐车餐饮具消毒技术规范、 铁路站

段食品信息管理系统等ꎮ
(二) 商务部 (６ 月 １８ 日)
１. 开展追溯体系公益宣传ꎬ 投放公益宣传

片、 宣传手册、 海报等宣传品ꎬ 帮助人民群众

深入了解追溯体系的功能与作用ꎬ 积极支持和

参与追溯体系建设ꎬ 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和倒逼机制ꎮ
２. 开通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微信公众平台ꎬ

向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ꎬ
及时发布政策、 新闻信息ꎬ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交流互动平台ꎮ
３. 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和体验活动ꎬ 会

同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

心、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等单位ꎬ 举办食品

安全超市行等集中宣传和消费者体验活动ꎮ
(三) 中国科协 (６ 月 １９ 日)
１. 开展 “食品安全走进网络购物” 活动ꎬ

与网络消费平台合作ꎬ 在食品售卖页面传播食

品安全科普知识ꎮ
２. 举办 “食品安全———走进食品工业”

主题活动ꎬ 组织北京、 上海、 天津、 成都、 烟

台等地食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ꎬ 接待

公众实地参观ꎬ 加深对现代化食品工业的直观

了解ꎮ
３. 举办食品安全科普动画创作大赛ꎬ 通过

移动端等新兴媒体宣传推广优秀作品ꎮ
４. 制作食品安全科普动画视频ꎬ 在网络平

台、 城市电视、 地铁公交移动媒体反复播放ꎮ
５. 集中推介食品安全优秀科普读物ꎬ 并转

化为电子版ꎬ 通过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渠道

推广ꎮ
(四) 公安部 (６ 月 ２３ 日)
１. 举办第二届 “食品安全刑事保护论

坛”ꎬ 围绕当前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新形势、 法

律适用、 行刑衔接等深入开展研讨交流ꎬ 进一

步形成工作合力ꎬ 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ꎮ
２. 集中公布一批食品安全大案要案ꎬ 开展

警示教育ꎬ 震慑不法分子ꎻ 组织新闻媒体制作

典型案例音视频节目ꎬ 在宣传周期间集中

播发ꎮ
(五) 国家粮食局 (６ 月 ２４ 日)
１. 举办 “粮食安全在身边” 公众宣传活

动ꎬ 发放粮食质量安全科普宣传手册ꎬ 组织

“放心粮油” 企业展示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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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产品ꎬ 开展咨询服务ꎬ 普及科学知识ꎮ
２. 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科普讲座、 实验室开

放等活动ꎬ 解读粮油质量安全检验对保障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ꎬ 演示仪器操作和鉴别方法ꎬ 邀

请公众动手体验和互动交流ꎮ
３. 组织 “放心粮油” 连锁店开展宣传

活动ꎮ
(六) 农业部 (６ 月 ２５ 日)
１. 走进农产品生产基地ꎬ 组织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现场宣传活动ꎬ 采取现场咨询和曝光

典型案例的方式ꎬ 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和

诚信意识ꎬ 普及标准化种植养殖知识ꎬ 交流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典型经验做法ꎮ
２. 编写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材料ꎬ 制作播

放纪录片 «从农田到餐桌»ꎬ 普及农产品安全

消费知识ꎬ 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判断能力ꎬ 引

导公众科学消费ꎮ
３. 组织各地农业系统配合开展开放日活

动ꎬ 组织开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验室公众开

放日”、 “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有奖竞答” 等活

动ꎬ 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ꎮ
４. 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成员在中国

农业信息网、 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专栏ꎬ
对农兽药残留、 动植物生长激素、 储藏保鲜等

热点问题进行科普解读ꎬ 回应社会关切ꎮ
５. 组织专家分赴各地ꎬ 开展农产品种植养

殖环节田间指导ꎮ 对生产经营者开展农业标准

化生产、 农兽药规范使用、 生产记录档案、 储

藏保鲜、 包装标识等方面的宣传指导ꎮ 动员农

业生产基地、 企业、 合作社等开展业务培训、
法制宣传、 警示教育ꎮ

(七) 质检总局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开展 “进口食品安全社区行” 活动ꎬ

宣传进口食品安全、 国门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常识ꎬ 引导消费者正确看待进口食品

安全问题ꎮ
２. 举办 “请来口岸找笑脸” 主题活动ꎬ

宣传近年来国境口岸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进展情况ꎬ 提升广大消费者对口岸餐饮业的

信心ꎮ
３. 开展 “科学选择安心使用食品相关产

品” 活动ꎬ 宣传食品相关产品选购与使用的小

常识ꎬ 帮助消费者提高鉴别优劣和正确使用食

品相关产品的能力ꎮ
(八) 工商总局 (６ 月 ２７ 日)
１. 组织开展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配套

规章制度的宣贯活动ꎬ 全面解读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最新举措ꎬ 强化权益保护意识ꎬ 提高维权

能力ꎮ
２. 组织开展 “食品安全消费体验活动”ꎬ

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ꎬ 倡导科学、 健康、
文明的消费习惯ꎬ 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ꎮ
３. 协调组织报纸专栏专版和网站等宣传食

品安全知识ꎬ 引导食品经营者增强守法经营和

诚信自律意识ꎬ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ꎮ
４. 组织指导各地围绕工商职能ꎬ 积极开展

食品安全普法宣传、 科普教育等多角度、 多层

次的宣传活动ꎬ 科学引导食品消费ꎬ 提振消费

信心ꎮ
(九) 中国保监会 (６ 月 ２８ 日)
１. 举行 “餐桌上的安全、 舌尖上的保险”

系列宣传报道活动ꎬ 鼓励主要保险公司开展商

业保险机制推动食品安全工作的主题宣传ꎮ
２. 组织各大中央媒体实地开展调研采访ꎬ

利用保监会官方网站、 微博、 微信在宣传周期

间集中宣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进展情况ꎮ
(十) 卫生计生委 (６ 月 ２９ 日)
１. 召开媒体沟通会ꎮ 发布食品安全标准整

合和制定修订工作进展信息ꎬ 加强标准的正面

宣传ꎬ 邀请媒体代表和食品安全专家深入交

流ꎬ 解疑释惑ꎬ 正面引导ꎮ
２. 组织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开放

日” 活动ꎮ 邀请媒体记者和社会公众现场参观

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ꎬ 展示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 评估和标准工作进展ꎮ 围绕食源性疾病防

治进行讲解ꎬ 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防范食源性

疾病提出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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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组织卫生计生系统开展 “食品安全与公

众健康” 知识科普ꎮ 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贯解

读、 食源性疾病预防知识宣传ꎮ 梳理整合各地

各有关机构食品安全科普资料ꎬ 充实科普知识

库ꎬ 通过进社区、 网站专题、 科普文章等方式

深入开展科普宣传ꎮ
(十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６ 月 ３０ 日)
１. 召开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兼并重组工作

会ꎬ 组织地方和企业交流兼并重组的好做法和

工作成效ꎬ 加强企业兼并重组的舆论引导和宣

传工作ꎮ
２. 举办 “食品安全深度行” 公众开放日

活动ꎬ 部署部分省 (区、 市) 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ꎬ 邀请消费者和媒体记者实地参观婴幼

儿配方乳粉企业ꎬ 宣传企业在质量安全保障能

力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措施及成效ꎬ
提升消费者对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信心ꎮ

(十二) 教育部 (７ 月 １ 日)
１. 组织教育报、 教育新闻网宣传各地和学

校食品安全管理经验做法ꎬ 通过图说学生食品

安全等形式ꎬ 宣传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品

安全工作典型案例ꎬ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ꎮ
２. 组织开展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

况专项督导ꎬ 重点督导营养餐食品安全等

问题ꎮ
３. 组织专家深入中小学ꎬ 通过专题讲座、

主题班会、 “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ꎮ
(十三)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７ 月 ２ 日)
１. 举办 ２０１５ 年国际食品安全高层论坛ꎬ

邀请国内外监管部门、 国际组织、 学术机构

等ꎬ 共同探讨食品安全重要话题ꎬ 交流治理

经验ꎮ

２. 举办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成立大会ꎬ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ꎬ 引导和督

促生产经营者依法从业ꎬ 培育保健食品行业健

康发展ꎮ
３. 举办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公众开

放日” 活动ꎬ 邀请媒体记者、 社会公众走进专

业机构ꎬ 参加农药残留检验ꎬ 微生物检验等专

题讲座ꎬ 亲身体验食品安全科技保障措施ꎮ
４. 开展餐饮服务行业 “明厨亮灶” 经验

交流活动ꎬ 总结各地区经验做法ꎬ 宣传推广社

会监督创新举措ꎮ
５. 指导南方周末报社开展保健食品主题宣

传活动ꎬ 组织新闻媒体实地采风保健食品企

业ꎬ 深入解读政策法规和行业发展形势ꎬ 普及

保健食品相关知识ꎮ
６. 指导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发布 «中

国食品安全认知地图»ꎬ 展示大数据应用于食

品安全公众传播的研究成果ꎬ 揭示各地群众最

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最集中的意见建议、 以

及最具破坏性的食品安全谣言ꎮ
７. 发布 “食品安全五要点” 动漫视频ꎬ

推出 “食品抽检信息” 和 “食品安全风险预警

交流” 专栏ꎬ 公布监督抽检信息、 监管执法典

型案例ꎮ
８. 指导新华网舆情中心开展 “食品安全进

高校” 活动ꎬ 培育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食品安

全科普志愿服务队伍ꎮ
９. 指导新华社广告中心开展 “中国食品安

全走进联合国” 活动ꎬ 树立中国食品在国际上

的良好形象ꎮ
１０. 编印新修 «食品安全法» 图册ꎬ 利用

信息制图手段梳理解读新法突出亮点ꎬ 引导社

会公众学法、 懂法、 用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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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中央文明办秘书局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

关于开展第 ２８ 个世界无烟日
暨健康中国行———２０１５ 年度无烟生活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国卫办宣传函 〔２０１５〕 ４３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

生计生委 (卫生局)、 文明办、 爱卫办、 教育

厅 (教委)、 新闻出版广电局、 团委、 科协ꎬ
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直属和联系单位: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

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 ( 以下简称两办 « 通

知» ) 精神ꎬ 加大控烟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力

度ꎬ 推进我国控烟履约法制化进程ꎬ 维护人民

群众健康ꎬ 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央文明办、
全国爱卫办、 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协ꎬ 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第 ２８ 个世界无烟日

暨健康中国行———２０１５ 年度无烟生活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ꎬ 活动为期 １ 年ꎮ 现将有关工作要

求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活动主题为 “无烟生活”ꎬ 推荐使用口号

见附件 １ꎮ

二、 活动安排
(一) 国家级活动ꎮ
１. 启动活动ꎮ ５ 月 ３１ 日在北京举办 “第

２８ 个世界无烟日暨健康中国行———２０１５ 年度无

烟生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启动会ꎮ
２. 开发控烟主题公益广告和海报ꎮ 针对公

众的认识误区和常见问题ꎬ 开发 “无烟生活”
主题公益广告和海报ꎬ 整合控烟传播材料等资

源ꎬ 供各地、 各机构开展相关活动使用ꎮ
３. 组织 “无烟生活” 主题知识竞赛ꎮ 通

过报纸、 互联网、 微博、 微信等途径发动公众

参与答题ꎬ 学习、 掌握控烟知识ꎮ
４. 开展志愿者活动ꎮ 一是通过快闪歌舞、

跑酷、 联合签名、 文艺表演等形式ꎬ 开展公共场

所劝阻吸烟活动ꎮ 二是开展 “无烟中国ꎬ 我挺

你———我的控烟宣言” 一分钟创意微视频征集

展播活动ꎮ 三是创作控烟主题广场舞ꎬ 举办 “无
烟生活” 广场舞大赛ꎮ 四是开展 “我要告诉你ꎬ
因为我爱你———图形警示上烟包” 倡导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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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灭烟ꎬ 拥抱晴天” 无烟环境倡导活动ꎮ
５. 广泛开展媒体宣传ꎮ 在主要媒体制作播

放控烟专题节目、 开辟控烟专栏ꎮ 组织媒体沟

通会和培训会ꎬ 提高媒体控烟传播能力ꎮ 继续

开展 ２０１５ 年度 “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

动”ꎬ 评选优秀控烟媒体作品ꎮ
(二) 地方活动ꎮ
１. 启动活动ꎮ 各地参照国家级的活动形式ꎬ

在 ５ 月 ３１ 日前后ꎬ 主动策划ꎬ 与相关部门合作ꎬ
启动本地区 “无烟生活”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ꎬ
结合落实两办 «通知»、 推进地方控烟立法和执

法ꎬ 开展有地方特色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ꎮ
２. 配合国家级活动ꎮ 利用 ２０１５ 年中央转

移支付地方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等资源ꎬ 在

当地主要媒体播放国家级 “无烟生活” 主题公

益广告ꎬ 也可以自行制作播放主题公益广告ꎮ
积极组织本地区公众参与 “无烟生活” 主题知

识竞赛ꎬ 开展本地区公共场所劝阻吸烟、 微视

频征集展播、 广场舞大赛、 烟包警示和无烟环

境倡导等志愿者活动ꎮ 组织开展以 “无烟生

活” 为主题的健康巡讲ꎬ 动员本地区媒体参加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ꎬ 设立控

烟专题或专栏ꎬ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ꎮ
３. 自主策划其他活动ꎮ 围绕控烟健康教育

核心信息 (附件 ２)ꎬ 开展 “无烟生活” 为主

题的其他形式宣传教育活动ꎬ 大力传播吸烟危

害健康知识ꎬ 倡导无烟生活ꎮ
三、 活动要求
(一) 各地要高度重视控烟工作ꎬ 进一步

贯彻落实两办 «通知» 精神ꎬ 加强部门合作ꎬ
将 “无烟生活” 主题宣传教育纳入本部门年度

工作重点ꎬ 选派专人负责ꎬ 制定活动方案ꎬ 对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估ꎬ 推进活动广泛深

入开展ꎬ 力争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ꎮ
(二)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 爱卫办要积极

创建无烟卫生计生系统ꎬ 将无烟生活宣传教育

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 卫

生城镇创建、 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中央转移

支付地方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项目ꎬ 为相关部

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调服务ꎮ 各级文明办要将

控烟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创建ꎬ 作为文明单位创

建的重要内容ꎮ 各级团组织要广泛动员青年志

愿者参与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ꎬ 在青少

年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各级教育部门要加

强学校控烟工作ꎬ 大力创建无烟学校ꎬ 组织参

加知识竞赛和志愿者活动ꎮ 各级新闻出版广电

部门要加大对控烟工作宣传支持力度ꎬ 协调本

地各类媒体播出控烟公益广告ꎬ 开设无烟生活

专栏ꎮ 各级科协要充分发挥科普专家和场馆等

优势ꎬ 将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纳入 «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具体实施工作中ꎬ 开展

控烟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ꎮ
(三) 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且易于传播的宣

传教育形式ꎬ 广泛征集、 发动青年志愿者参与活

动ꎬ 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ꎬ 结合世

界无烟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主动设置议题ꎬ 充分

利用报刊、 广播、 电视、 网络、 移动终端、 微

博、 微信等全媒体方式ꎬ 增强活动实效ꎮ
(四) 要及时反馈本地区工作进展ꎬ 总结

活动经验和亮点做法ꎮ 省级卫生计生部门收集

整理本省 (区、 市) 阶段性总结和全年总结ꎬ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底前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底前交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ꎮ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健康中国行活动管理

办公室) 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将为

本次活动提供技术支持ꎮ 活动相关资料可通过

“卫生计生委控烟传播活动” 新浪官方微博、
“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 官网 (ｈｔｔｐ: / /
ｋｏｎｇｙａｎ. ｎｉｈｅ. ｏｒｇ. ｃｎ) 或网络云盘 (ｈｔｔｐ: / /
ｐａｎ.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 ｌｐＪＯＩｌｑｂ) 获得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联系人: 肖瓅、 姜

玉冰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８７９２８７３、 ６８７９１５２３、
６８７９１５４９ (传真)

电子邮箱: ｘｃｓｊｋｃｊｃ＠ １６３. ｃｏｍ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联系人: 徼晓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２６０４３３、 ６４２６６６０４ (传真)
电子邮箱: ｊｋｚｇｘ２０１３＠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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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联系人: 南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１８８０３６
电子邮箱: ｃｈｉｎａｔｃｏ＠ １２６. ｃｏｍ

附件:
１. 推荐宣传口号

２. 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附件 １

推荐宣传口号

１. 无烟×× (地名)ꎬ 健康中国

２. 被吸烟ꎬ 我不干

３. 无烟中国ꎬ 我挺你

４. 我要告诉你ꎬ 因为我爱你

５. 携手灭烟ꎬ 拥抱晴天

附件 ２

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一、 中国吸烟人数超过 ３ 亿ꎬ 约有 ７ ４ 亿

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ꎮ
二、 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逾 １００ 万ꎬ

超过结核病、 艾滋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

之和ꎮ
三、 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一半因吸烟而

提早死亡ꎬ 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

至少 １０ 年ꎮ
四、 烟草烟雾至少含有 ６９ 种致癌物ꎮ
五、 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

赖ꎬ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ꎮ
六、 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ꎬ

即使吸入少量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ꎮ
七、 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ꎬ 室内完全

禁止吸烟是避免危害的唯一有效方法ꎮ
八、 在室内设置吸烟区 (室)、 安装通风

换气设施等均不能避免二手烟暴露的危害ꎮ
九、 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ꎬ 只要吸烟即

有害徤康ꎮ
十、 “低焦油卷烟”、 “中草药卷烟” 不能

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ꎬ 反而容易诱导吸烟ꎬ 影

响吸烟者戒烟ꎮ
十一、 吸烟可以导致多种恶性肿瘤ꎬ 包括

肺癌、 口腔癌、 鼻咽部恶性肿瘤、 喉癌、 食管

癌、 胃癌、 肝癌、 胰腺癌、 肾癌、 膀胱癌、 宫

颈癌、 结肠直肠癌、 乳腺癌和急性白血病等ꎮ
十二、 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阻肺)、 青少年哮喘ꎬ 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发

病风险ꎮ
十三、 吸烟可以增加肺结核患病和死亡的

风险ꎮ
十四、 吸烟可以导致冠心病、 脑卒中和外

周动脉疾病ꎮ
十五、 男性吸烟可以导致勃起功能障碍ꎮ
十六、 女性吸烟可以导致受孕概率降低、

流产、 死胎、 早产、 婴儿低出生体重ꎬ 增加婴

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生风险ꎮ
十七、 吸烟可以导致 ２ 型糖尿病ꎬ 增加其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ꎮ
十八、 吸烟可以导致牙周炎、 白内障、 手

术后伤口愈合不良、 皮肤老化、 老年痴呆、 绝

经后女性骨密度降低和消化道溃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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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肺癌、 冠心

病、 脑卒中、 乳腺癌、 鼻窦癌ꎮ
二十、 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成年人急慢性

呼吸道症状、 肺功能下降、 支气管哮喘和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ꎮ
二十一、 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以导致婴儿

出生体重降低、 婴儿猝死综合征、 早产、 新生

儿神经管畸形和唇腭裂ꎮ
二十二、 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儿童支气管哮

喘、 肺功能下降和中耳炎ꎮ
二十三、 戒烟是降低吸烟危害的唯一方

法ꎬ 戒烟越早越好ꎬ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ꎮ
二十四、 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吸烟者肺癌、

冠心病、 慢阻肺等多种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

险ꎬ 延缓上述疾病的进展ꎬ 并改善预后ꎮ
二十五、 吸烟的女性在妊娠前或妊娠早期

戒烟ꎬ 可以降低早产、 胎儿生长受限、 新生儿

低出生体重等多种问题的发生风险ꎮ
二十六、 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不

适症状ꎬ 必要时可依靠专业化的戒烟治疗ꎮ
二十七、 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

益ꎬ 不在室内工作场所、 室内公共场所、 公共

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ꎮ
二十八、 吸烟者应当积极戒烟ꎬ 吸烟者本

人的戒烟意愿是成功戒烟的基础ꎮ
二十九、 戒烟门诊可向吸烟者提供专业戒

烟治疗ꎮ
三十、 全国戒烟热线电话为 １２３２０ꎮ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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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２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宣传文部、 文明办、
教育厅 (教委)、 团委、 学联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局、 团委、 学联: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 “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 的 “八字真

经” 要求ꎬ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更加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为协

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决定ꎬ
２０１５ 年将继续组织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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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ꎮ 现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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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宜通知如下ꎮ
一、 活动主题
践行 “八字真经” 投身 “四个全面”ꎮ
二、 总体思路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

年为契机ꎬ 以引领青年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投身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为重点ꎬ 坚持 “受教育、 长才干、 作贡献”
的宗旨ꎬ 坚持社会实践与社会观察、 志愿服

务、 专业学习、 就业创业的有机结合ꎬ 按照

“目标精准化、 工作系统化、 实施项目化、 传

播立体化” 和 “按需设项、 据项组团、 双向受

益” 的原则ꎬ 通过组建重点团队和实施专项计

划ꎬ 组织大中专学生广泛开展实践服务活动ꎬ
努力扩大活动覆盖面、 提升活动实效性ꎬ 探索

总结实践育人新机制ꎮ
三、 重点团队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各类高校、 中职学校ꎬ 要在

广泛动员基础上ꎬ 组建全国、 省级、 校级、 院

系级重点团队ꎬ 深入基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ꎬ
力争学生总参与量不少于 ５００ 万人次ꎮ 全国层

面共确定 １０００ 支重点团队ꎬ 涉及 ８ 个方面ꎮ
１. 理论普及宣讲团ꎮ 重点在全国高校大学

生骨干培训班和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中招募组建

１５０ 支实践团队ꎬ 结合全国高校共青团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四进

四信” 活动开展ꎬ 深入农村乡镇、 城市社区、
厂矿企业等ꎬ 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形式多样

的普及宣讲活动ꎮ
２. “四个全面” 观察团ꎮ 重点在全国高校

招募组建 １５０ 支实践团队ꎬ 成员包括不同专业

背景的大学生、 校园媒体记者等ꎬ 深入城镇、
乡村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ꎬ 深入观察和领会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深刻理解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新思路ꎮ
３. 科技支农帮扶团ꎮ 重点在全国涉农高

校和综合院校的涉农院系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

由专业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ꎬ 到相关

县域与当地农业部门或农广校合作ꎬ 开展农

技人员培训、 农业科普讲座、 先进农技推广、
为农民提供 “田间地头” 的生产实践指导等

服务活动ꎮ
４. 教育关爱服务团ꎮ 重点在全国师范类院

校或专业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实践团队ꎬ 到中西

部地区基础教育薄弱、 教育资源匮乏的贫困县

(乡)ꎬ 协助当地教育部门开展教师培训ꎬ 帮助

当地优化教育资源、 提升教学质量ꎮ 同时ꎬ 以

关爱留守儿童为重点ꎬ 组织大学生团队开展课

业辅导、 素质拓展、 亲情陪伴等活动ꎮ
５. 文化艺术服务团ꎮ 重点依托全国高校各

类学生艺术团队和文艺类学生社团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实践团队ꎬ 以弘扬时代精神、 倡导文明

新风为目标ꎬ 以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要内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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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到乡镇农村开展

巡回演出ꎮ
６. 爱心医疗服务团ꎮ 重点在全国医学类院

校或院系中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专业实践团队ꎬ 重

点到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农村基层ꎬ 开展流行性

疾病防治宣传、 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等活

动ꎬ 为农民进行健康普查和常见病治疗ꎬ 结合

基层实际需求培训当地医务人员ꎬ 捐送部分药

品和医疗器械ꎬ 协助建设乡 (村) 医疗站ꎮ
７. 美丽中国实践团ꎮ 重点依托设有相关学

科专业的高校及学生环保类社团ꎬ 招募组建

１００ 支重点团队ꎬ 到农村基层、 县城城镇和城

市社区ꎬ 围绕环境污染、 水资源保护、 垃圾处

理、 气候异常、 资源开发、 自然灾害预防等ꎬ
开展科普知识宣讲、 社会调查研究、 发展建言

献策等活动ꎮ
８. 中职学生 “彩虹人生” 实践服务团ꎮ

重点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招募组建 ２００ 支重点团

队ꎬ 组织中职学生在校内外开展敬老助残、 关

爱留守儿童、 社区服务、 公益宣传等各种形式

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开展 “光盘行动”、 废品回

收利用、 节能减排、 工艺创新等力所能及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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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节约宣传和环保活动ꎮ
四、 专项工作
除全国重点团队外ꎬ ２０１５ 年还将联合有关

方面实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工作ꎬ 主要

包括 ８ 项ꎮ
１. 全国大学生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寻访活

动ꎮ 与人民网等单位合作ꎬ 组织青年学生到抗日

战场、 革命老区、 先烈故里等地寻访老战士及战

争亲历者ꎬ 形成新闻报道和调研报告ꎬ 弘扬光荣

革命传统ꎬ 努力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ꎮ
２. “圆梦中国丝路新世界” 专项社会实

践行动ꎮ 以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为契机ꎬ 与

新浪微博 “圆梦中国” 公益行动相结合ꎬ 在相

关高校招募重点团队ꎬ 组织青年学生实地了解

和调研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经济社会发展ꎬ
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建言献策并调研其为青

年学生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和前景ꎮ
３. “井冈情中国梦”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

践季专项行动ꎮ 依托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ꎬ 在全国高校重点招募 ９ 期共 ３６００
名大学生及中职学生组成实践团队ꎬ 赴井冈山

开展党史学习、 红色教育、 实践锻炼和课题研

究等活动ꎮ
４. “新疆学子百村行” 专项社会实践活

动ꎮ 依托中青旅的资源支持ꎬ 主要面向新疆大

中专院校招募 ５０ 支重点团队ꎬ 深入丝绸之路经

济带新疆区域三大通道沿线的 １００ 个村 (社

区)ꎬ 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基层社情调研、
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ꎮ 同时ꎬ 向社会宣传 “大
美大爱” 的新疆形象ꎮ

５. “美丽海岛生态海洋” 专项实践活动ꎮ
与国家海洋局等合作ꎬ 结合 “中国美丽海岛” 评

选活动ꎬ 在高校中招募成员、 组建团队ꎬ 到 １０ 个

海岛开展海洋风光展示、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资

源开发、 海洋权益维护等调研和宣传活动ꎮ
６. “天翼” 智慧城镇调研计划ꎮ 依托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的资源支持ꎬ 在全国高校招募 １００ 支

由相关专业学生组成的实践团队ꎬ 结合国家推

进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实施ꎬ 深入县域、 乡镇进行

信息化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化建设状况调研ꎮ
７. 大学生社会实践 “知行促进计划”ꎮ 整

合有关企业资源支持ꎬ 面向全国高校遴选、 支

持 ２００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和团队ꎬ 重点支

持教育助学、 创新创业项目ꎬ 并开展企业社会

责任奖评选ꎮ
８. “印象辽宁梦想中国” 专项实践活

动ꎮ 与辽宁省有关单位合作ꎬ 在相关高校招募

１００ 支团队ꎬ 实地调研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下的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ꎬ 并结合辽宁省情

开展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的相关纪念活动ꎮ
上述专项工作具体信息可在 “三下乡” 社

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ｘｘ. ｙｏｕｔｈ. ｃｎ)
上査询ꎮ

五、 有关事宜和要求
１. 进行重点团队网络报备和通报表扬ꎮ 为

推动 “三下乡” 活动提升组织动员效率、 完善

项目评价机制ꎬ ２０１５ 年将继续推动建立重点团

队网络备案制度ꎮ 各地、 各学校须于 ６ 月 ３０ 日

前ꎬ 将实际组建的省级、 校级、 院系级重点团

队信息通过 “三下乡” 活动官方网站进行报备

(具体流程见网站说明)ꎮ 未登记报备的团队ꎬ
不能申报全国级重点团队或参与专项计划的奖

项遴选ꎮ ２０１５ 年 “三下乡” 活动结束后ꎬ 团中

央相关部门将对全国重点团队中的优秀单位、
团队、 个人和活动成果进行遴选和通报表扬ꎮ

２. 加强工作品牌推广和媒体综合传播ꎮ 为

进一步提升 “三下乡” 活动的品牌形象和社会

影响力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继续推广实施 «大中专学生

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视觉形象识别

系统使用办法 (试行) » (详情见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官方网站)ꎮ 各地、 各学校要充

分利用团组织微博体系、 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和大众传媒、 校园媒体等ꎬ 加强对活动中优秀

个人和事迹的宣传报道ꎮ 团中央将联合中国青

年网、 腾讯网、 新浪网等开展 “镜头中的三下

乡” “微视三下乡” 等摄影和视频作品评选活

动ꎬ 开展 “青春三下乡” 等专题线上活动ꎮ
３. 确保活动实效性和安全性ꎮ 各地、 各学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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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要在活动组织实施中完善制度规范、 突出过

程管理ꎬ 开展必要的思想作风和服务技能培

训ꎬ 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带队指导ꎮ 突出社会实

践的基地化、 项目化管理ꎬ 做到 “按需设项、
据项组团”ꎬ 服务内容与形式切合基层实际和

需要ꎬ 切忌走马观花、 变相旅游等ꎮ 加强安全

教育和保障ꎬ 做好前期调研和出发准备ꎬ 保障

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ꎬ 特别是要高度关注极端

气候变化和服务地区的自然条件ꎬ 做好自然灾

害和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ꎮ
联 系 人: 郭　 亮　 满泽阳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２１２２８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２１２３３６
电子邮箱: ｓｈｓｊ２０１５＠ ｙｅａｈ. ｎｅｔ
“三下乡” 活动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ｓｘｘｙｏｕｔｈ.ｃｎ

附件: ２０１５ 年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重

点团队指导名额分配表

附件

２０１５ 年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重点团队指导名额分配表

省　 份
理论普及
宣讲团

四个全面
观察团

科技支农
帮扶团

教育关爱
服务团

文化艺术
服务团

爱心医疗
服务团

美丽中国
实践团

中职学生
实践团

总计

北　 京 ６ ８ ５ ４ ４ ５ ４ ４ ４０
天　 津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２９
河　 北 ６ ６ ４ ３ ４ ４ ４ ９ ４０
山　 西 ４ ６ ３ ４ ３ ３ ３ ７ ３３
内蒙古 ４ ５ ３ ３ ２ ３ ３ ６ ２９
辽　 宁 ６ ６ ４ ４ ３ ４ ４ ８ ３９
吉　 林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６ ３１
黑龙江 ６ ６ ４ ４ ３ ４ ４ ８ ３９
上　 海 ６ ６ ４ ５ ４ ５ ４ ８ ４２
江　 苏 ６ ８ ４ ４ ４ ５ ５ ９ ４５
浙　 江 ５ ６ ３ ４ ４ ４ ４ ９ ３９
安　 徽 ６ ６ ４ ４ ４ ３ ４ ８ ３９
福　 建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３ ７ ３２
江　 西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７ ３０
山　 东 ６ ６ ５ ４ ４ ５ ４ ９ ４３
河　 南 ６ ６ ４ ５ ５ ４ ４ ９ ４３
湖　 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９ ４３
湖　 南 ６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４
广　 东 ６ ６ ４ ５ ４ ５ ４ ９ ４３
广　 西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６ ２９
海　 南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２
四　 川 ６ ６ ４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６
重　 庆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８ ３１
贵　 州 ４ ４ ３ ３ ４ ２ ２ ６ ２８
云　 南 ４ ４ ３ ３ ３ ４ ３ ６ ３０
西　 藏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
陕　 西 ６ ６ ４ ５ ５ ４ ４ ７ ４１
甘　 肃 ４ ３ ３ ２ ２ ２ ３ ５ ２４
青　 海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２
宁　 夏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１３
新　 疆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１４
兵　 团 ２ ２ １ １ １ ７
总　 计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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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评选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通知

中关工委 〔２０１５〕 １２ 号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集团公司) 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明办ꎬ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

部部:
２０１５ 年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

２５ 周年ꎮ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三中、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ꎬ 激励各级关工委和 “五老” 同志、 关工

委干部更加努力地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ꎬ 经中

央批准ꎬ 中国关工委和中央文明办决定表彰一

批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ꎮ 现将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评选的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评选范围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集团公司)、
军队系统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集体和个人ꎮ

二、 奖项设立
(一)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ꎻ
(二)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ꎻ
(三)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ꎻ
(四)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ꎮ
三、 评选条件
(一)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积

极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ꎬ 在关心、 教育、 培养

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取得显著成绩ꎻ 组织健

全ꎬ 制度完善ꎬ 队伍稳定ꎬ 活动经常ꎬ 老同志

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ꎬ “五老” 队伍建设得到

加强ꎻ 工作有计划、 有部署、 有创新ꎻ 党政领

导重视ꎬ 社会影响好ꎬ 群众认可度高ꎬ 模范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ꎻ 近五年内未发生过违法违纪

等问题ꎮ
(二)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政治思想素质过硬ꎬ 遵纪守法ꎬ 廉洁自律ꎻ 热

爱关心下一代工作ꎬ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ꎬ 竭诚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ꎻ
有创新精神ꎬ 因地制宜ꎬ 主动作为ꎻ 业绩突

出ꎬ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ꎻ 从

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五年以上ꎮ
(三)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

积极创新方法手段ꎬ 工作有新招、 实招ꎬ 为青

少年办了一批好事、 实事ꎬ 从事关心下一代工

作五年以上的省、 部级关工委主要负责同志ꎮ
(四)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 担任

过关工委主要领导职务ꎬ 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ꎮ
四、 评选要求
(一) 坚持群众路线ꎬ 充分发扬民主ꎮ 全

国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的评选ꎬ
采取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办法ꎻ 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突出贡献奖、 荣誉奖由中国关工委、 中

央文明办与有关单位协商确定ꎮ 被推荐集体和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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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要经过必要的民主程序产生ꎬ 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ꎮ
(二) 严格评选条件ꎬ 突出实际业绩ꎮ 被

推荐单位和人员ꎬ 须经所在地方关工委、 文明

办逐级审核上报ꎬ 确保拟表彰单位和人员的先

进性、 典型性和代表性ꎮ
(三) 坚持面向基层ꎬ 倾斜工作一线ꎮ 省、

部级关工委不参加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的评选ꎻ 各地关工委机关专职干部的奖励名

额原则上不超过 １５％ꎬ 在职副司局级以上个人

不参加评选ꎬ 在职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 ２０％
以内ꎮ

(四) 严格评选纪律ꎬ 确保评选质量ꎮ 对

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单位和

个人ꎬ 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ꎮ
(五) 按时报送材料ꎬ 确保工作进度ꎮ
１. 推荐的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要认真填

写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附件 ２)、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推荐表» (附件 ３)ꎬ 一式 ３ 份ꎮ
２. 各省 (区、 市、 建设兵团、 部委) 关

工委、 文明办在开展评选先进工作的基础上ꎬ
从中重点推荐 ３ 个先进典型 (先进集体 １ 个ꎬ
先进工作者 ２ 人) 并附事迹材料 (以 ２０００ 字

为宜) 各一式 ３ 份ꎬ 签署意见后报送中国关工

委办公室ꎮ
３.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

推荐意见 (含推荐名单) 和附件 ２、 附件 ３ 及

重点推荐的先进事迹材料ꎬ 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报送中国关工委办公室ꎮ
五、 奖励办法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 “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ꎬ 颁发奖牌和证

书ꎻ 对评选出的先进个人分别授予 “全国关心

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

出贡献奖”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 荣

誉称号ꎬ 颁发奖章和证书ꎮ
六、 组织领导
各地、 各单位要加强对此次评选推荐工作

的领导ꎬ 精心组织ꎬ 积极参选ꎬ 严格筛选ꎬ 认

真做好本地区的推荐评选工作ꎮ 要大力做好宣

传工作ꎬ 把这次评选先进的过程作为宣传先

进、 学习先进、 动员更多的老同志广泛参与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过程ꎬ 作为推进关工委工作的

动力ꎬ 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水平不断提高ꎮ
中国关工委、 中央文明办将于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６ 日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ꎬ ８ 月 ２４ 日参会人员

报到ꎮ 出席会议人员包括: 各省 (区、 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集团公司) 关工委主任 １ 人ꎬ 办公室主任 １
人ꎬ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各 １ 人ꎻ 解放军总

政治部干部部负责同志 １ 人ꎬ 军队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各 １ 人ꎻ 副省级城市 (含
计划单列市) 关工委主任 １ 人ꎬ 办公室主任 １
人ꎻ 中央、 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ꎻ 各省

(区、 市) 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 １ 人ꎮ 出席会

议人员名单回执 (附件 ４)、 到京时刻表 (附
件 ５) 请于 ８ 月 １０ 日前报送中国关工委办

公室ꎮ
联系人: 郎亚龙　 殷海涛　 张皓涵

电　 话: (０１０) ６５２３９７６１、 ６５５９４３６９、
６５５９８７４３

传　 真: (０１０) ６５５９４３６９、 ６５５９８７４３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２２５号

邮　 编: １０００１０
邮　 箱: ｚｇｇｗｍｓｃ＠ １６３. ｃｏｍ、 ＣＹＣＣＬＬＣ＠

１６３. ｃｏｍ

附件:
１.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工

作者名额分配表

２.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３.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４. 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回执

５. 出席会议人员到京时刻表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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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
北　 京 １０ ２６
天　 津 １６ ３８
河　 北 ２２ ５６
山　 西 １９ ５５
内蒙古 １５ ５５
辽　 宁 １７ ５６
吉　 林 １５ ５７
黑龙江 ２２ ５２
上　 海 １６ ３８
江　 苏 １８ ５６
浙　 江 １５ ５７
安　 徽 １９ ５６
福　 建 １６ ５７
江　 西 １５ ５０
山　 东 ２２ ５９
河　 南 ２２ ６１
湖　 北 １７ ４７
湖　 南 １７ ５１
广　 东 ２２ ５３
广　 西 １４ ３７
海　 南 ７ ３４
重　 庆 １６ ４７
四　 川 １９ ５６
贵　 州 １２ ４２
云　 南 １６ ４４
西　 藏 ２ １０
陕　 西 １５ ５３
甘　 肃 １６ ４６
青　 海 ９ ３０
宁　 夏 ９ ３３
新　 疆 １４ ４２

建设兵团 ８ １８
外交部 １ １
教育部 ２４ ４２
安全部 １ ７
中石化 ５ ２６
中石油 ５ ２６

全国铁路 １９ ４１
解放军 １６ ３８
钢　 铁 １ １０
总　 计 ５６４ １６６３

３０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附件 ２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推荐表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电话号码

通信地址、 邮编

工

作

成

就

省 (区、 市、 部、 兵团)
关工委、 文明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关工委、 中央文明办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 主要事迹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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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是否在职

何时从事关工委工作 现任职务

是否受过中国关工委表彰 时间

联系电话 邮编

通信地址

主

要

事

迹

省 (区、 市、 部、 兵团)
关工委、 文明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关工委、 中央文明办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 主要事迹可另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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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回执

填报单位: (盖章)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务 级别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备注

填报说明:
此回执对安排会务工作很重要ꎬ 请各省认真填写ꎬ 不要漏项ꎮ 请各省 (区、 市、 兵团、 部委) 确定一名领奖代表ꎬ

并在备注栏内注明 (领奖) 字样ꎮ

附件 ５

出席会议人员到京时刻登记表

单位 人数

自　 　 　 乘　 　 　 次车　 　 车厢于　 　 月　 　 日　 　 时　 　 分到达北京站 /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

自　 　 　 乘　 　 　 航班于　 　 月　 　 日　 　 时　 　 分到达首都机场 Ｔ１ / Ｔ２ / Ｔ３ 航站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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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５〕 １４９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民政厅 (局)、
教育厅 (委)、 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

办、 民政局、 教育局、 团委ꎬ 各有关单位: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是志愿服务记录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

真实体现ꎮ 近年来ꎬ 随着志愿服务的广泛开

展ꎬ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ꎬ
越来越多的单位和组织将参加志愿服务作为招

生、 招录人员和进行评优、 表彰的重要参考和

依据ꎮ 许多单位依据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 和 «志愿

服务记录办法» (民函 〔２０１２〕 ３４０ 号) 有关

规定ꎬ 开展了志愿服务记录和为志愿者出具证

明工作ꎬ 为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ꎮ 但在出具证明过程中ꎬ 存在主体

不清、 格式不一、 内容不全、 随意性大等问

题ꎬ 影响了志愿服务记录的公信力和志愿服务

证明的权威性ꎮ 为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

作ꎬ 不断提升志愿服务规范化水平ꎬ 现提出如

下指导意见:
一、 明确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具主体
按照 “谁记录谁证明” 的原则ꎬ 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出具主体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依法设立的组织或单位ꎻ (２) 需要出具证

明的志愿者参加了该单位组织的志愿服务活

动ꎻ (３) 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该志愿者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的相关信息ꎮ 出具主体因合并、 分

立、 解散或其他原因无法开具证明的ꎬ 承接其

工作的单位或其上级单位 (主管部门) 可以作

为主体接续办理相关事宜ꎮ
二、 统一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格式
为确保志愿服务证明的权威性、 严肃性、

出具主体应按照统一规范的格式为志愿者开具

证明 (推荐格式见附件)ꎮ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应包含下列信息: (１) 志愿者身份信息ꎬ 包括

志愿者姓名、 证件类型和号码、 志愿者编号

等ꎻ (２) 志愿服务信息ꎬ 主要为志愿者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服务时间 (以小时为计量单位)
和内容ꎻ (３) 出具主体信息ꎬ 包括出具主体的

名称、 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方式等ꎻ (４) 其

他信息ꎬ 包括证明编号、 出具证明的日期及其

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ꎮ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应加

盖出具主体公章ꎮ 如需补充证明志愿者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其他信息ꎬ 可以附件形式附后ꎮ
三、 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流程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按下列流程来办理:
(１) 申请ꎮ 志愿者可以向有资格出具志愿

服务记录证明的单位提出书面申请ꎬ 也可以通

过网络等其他形式提出申请ꎮ 申请人应注明证

明用途、 申请日期和联系方式ꎬ 并提供个人身

份证件号码ꎮ 在多个单位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

者ꎬ 可向自己注册或经常参加活动的单位提出

申请ꎬ 由该单位核实汇总所有志愿服务记录信

息ꎬ 志愿者提供相应的协助ꎻ 也可向具备证明

出具资格的主体分别提出申请ꎮ
(２) 受理ꎮ 收到申请的单位及时核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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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份信息和志愿服务信息ꎬ 如申请人确实

参加过本单位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则及时受理ꎻ
如申请人未参加过本单位组织的志愿服务活

动ꎬ 则不予受理ꎬ 同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ꎮ
(３) 开具证明ꎮ 受理单位应及时根据申请

人的志愿服务记录如实为其开具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ꎬ 并做好证明的编号、 登记等工作ꎬ 妥善

保管好相关档案ꎮ
(４) 公示ꎮ 出具主体为志愿者开具证明

后ꎬ 应通过公示栏、 网站、 ＱＱ 群等方式在本

单位成员内部进行公示ꎬ 时间一般不少于 ７ 天ꎻ
涉及多个志愿服务记录主体的志愿服务记录证

明ꎬ 出具主体应在志愿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予

以公示ꎬ 接受本单位成员及其他社会成员的

监督ꎮ
通过全国志愿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在线

注册和服务记录的志愿者ꎬ 可直接在信息系统

中下载打印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表格ꎬ 到自己注

册或经常参加活动的单位申请核实相关情况并

加盖公章ꎮ
四、 建立志愿服务虚假证明责任追究

制度
按照 “谁证明谁负责” 的原则逐步建立志

愿服务虚假证明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检查制

度ꎮ 单位出具虚假证明或履行职责不及时的ꎬ
将向其主管单位进行通报并由主管单位责令其

改正ꎮ 个人伪造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ꎬ 取消其

因此获得的各项荣誉与优待ꎬ 并书面告知相关

单位ꎮ 对出具、 伪造虚假志愿服务记录证明的

单位或个人ꎬ 探索将其纳入单位或个人诚信体

系ꎬ 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ꎮ
五、 加强对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

组织领导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事关广大志愿者的切身

利益ꎬ 事关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ꎬ 事关志愿服

务事业的发展ꎬ 各部门、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统一思想认识ꎮ 积极主动推广

使用统一规范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格式ꎬ 切实

抓好志愿服务记录证明规范工作ꎬ 要指导机关

企事业单位、 群团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 公益

慈善类组织、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好志愿

服务记录工作ꎬ 使用统一的推荐格式为志愿者

开具证明ꎬ 要将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与

推进志愿者注册制度、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信

息化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ꎬ 逐步实现在线记录

志愿者的服务时间、 在线为志愿者出具证明ꎬ
为广大居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便利条件ꎮ
要利用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及

网络、 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宣传介绍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工作ꎬ 让公众了解开具志愿服务证明

的条件、 途径和程序ꎬ 让更多的党政机关、 企

事业单位、 部队、 学校等认可和使用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ꎬ 发挥志愿服务在弘扬主旋律ꎬ 传播

正能量中的作用ꎮ
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民政部门及时汇总报

送民政部社会工作司ꎮ

附件: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推荐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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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编号 (Ｎｏ.):

志愿者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姓名

(Ｎａｍｅ)

志愿者编号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Ｎｏ.)

身份证件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Ｄ)
证件号码

(ＩＤ Ｎｏ.)

志愿服务时间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ｉｍｅ)

志愿服务内容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是否有附件? 　 是□　 　 否□
(Ｗｉｔｈ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ｒ Ｎｏｔ? 　 Ｙｅｓ□　 　 Ｎｏ□)

单位负责人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公章 Ｓｅａｌ)
年 (ｙｙ) 月 (ｍｍ) 日 (ｄｄ)

注: １. 证明单位有志愿服务标识的ꎬ 可置于证明右上角ꎮ 如青年志愿者心手标识ꎮ
２.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可填写志愿者参加的志愿服务活动、 相关培训及获得表彰奖励等信息ꎮ
经办人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ｂｙ):
联系电话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ｈｏ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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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关于表彰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决定

中关工委 〔２０１５〕 １４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集团公司) 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明办ꎬ 解放军总政治部干

部部:
在党中央、 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ꎬ 各级关工委和广大 “五老” 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ꎬ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大力推动实践创

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ꎬ 不断开创关心下一

代工作新局面ꎬ 为推动全国各族青少年健康成

长作出了突出贡献ꎬ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ꎮ
为表彰先进ꎬ 树立典型ꎬ 更好地促进关心

下一代事业创新发展ꎬ 中国关工委和中央文明

办决定ꎬ 授予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等 ５９２ 个集体 “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ꎻ 授予金春燮等

１６９２ 名同志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者” 荣誉称号ꎻ 授予王峰等 ４６ 名同志 “全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 荣誉称号ꎻ 授予

于蓝等 ４５ 名同志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

奖” 荣誉称号ꎮ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ꎬ 是各地关工委和广大 “五老”

的优秀代表ꎮ 希望各地关工委大力宣传学习他

们的先进事迹ꎬ 学习他们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积极推进关心下一代事业创新发展ꎬ 更好地

发挥党和政府教育青少年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联系青少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ꎻ 学习他们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ꎬ 积极投身关心下一

代事业ꎬ 继续弘扬忠诚敬业、 关爱后代、 务实

创新、 无私奉献的 “五老” 精神ꎬ 竭诚为青少

年办好事解难事ꎬ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做

好关心下一代工作ꎮ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ꎬ 珍惜荣

誉ꎬ 发扬成绩ꎬ 再接再厉ꎬ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特别是关于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自觉服务大

局、 服务青少年ꎬ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创新的

工作举措、 扎实的工作作风ꎬ 持续做好关心下

一代工作ꎬ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青少年成长的各方面ꎬ 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ꎬ 实现 “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ꎮ

附件:
１.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２.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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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名单 ４.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名单

附件 １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北京市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通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平区城北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密云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中联国兴书画院有限公司关工小组

清华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京科技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平区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

河西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红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东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开区嘉陵北里关工小组

河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滨海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津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武清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宝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军队离退休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天津市石化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北省

石家庄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石家庄市裕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承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张家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崇礼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秦皇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乐亭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滦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廊坊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固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沧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兴县 “五老” 帮教团

衡水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邢台市第七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邯郸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邯郸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华北油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张家口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山西省

太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太原市迎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大同市南郊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朔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怀仁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保德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阳泉市矿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平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潞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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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吕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汾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侯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汾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绛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太原市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太原理工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兴安盟科右前旗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通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通辽市开鲁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赤峰市宁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赤蜂市喀喇沁旗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锡林郭勒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包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包头市昆都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巴彦淖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鄂尔多斯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乌海市乌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包头钢铁集团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根河林业局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

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沈阳市铁西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鞍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抚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本溪市溪湖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丹东市振兴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锦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营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营口市开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阜新市彰武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铁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朝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盘锦市大洼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葫芦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吉林省

长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农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吉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延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龙井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梨树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集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通榆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源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松原市前郭县海勃日戈镇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白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梅河口市金华社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公主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四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牡丹江市海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佳木斯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佳木斯市桦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庆市林甸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鸡西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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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鸭山市宝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伊春市伊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七台河市勃利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鹤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黑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黑河市爱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绥化市兰西县平山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绥化市北林区爱路办事处东方红社区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绥芬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黑龙江省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绥棱林业局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东北林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

长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杨浦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浦东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徐汇区凌云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闸北区临汾路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浦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宝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闵行区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宣讲团

嘉定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金山区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奉贤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

上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科普讲师团

江苏省

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京市鼓楼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无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徐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沛县大屯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武进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通市港闸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灌云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金湖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滨海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宝应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镇江市京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泰州市姜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宿迁市宿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关心下一代周报» 报社

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盐城市民营经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浙江省

杭州市富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杭州市萧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波市慈溪市周巷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温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苍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德清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嘉兴市秀洲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绍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金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衢州市柯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嵊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台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丽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关心下一代工作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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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合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马鞍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芜湖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北市烈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利辛县马店孜学区中心学校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宿州市教体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五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阜阳市颖泉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园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明光市潘村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金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旌德县孙村镇新建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

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镇长龙村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东至县官港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枞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安徽省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徽少儿画王杂志社

福建省

厦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福清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漳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石狮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永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莆田市涵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武夷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龙岩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福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省林业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福建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江西省

南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九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景德镇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新余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上饶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萍乡市莲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鹰潭市贵溪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赣州市上犹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赣州市龙南县夹湖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宜春市宜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吉安市吉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抚州市金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上饶市婺源县詹天佑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

小组

抚州市黎川一中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山东省

济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济南市天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岛市城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岛市即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淄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枣庄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烟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潍坊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济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威海市环翠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莒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莱芜市莱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沂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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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聊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滨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菏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山东英才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山东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

郑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开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洛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平顶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安阳市林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鹤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新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焦作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濮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许昌市鄢陵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漯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门峡市灵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商丘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周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驻马店市泌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济源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邓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河水利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南省司法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许昌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湖北省

武汉市汉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石市阳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襄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荆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宜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十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鄂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荆门市东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冈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孝感市汉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咸宁市通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随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恩施州利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仙桃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潜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湖北省省直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汉油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武钢研究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

长沙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长沙市天心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株洲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湘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岳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张家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益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郴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国家电网永州供电公司关心下一代协会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娄底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湘西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郴州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广东省

广州市花都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龙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珠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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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佛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韶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源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梅州市市直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惠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汕尾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东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阳江市江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湛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茂名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肇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清远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揭阳市惠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云浮市新兴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柳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桂林市永福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梧州市藤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海市铁山港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防城港市防城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钦州市灵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石羊塘社区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

玉林市玉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百色市德保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贺州市钟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来宾市武宣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崇左市天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宁市青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

海口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三亚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万宁市和乐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定安县雷鸣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屯昌县枫木镇岭仔村关工小组

重庆市

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万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涪陵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沙坪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九龙坡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岸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碚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巴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津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合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永川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纂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铜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丰都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垫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四川省

眉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雅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凉山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自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充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宜宾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泸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攀枝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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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遂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乐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德阳市什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广元市苍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内江市威远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广安市武胜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达州市渠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巴中市平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绵阳市安县塔水镇白塔村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阿坝州汶川县漩口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甘孜州泸定县德威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贵州省

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贵阳市息烽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遵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共六盘水市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安顺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毕节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铜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铜仁市思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黔东南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黔南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黔南州瓮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黔西南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云南省

保山市腾冲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昭通市昭阳区关工委离退休老干部夕阳红

志愿者协会

曲靖市宣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文山州广南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昆明市宜良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普洱市澜沧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红河州石屏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楚雄州姚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理州大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双版纳州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玉溪市新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德宏州盈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怒江州泸水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机关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山南地区教育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拉萨市达孜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陕西省

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安市未央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宝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宝鸡市金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咸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咸阳市泾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铜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渭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渭南市富平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延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延安市黄龙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榆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榆林市府谷县新民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商洛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安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甘肃省

甘肃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兰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酒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甘肃省老教授教育青少年关爱团

西北师范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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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张掖市甘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通渭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泾川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两当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临夏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嘉峪关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会宁县第一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六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华池县上里塬小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海省

西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东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海北藏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黄南藏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玉树藏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宁市湟中县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青海省西宁监狱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银川市永宁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吴忠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吴忠市利通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石嘴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固原市西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卫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塔城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克拉玛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八师石河子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昌吉回族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哈密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吐鲁番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阿克苏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喀什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福海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博乐市小营盘镇乌图布拉格村关心下一代

工作小组

于田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阿克陶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自治区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兵团第四师六十六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八师石河子市 “老军垦” 报告团

石河子市老街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兵团十二师二二二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兵团水利水电集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教育部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北工程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教育局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辽宁省铁岭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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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长春工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哈尔滨商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安徽工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学

督导组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南昌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湖北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娄底冷水江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广西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海口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西南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重庆市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大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河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新疆油田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抚顺石化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辽阳石化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胜利石油管理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原石油勘探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北京石油分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全国铁路

啥尔滨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沈阳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长春铁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天津铁路办事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侯马北工务段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呼和浩特铁路局临策基础设备管理部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郑州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襄阳机务段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西安铁路局新丰镇机务段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

济南铁路局济南客运段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上海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南昌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南宁铁路局湛江站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成都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昆明工务机械段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兰州铁路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乌鲁木齐铁路局库尔勒机务段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青藏铁路公司西宁车站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解放军
总参谋部无锡离职干部休养所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总政治部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

总后勤部广州离职干部休养所

总装备部无锡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海军厦门水警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空军孝感离职干部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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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炮兵洛阳黔川路离职干部休养所

国防大学政治部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吉林省军区长春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

内蒙古军区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兰州军区西安老战士大学

济南军区联勤部济南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

福建省军区福州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

湖南省军区长沙五里牌离职干部休养所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重庆警备区重庆彭家花园离职干部休养所

武警贵州省总队离职干部休养所

全国钢铁企业关心下一代研究会

武汉钢铁 (集团) 公司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中国关工委所属事业单位

«中国火炬» 杂志社

中国关工委公益文化中心

中国关工委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附件 ２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名单

北京市

侯守峰　 　 　 　 　 　 史　 征 (女) 　 　 　 　 　 　 李　 明　 　 　 　 　 　 贾　 涛

黄　 伟 郭德伶 (女) 赵卫东 傅　 庚

李树栋 聂兰英 (女) 金德起 陈万泉

寇福生 关宝山 (满族) 陈　 超 杨　 辛

孙维炎 李克仁 周文济 李燕杰

陶玉玲 (女) 陈东海 常建军 刘　 红 (女)
冯松青 于　 辉

天津市

赵孟臣 周庆芳 杜志荣 李金祥 (回族)
付慧珍 (女) 韩春枝 (女) 杨佩英 (女) 林承三

李世平 (女) 徐耀林 焦津生 张励军

胡云政 赵桂华 (女) 柴寿文 陈义逑 (女)
沈正国 陈万宏 张殿文 何俊田

高玉书 屈景芬 (女) 窦俊华 付士勇

付振恒 于俊森 赵连俭 司振铭

王辅成 唐晓云 杨国军 涂秀森

吴宏源 汪志强 张　 嫦 (女) 孙玉斌

高　 正 杜仲奎

河北省

钱少宗 刘玉良 王子毅 秦三梅 (女)
何　 玉 (女) 白传桃 陈志龙 付海燕 (女ꎬ 蒙古族)
袁宝莹 陈惕生 (回族) 李志明 王兴国

李向东 郭金荣 林　 权 臧　 兰 (女)

０２３



法规文件

李兰芳 李万平 齐凤泽 张　 磊

白可进 车志忠 丁友良 王文明

朱泽平 (女) 张宝贤 刘兴福 李训章

金广义 武金琢 赵长玉 张玉荣

张光崇 梁印诗 窦桂荣 (女) 高新会 (女)
杨淑恩 李田根 李景宁 孙俊嘉

闫敬岭 段荣会 李　 茹 (女) 李志科

王淑平 王奠宗 陈万钧 姚治晓

郭树同 杨群刚 张同章 石书琰 (女)
刘绍本 李庚全 梁国伶 (女) 王德华

张秀娟 (女)
山西省

王可福 杨瑞武 畅锦屏 (女) 赵东会

朱素娥 (女) 郭荣华 孙俊文 刘改先 (女)
王志成 翟锐铭 (女) 乔永生 孟树斌

李清堂 王　 植 高信生 刘贵合

刘宏丽 (女) 弓升高 张秀章 宋金海

王九存 任涛海 王林胜 岳保定

原晋国 胡建斌 张礼明 周坦然

张贵忠 贺学通 韩世明 曾天法

刘高潮 王晋临 秦同和 李宽裕

薛万明 刘玉珍 王中彦 王泳国

高大旺 王三星 李志学 张立忠

张玉奇 王九菊 (女) 晋廷瑞 刘晋祥

郭建立 叶国恩 郭顺全 文振西

郭建利 马　 强 李文毅

内蒙古自治区

柳开成 张占福 张双旺 韩奋勇 (蒙古族)
冯　 贵 李贺祥 谢　 德 付广智

斯仁道尔吉 (蒙古族) 巴达玛扎布 (蒙古族)
边中政 邵满全 朱云河 郭秀云 (女)
杨学忠 温荣才 (满族) 王崇新 (满族) 鲍振喜 (蒙古族)
海　 虎 (蒙古族) 张万忠 吴全喜 (蒙古族) 任明德

郭艳梅 (女) 朱文祥 吴国权 王树国

阿尔德那巴扎尔 (蒙古族) 阿拉腾其木格 (女ꎬ 蒙古族)
玛希毕力格 (蒙古族) 赵林生 李阳泉

曹俊文 奇文清 (蒙古族) 刘显亮 刘志亮

何保全 景智 杨彩梅 (女) 孟广顺

杨金耀 陶克图 (蒙古族) 曹梦麟 徐永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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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至 (女) 刘景铨 闫　 通 陈文学

德占山 (达斡尔族) 郭艳丽 (女) 江新瑞 范维新

吕安全 吴志国 邓增业 张树德

辽宁省

尉凤英 (女) 赵风杰 徐文涛 王振才

肖　 桐 方　 军 (满族) 李光祥 孙永文

李本政 王成贤 (女) 关　 妍 (女ꎬ 满族) 董维亚

陈士军 张秀云 (女) 钱立业 王在祥

李兆兰 (女) 栗文库 (满族) 韩　 玲 (女) 甄玉生

韩建勋 (满族) 梁　 栋 国广军 刘励威 (女)
韩永伟 唐福成 杨国茂 李文霞 (女)
崔素云 (女) 李祖训 王宏基 石恩扬

刘明安 (女) 王守印 白长龙 (蒙古族) 杨松莲 (女)
王玉池 隋　 秀 于泉洋 吴铁库

艾云刚 (满族) 张泰祥 冯国臣 陈永和

宋连中 张洪祥 刘廷敏 高向忱 (蒙古族)
杨春光 尹福顺 李艳杰 (女) 黎　 明 (满族)
王佑民 (蒙古族) 孔凡有 王宝学 王　 军

吉林省

王葆光 魏　 凯 (女) 郝喜堂 杜静英 (女)
李振福 裴永爱 (女ꎬ 朝鲜族) 张广娟 (女) 张玉峰

张玉琢 朴奎植 (朝鲜族) 卢正芳 陈岚玺

张宜兴 程兆昌 王　 帆 金东云 (朝鲜族)
李福顺 (女ꎬ 朝鲜族) 杨明谷 李成珍 (朝鲜族)
金春燮 (朝鲜族) 赵连友 侯贵新

胡续源 孙德义 邵焕章 康速航

张　 岩 李贵海 佟国庆 (蒙古族) 张柏林

杨　 军 周世清 王克成 任桂梅 (女)
关汉双 赵喜胜 刘秉生 肖　 文

欧祥正 孙介文 冯玉华 回登利 (回族)
田沛然 孙晓红 (女ꎬ 满族) 刘晏隆 金英淑 (女ꎬ 朝鲜族)
孙大智 王忠斌 岳　 坤 周敬思

马世成 张松竹 (朝鲜族) 关庆祥 石连志

苏义发 张丹红 (女) 武明军

黑龙江省

陈云来 宿举发 王　 毅 王　 军

许玉敏 孙玉坤 (女) 魏锁亭 张凤阳

孙兴国 徐志坚 李志武 鞠　 彪

杜良凤 曲淑琴 (女) 邵庆生 于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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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林 尤秀珍 (女ꎬ 赫哲族) 杜洪波 (女) 宋晓艳 (女)
王吉真 张耀彬 刘善岐 张广林

张　 校 杨忠保 任桂嫣 (女) 曹　 锋

吴士奎 袁凤武 赵福军 王传建

顾和章 范希贵 于成智 段金林

许　 岩 吕　 波 (女) 李书泉 程进先

马学利 张光复 李志秀 冀文麟

林树俭 谭铭文 刘海云 杨毅华 (女)
陈荣吉 王广学 岳凌云 吴春江

杨金星

上海市

傅菊仙 (女) 顾点龙 桂骥敏 程关根

李仁杰 陈观法 汪绍兰 (女) 林则福

严振超 惠　 静 (女) 龚道一 蔡诚绥

刘小新 俞梅芳 (女) 丁　 康 孙瑞英 (女)
张长华 葛十朋 陈大伟 曹宝祥

张培平 郑　 芝 张思义 王品祺

颜　 华 潘海根 王吉梅 (女) 丁昆源

沈文杰 曹平生 杨一中 黄兆琪

张川国 林乃华 张清朗 闫显军

戚泉木 虞彤云 周硕青

江苏省

沈大庆 马鸿润 (回族) 杨宏才 何忠友 (回族)
周福龙 于耘农 徐南江 蒋士凡

林维燕 (女) 赵生男 荣文庆 衡敦亚

吴淑芬 (女) 李运芝 (女) 李富义 翟继法

路发今 李兴根 叶英琳 (女) 王　 瑛 (女)
钱根祥 陆春林 施锦元 王治英 (女)
陆国甫 曹志林 陈宏杰 高飞昌

缪立新 张新济 朱孔岗 秦玉伦

柳怀玉 陈士扬 孙锦忠 颜正明

李永光 卞文乐 李余礼 杨　 健

王云玲 张厚宝 居云保 陈柏祥

陆才林 王仁进 徐美霞 (女) 顾桂喜

曾焕文 朱炳君 徐　 曼 (女) 周志松

李先顺 孙全芳 顾漪玲 (女) 杨书华

金淮江

浙江省

邵美英 (女) 赵树华 王志明 吴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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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瑗 (女) 朱占善 (女) 杨　 勤 (女) 王兴国

胡广良 郑伦祥 胡张宏 沈佳雨

宋玲华 (女) 石进才 徐学篯 苏尔虎

吴宏达 卢琪和 (女) 慎小红 (女) 史仁华

周春龙 马　 健 陆佳华 朱建青 (女)
俞云芳 王福和 许彩英 (女) 陈礼安

车珊珠 (女) 李会鹏 杨根苗 潘永兴

黄友源 郑凤英 (女) 朱恒兴 周淑香 (女)
滕闽军 (女) 沈长松 王敬国 赖竹华

江凯成 张　 波 黄廷禹 张致真

谢茂顺 朱瑞良 连凌芳 (女) 杨胜骏

姚善庆 王秀琴 (女) 黄文伟 曹树德

方向荣 雷木森 (畲族) 薛克诚 徐全升

沈国华 黄　 斌

安徽省

刁连堤 席青海 程晋荣 (女) 徐明星

侯兴岭 李艳梅 (女) 郭西兰 (女) 赵成云

王玉阶 何兴义 周广耘 于　 红 (女)
单海英 (女) 年汉东 王清泉 于修波

赵本金 廉月富 程隆嵩 余兆云

陈家声 陈学志 夏锡生 汪永义

胡文运 (女) 邵必贵 姜宏镛 李福增

张泽连 丁先泽 李光平 李向群

邢献宝 汪中保 孙高广 石教喜

王宏健 查富乐 马杨忠 盛家寿

李银德 江启陵 冯小玩 储理政

方　 前 郑声满 李寿山 谭运秀 (女)
刘连枝 王　 鸿 汪蔚林 (女) 纪瑞萍 (女)
汪国华 余昌春 李长民 韩　 萍 (女)
奚志华

福建省

王文贵 沈惠秋 (女) 杜进兴 李金福

施信义 徐健传 林艳晶 (女) 王保田

傅元盛 冯沿江 黎晋生 陈秀敏 (女)
李天森 蔡港泉 王九分 刘炳南

林长根 郑秀丽 (女) 黄宏伟 施永康

郑今奋 庄泉宝 王家镇 薛世浩

郭荣成 张　 伟 林纪承 翁振云

陈镇金 张义心 张恩承 肖荣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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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景国 陈金池 林瑞容 (女) 林文龙

范阳善 肖建平 李志让 黄春娣 (女)
黎梓元 李荣光 曹仰文 陈杏英 (女)
林　 青 魏鉴串 张居泰 林昌永

林文敏 包志荣 林子利 林瑞琛

程复强 林　 伦 王映辉 陈祖辉

陈　 浩 郭荣辉

江西省

兰玉华 (女ꎬ 畲族) 李金保 李先平 (女) 缪延相

陈　 忠 廖济奎 李烈民 朱汉盛

钟礼龙 张祖良 周华保 吴木才

温昭铨 段华胜 李维正 肖而乾

易荣秀 (女) 杨贱根 潘邓生 赵成品

黄俊衍 蔡康全 卢林寿 张茂棉

郭　 森 黎德辛 刘玉发 廖祖彬

吴济根 李盛秋 胡金贵 彭水生

章后贵 李根荣 王忠民 于联明

游天林 胡周顺 叶　 飞 张　 云

易玉珍 (女) 钱德九 王金生 聂香春

邓云明 李华青 杨露露 (女) 吴佺孙

谢仁康 刘绍宽 辛玉芝 (女)
山东省

王志臣 隗振勤 张广来 刘　 宪 (女)
韦　 沛 李鸿令 江崇冠 徐玉林

程吉文 于官超 袁学法 李勤田

尚振传 李继唐 崔春明 刘玉荣 (女)
曹庆岱 柴纪强 王玉清 支　 冬 (女)
曲长征 (女) 于大卫 丛正林 王桂凤 (女)
王永峰 周建平 郭文政 谭　 健 (女)
宋维田 江福祥 钟世新 张立操

史效让 季茂森 韩凤早 于年民

李　 柯 周汝惠 杨　 蕾 (女) 李茂玉 (女)
胡兴起 宋德法 杨文明 满玉成

陈玉忠 徐　 军 霍玉平 (女) 孟庆胜

杨玉臻 徐公义 潘素贞 (女) 秦广胜

鲍汝润 郭德刚 姚和民 田浩存

任兰才 苗祥义 刘大用 张文德

河南省

张凤枝 (女) 郭连召 邢　 影 (女) 于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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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法 蔡乐义 张爱芬 (女) 魏西振

段汝河 穆海贵 谭经龙 马成山

杜兆山 杨奎清 郭润营 赵双全

范清荣 刘兴儒 刘次勋 邓赐章

郭志贤 袁星晨 韦富根 刘永信

袁英敏 (女) 苗富清 王顺华 潘年生

张　 英 王定岐 王庚戌 (蒙古族) 卢太华 (女)
庄敬山 曹长福 孟凡诺 苏振全 (回族)
张顺山 张启良 赵　 威 张富轩

张效梅 (女) 王一清 杨爱玲 (女) 杨炎欣

李仙海 李三昌 吕新民 萧岐峻

欧阳明 郭恒坦 杨明亮 张进战

南书山 石志远 李青山 王廷基

姚淑英 (女ꎬ 回族) 谭定业 (土家族) 梁小冰 赵　 斌

赵　 勇

湖北省

周祖元 何国治 晏　 辉 吴　 健

姚志恩 黄万祥 马开专 吴方法

戚中直 余鸿程 焦俊卿 (女) 任光智

赵秉朗 刘广建 周光旭 吴书元

刘汝华 陈昌华 聂德媛 (女ꎬ 土家族)
卢长勇 秦有保 李婧珺 (女) 曾宪文

高东华 侯　 韬 张元善 周志雄

段福元 张秀芝 (女) 陈义万 吕杰生

朱开俐 (女) 吴清琼 (女) 刘艳琳 (女) 陈兴旺

向致春 (土家族) 汪启发 程远来 柯楚河

杨明星 董金红 (女) 马从全 宗良瑶

肖剑虹 (女) 欧阳学东 魏文俊 马学荣

湖南省

唐得之 尹定国 刘德尧 阳新丽 (女)
刘文娟 (女) 屈维炳 苏周承 刘河南

黄俊仪 劳　 动 彭楚乔 王君斌

伍想德 欧阳恩成 郑文甫 汪成湘

罗凡凤 邓建忠 羿世淦 王渊渊 (土家族)
童桂云 (女) 杨流芳 苏志琦 (土家族) 田际军 (女ꎬ 土家族)
李仲国 杨文斌 曾华石 刘富贵

袁生权 王　 梅 刘城琅 刘　 泉

钟上元 邝秀潭 雷俊义 张中伟

张家琦 (苗族) 胡光湘 李楚斌 殷另姣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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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鹤鸣 王海锋 向华友 (土家族) 田金珍 (女ꎬ 苗族)
彭本源 钟国建 汪祥欣 陈敏时

胡　 坚 鲁遐龄 张建中 符国应

黄孝亮

广东省

吴泽耀 王长柏 易金辉 郑广祜

陈月明 (女) 程忠汉 凌　 文 骆柏林

温介平 罗晓媚 (女) 罗春柏 黄景湖

黄　 浩 陈汉波 李非逸 梁肇钜

肖汉谋 姜正国 陈立明 王　 海

何正拔 江智强 梁海清 林冯久

颜赛真 蔡朝东 李　 梨 (女) 张秀容 (女)
蔡玉媛 (女) 李燕珍 (女) 黄玉花 (女) 关景贤

张小波 王安全 吴卫国 戚潘国

钱民乐 孟高翔 肖又喜 陈文升

申自能 黎旭日 吴作秋 黄桐华

邝林汉 杨秀维 吴驹贤 王瑞生

陈　 武 刘国钧 姚作芝 潘文书

徐兴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

林恩材 田沛霖 蒙盛松 (壮族) 杨鸿泉

谢满蓉 (女) 孔正定 葵秀山 许美玉 (女)
潘家芬 (女ꎬ 壮族) 李国楹 莫水生 汪映萍 (女)
禤伟存 (壮族) 陈丽霞 (女) 缪宽遂 (瑶族) 黄永腾 (壮族)
邓乃清 张惠成 卢　 春 梁永和

李　 宁 (女) 丘懋璇 区嘉威 邱光珍 (女)
黄海波 (壮族) 覃克胜 (壮族) 赵　 祯 董振胜

李建国 (瑶族) 谭训国 (毛南族) 邓　 成 李善源 (壮族)
查柳君 (女) 梁雪丽 (女) 覃春晓 (女) 黄美娥 (女ꎬ 壮族)
赵学亲 (壮族)
海南省

何如伟 朱　 旭 郑绍儒 吴春明 (女)
李治鹏 陈道清 冯尔灼 刘继安

符亚利 (女) 王玉林 谢有造 潘正结

王业儒 欧德荣 黄祖绵 (壮族) 陈洪光

曹绍烈 王仕锦 王启强 邱世兴

陈　 雄 王明奎 林芝栋 杨亚佑 (黎族)
王植槐 符云汉 唐敏昌 (黎族) 苏定焕

王学广 庄建潺 冯克煌 王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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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红花 (女) 苏　 晓

重庆市

高沙飞 (女) 刘丽俐 (女) 雷雯霖 (女) 吴　 南

黄　 晶 (女) 厉　 华 (满城) 邹晓彬 (女) 梁先玉

张玉林 (苗族) 姚建全 蒋怀德 刘仁富

杨　 辉 左绍中 奚千里 洪世忠

张映安 陈　 韬 陈恩录 张新诚

魏　 澹 张　 力 袁华正 曾祥云

周佐祥 杨昌茂 (女) 龙太国 周举之

胡　 燕 (女) 胡朝木 肖定友 谭绍西

孙建明 庞仁江 杜春胜 夏正法

阳连池 郭述平 王传国 熊同福

陈元辉 蔡德鑫 金良铸 冉隆柏 (土家族)
彭洪明 (土家族) 张宗祥 (苗族) 段志余 傅之英 (女)
四川省

左国辅 薛粤忠 王传义 傅尚志

余坦奎 姜玉良 王正国 宋淑芳 (女)
任天芝 (女) 杜玉凤 (女) 杨征洪 谭天锦

周隆品 邓华明 王超琼 (女) 姚福仁

樊淑琼 (女) 霞新民 杨步润 李培林

田澍塘 唐振全 宋德树 章瑞宽

吴忠杨 韩大和 曾德华 (女) 肖华清

朱家树 张代信 傅文才 郭丽宁 (女)
罗国民 王政超 郭修忠 雷允树

彭世伦 徐顺涛 余永国 苟学志

王家舜 黄若冰 刘华诚 蒲永鸿

邱小莉 (女) 叶德明 魏远英 罗军蜀

楠木灯 (藏族) 孟康兰 (女ꎬ 藏族) 李绍开 (彝族) 姚荣东

郑　 曦 (女ꎬ 蒙古族) 陈敬恒 舒秀岭

周伯骐

贵州省

王惠业 (女) 潘贵书 张昌杰 龙雪静 (女)
王万娟 (女ꎬ 回族) 罗　 蕤 (女ꎬ 布依族) 王玉国 欧阳俊 (苗族)
撒应康 (回族) 高庆华 (女) 周莉萍 (女) 赵春安

李定祥 周仕登 张廷模 李文琳

侯贵玉 王天富 汪世昌 胡春华

刘定会 (女) 罗贤杰 康朝敏 (彝族) 王达金

何振坤 陈际忠 张世麟 (土家族) 李宗朴

王祖德 龙顺学 (苗族) 李洪学 向家蓉 (女ꎬ 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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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余 张同霞 (女) 谭宗文 (布依族) 黄义勇 (布依族)
谭万里 (苗族) 陈林彪 罗垂斌 陈华敏

陆红宇

云南省

陈昌黎 傅宗明 白金春 吕维戬

汤云贵 陈玉法 张永琦 (彝族) 杨学智

韦光荣 (壮族) 李洪珍 (彝族) 杨映雪 (女) 和汝盛 (纳西族)
杨校云 (女) 李　 庄 李玉珍 (女ꎬ 白族) 潘卫周

张连英 (女ꎬ 哈尼族) 张世雄 田国学 (哈尼族)
罗乔生 (彝族) 理云昌 (彝族) 李文香 (哈尼族) 江正荣

章养真 (女) 黄　 河 罗永根 (彝族) 杨丽琬 (女)
段茂仁 (白族) 玉　 桑 (女ꎬ 傣族) 朱以约 王玉玲 (女ꎬ 白族)
刘自和 沈开万 安有才 (彝族) 林德钰

杨清广 杨显帮 黄文华 李　 勤 (白族)
李昌荣 (彝族) 范红英 (女ꎬ 怒族) 和茂才 (白族) 陈学江

鲍德珠 (白族) 莫泰尧 张家禄

西藏自治区

格桑朗杰 (藏族) 索　 娜 (女ꎬ 藏族) 格桑尼玛 (藏族) 晋　 美 (藏族)
仓姆娜 (女ꎬ 藏族) 董甜甜 (女) 永卫东 (藏族) 达瓦次仁 (藏族)
才旦多杰 (藏族) 罗布色 (藏族)
陕西省

施启文 曹存玉 同谋流 闫德甫

高玉清 (女) 马元明 (回族) 王作兆 张景衡

雒秉来 刘忠良 史明轩 谢广元

杨世宗 张栩新 应志治 冯学超

张桂芳 (女) 呼秀珍 (女) 任峻涛 陈希文

杨志良 高玉龙 常志诚 薛　 静 (女)
梁星浩 齐向东 赵天仙 (女) 王拴虎

杨秦锋 廖双俊 刘兆年 严醒狮

孟昭斌 姜开亮 史发罗 刘小东

黄文选 马维帅 刘国兴 杨德毅

张　 涛 薛建娥 (女) 王化哲 樊光安

郑　 华 张智贤 薛明华 (女) 牛吉富

梁君凌 薛德文 王学斌 高英杰

尹维祖 周飞飞

甘肃省

李世荣 王晶中 魏晓东 李清振

郭尚俊 杨振华 梁汝山 张新民

蒋占全 戴树举 惠金鹰 南　 考 (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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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念宗 张连根 胡之德 谭发科

马希兵 彭德华 (女) 张智明 安月香 (女)
王小虎 陈百放 王志强 刘孝祥

高登芬 (女) 苏文君 杨兴胜 欧令发

于洲萍 (女) 王建文 黄多林 王淑珍 (女)
乔生钰 金　 桥 (女) 张凤兰 (女) 李宏春

李小润 李映忠 王晓静 (女) 谢　 峰

齐云博 杜生虎 祁玉秀 (女ꎬ 土族) 孟爱萍 (女)
王德明 刘国文

青海省

蒋焕东 祝瑞兴 马钟钰 张　 颖 (女)
胡文献 张成仓 张永年 马淑萍 (女ꎬ 回族)
李秀玲 (女) 彭鲁达 支培源 冶廷才 (回族)
任尚文 蔡本固 唐晓春 (女ꎬ 藏族) 唐金良 (蒙古族)
索　 巴 (藏族) 李培孝 (土族) 韩发源 吴小平 (土族)
却　 热 (藏族) 多　 毛 (女ꎬ 藏族) 昂　 格 (藏族) 才旺巴丁 (藏族)
刘东明 邵德山 郭千里 李立新

王雯理 (女) 张晓蕾 (女) 胡国祥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张正标 姜丽娟 (女ꎬ 满族) 陈　 贵 (回族) 王万春

冯　 礼 方保国 王建国 刘维汉

李光庆 徐　 峰 高广华 孙志有

马学梅 (女ꎬ 回族) 杨和森 马建民 胡生寿

杨克兴 (回族) 常力军 何瑞霞 (女) 李正虎 (回族)
肖志光 戴江宏 (回族) 马正文 (回族) 丁文清 (回族)
何国功 刘八水 赵维素 刘玉修 (女)
李世保 马　 萍 (女ꎬ 回族) 刘志才 付冬燕 (女ꎬ 满族)
马天玉 郭忠诚 张　 凯 (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艾拜都拉阿西木 (维吾尔族) 好肯卡勒木 (哈萨克族)
努尔买买提托合提克热木 (维吾尔族) 买买提明吾守尔 (维吾尔族)
孜乃提吾买尔 (女ꎬ 维吾尔族) 阿布拉江麦麦提 (维吾尔族)
木台力甫毛依冬 (维吾尔族) 阿不都热依木吐尔地 (维吾尔族)
柯利毕努尔阿不都拉哈提 (女ꎬ 维吾尔族) 图拉克吐合提 (维吾尔族)
阿不都热西提司马义 (维吾尔族) 王秀华 (女) 于国治

潘玉莲 董　 文 (女) 王文莹 (女) 沈建佳

张曰知 刘升昌 恰力阿布勒哈斯木 (哈萨克族)
木沙江玉赛音 (维吾尔族) 赵永明 郭能新

马俊杰 (回族) 胡　 懿 (女) 赵新芝 (女) 任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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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毅 于学智 王天文 满俊红 (女)
赵建忠 张清佺 王金山 王义顺

王宝厚 梁起超 杨　 辉 (女) 董建国

段桐华 段学义 海里且姆斯拉木 (女ꎬ 维吾尔族)
托列吾汗玉德拜 (女ꎬ 哈萨克族) 努斯来提瓦吉丁 (维吾尔族)
道尔吉 (蒙古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樊敬晶 郭尚功 王开端 李秀云 (女)
郑志义 张治书 叶　 斌 刘成林

禹　 莉 (女ꎬ 回族) 曹春松 聂玉成 朱丽芳 (女)
张寿华 万喜良 徐光荣 李春旺

曹连莆 远淑尚 (女)
教育部

张　 勇 田　 丽 (女) 杨洪璋 杨希禄

李希芹 (女) 李金海 张民省 图　 雅 (女ꎬ 蒙古族)
齐再光 姜　 娥 (女) 贾泰生 王普庆

陈其昌 金正基 李　 坤 黄尚厚

周国胜 郝运福 陈　 晃 梁景瑚

龚全珍 (女) 张顺清 孙增信 程　 峰

李耀楠 邹卓鹏 庄明英 杨柏生

石远吉 陈　 晓 周荣丰 张秉华

秦大锡 李　 毅 吴家仁 白　 珍 (女ꎬ 藏族)
王坤生 张汉武 郭永发 杨宝玉

郝建新 沙塔尔沙吾提 (维吾尔族)
安全部

殷玉强 邱桂攀 宋宝贤 薛曙光

桑洪臣 邹德浩 裴新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李广智 张连芳 (女) 浦世连 (女) 李国君

刘荫柱 白富才 陈文荣 (女) 丁仲贻

王吉林 刘跃弘 衡　 莉 (女) 马　 文 (女)
商永奎 刘文辉 孙忠成 孙　 鹏

赵　 鹏 赵　 武 欧阳沙 徐履廉

方伯威 王良玉 罗金林 宋胜利

林运根 樊胜利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李忠华 任宗声 方玉光 卢耀祖

孙尚璋 何龙湘 唐致学 (女) 张　 茂

王玉英 (女) 刘修珍 黄海穂 (女) 史家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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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克 易国云 姚汉冲 华自强

陈全江 朱德启 张昌政 韩友信

秦永杳 黄和平 (女) 杨锡全 蒋含宇

王延河 刘英烈 邓敏联

全国铁路

张天彦 关永成 齐柏山 张海舟

刘庆吉 李纪昌 刘　 刚 刘森林

马瑞明 (回族) 雷建雄 杨　 晖 韩景順

杨文学 (满族) 李人霄 (女) 罗家发 王建华

蔡英珊 陈广武 高传海 俞宝麟

李　 珍 (女) 陈　 音 (女) 徐宗林 陈明江

李皓明 钟幸生 朱鸣仁 吴家梁

朱元生 常树明 何克振 孙福元

岳玉忠 张功臣 李谋朴 刘清良

手拉提那斯尔丁 (维吾尔族) 杨泽林 周学勇

盖凤岐 王克勇

解放军

赵景廉 王金富 杨则冉 王　 飞

田　 华 (女) 鞠名达 冯树凭 施光华

刘庆昌 梁桂兰 (女) 赵兴发 姜　 凯

李建明 卜仲谟 毛兰成 王振平

贺捷生 (女) 吴夫向 鞠　 开 卢新纲

李　 敏 余新元 金恩祥 于勤恺

王维汉 郭　 兴 卢生福 张崇一

钟　 飞 蒋文郁 黄　 斌 胡中山

王夫仁 刘增泰 薛占山 李一飞

王占林

全国钢铁企业关心下一代研究会

房洪瑾 李秀华 (女) 王守恭 郭玉声

黄　 灵 魏立仁 魏德龙 彭琨明

李书生 张秀娟 (女)
中国关工委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

温厚文 李启民 李幼林 陈　 田 (女)
尚玉香 (女) 董彬彬 (女) 刘　 娜 (女) 赵爱民

徐　 磊 李　 臣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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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峰 王长聚 王成怀 王作然

王宏范 王建双 王维山 (蒙古族) 田淑兰 (女)
孙维本 孙耀廷 刘峰岩 刘晓连 (女)
刘雅芝 (女) 朱佩玲 (女) 陈玉益 张宝三

张帼英 (女) 杨志海 杨泽江 吴华品

肖祖修 李天文 李东辉 李克成

李明金 李虎林 闵振环 范伯元

季家宏 武　 韬 武正国 祖书勤

徐长聚 徐廷生 徐宏俊 顾秀莲 (女)
高新亭 高锦屏 桑结加 (藏族) 唐情林

曹鸿鸣 黄超雄 龚贤永 谢　 勇

谢世杰 潘鸿权 (壮族)

附件 ４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蓝 (女) 王生铁 王丙乾 王仲方

王光英 王克玉 王定国 (女) 王耀亭

韦继松 冯登紫 龙志毅 (彝族) 许嘉璐

孙孚凌 孙家正 刘海荣 庄炎林

朱　 琳 (女) 何国模 何鲁丽 (女) 陈　 明

陈大白 陈至立 (女) 陈焕友 沈瑞庭

张明俊 张榕明 (女) 杨春贵 杨蕴玉 (女)
邹　 瑜 吴协刚 李　 昭 李力安

李广涛 李永进 李永寿 应宜权

金　 鉴 尚　 文 贺敬之 徐　 智

热　 地 铁木耳达瓦买提 (维吾尔族) 颉富平

彭珮云 (女) 蒋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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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推广应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通知
民函 〔２０１５〕 ２７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文明办、 民政厅 (局)、
团委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 民政局、 团

委ꎬ 各相关志愿服务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ꎬ 提

高志愿服务信息化水平ꎬ 由中央文明办、 民政

部和共青团中央组织有关单位制定的 «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ＭＺ / Ｔ０６１—２０１５) (以
下简称 «基本规范»ꎬ 见附件)ꎬ 作为行业标准

日前已批准发布ꎮ 为做好该 «基本规范» 的推

广应用工作ꎬ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推广应用 «基本规范»

的重要意义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是发展壮大志愿者队

伍、 合理配置志愿服务资源、 提升志愿服务效

能的重要载体ꎬ 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志愿

服务事业发展的有效手段ꎮ 近年来ꎬ 一些地方

和志愿服务组织自主开发了本地区、 本组织的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为志愿者注册登记、 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记录志愿服务时间等方面提供

了便利、 发挥了作用ꎬ 但因业务流程不规范、
数据标准不一致等原因ꎬ 导致各系统之间不能

互联互通、 信息不能共享ꎬ 影响了信息系统的

效能ꎬ 制约了志愿服务的发展ꎮ «基本规范»
是在研究分析多个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梳理总

结志愿服务发展需要的基础上ꎬ 首次对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的数据采集、 功能作用、 共享与交

换、 信息安全等作出的统一规范和要求ꎮ «基

本规范» 是我国志愿服务信息化建设领域第一

个全国性行业标准ꎬ 是开发、 完善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的基础标准和重要参考ꎮ 各地区、 各部

门、 各志愿服务组织要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 建立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体系的高度ꎬ 充分

认识推广应用 «基本规范» 的重要性、 必要

性ꎬ 按照 «基本规范» 的要求开发完善、 选择

应用相关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尽快实现全国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的互通互联、 信息共享ꎮ
二、 着力推进 «基本规范» 的推广

应用
«基本规范» 对志愿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志

愿者、 志愿团体、 志愿服务项目、 培训、 表彰

奖励、 志愿服务时间、 评价投诉、 志愿服务证

明等进行了基础数据规范ꎬ 明确了信息系统共

享与交换的接口种类、 技术参数ꎬ 是开展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升级改造必须遵守的基本

标准ꎮ 各地文明办、 民政部门、 团委和各志愿

服务组织要以推广应用 «基本规范» 为契机ꎬ
加快推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设ꎮ 要通过举办

培训班、 研讨会等形式ꎬ 加大 «基本规范» 的

宣传普及ꎬ 组织志愿服务管理人员、 信息系统

开发建设人员、 运营维护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学习ꎬ 全面了解掌握 «基本规范» 的具体

内容和基本要求ꎮ 民政部等部门将依据 «基本

规范»ꎬ 将全国志愿者队伍建设信息系统升级

改造为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提供给各地

区、 各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无偿使用ꎮ 尚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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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ꎬ 原则上应选择使用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ꎬ 避免重复开发和资源浪

费ꎮ 确需自行开发的ꎬ 可以按照 «基本规范»
要求自主开发ꎬ 并与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

行对接互联ꎮ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的ꎬ 要依据 «基本规范» 抓紧开展系统升

级改造工作ꎬ 使系统符合 «基本规范» 的要

求ꎬ 并尽快与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志愿

服务数据共享与交换ꎮ
三、 加强对 «基本规范» 推广应用工

作的组织领导
推广应用好 «基本规范»ꎬ 已列入中央文

明委 ２０１５ 年重要工作安排ꎮ 各地文明办、 民政

部门、 团委和志愿服务组织要高度重视 «基本

规范» 推广应用工作ꎬ 加强统筹协调、 搞好协

作配合ꎬ 结合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推广应用方

案ꎬ 强化工作督促和任务落实ꎬ 扎实推动 «基
本规范» 的应用实施ꎮ 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

依据 «基本规范» 开展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改

造和运营维护工作给予资金支持ꎮ 要总结提炼

«基本规范» 推广应用过程中的好经验、 好做

法ꎬ 不断研究完善 «基本规范» 内容ꎬ 充分发

挥 «基本规范» 在志愿服务信息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ꎮ 民政部等部门将适时举办全国性培训

班ꎬ 对 «基本规范» 的学习宣传和推广应用进

行专题辅导和培训ꎮ 推广应用中的问题应及时

报民政部ꎮ

附件: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ＭＺ / Ｔ ０６１—２０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

ＭＺ / Ｔ ０６１—２０１５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Ｂａｓｉ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发布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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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划起草ꎮ
本标准由民政部社会工作司提出ꎮ
本标准由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 / ＴＣ ５３４) 归口ꎮ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中华志愿者协会、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北京中青

华云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ꎮ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寇京晶、 王虎、 王赢、 陈明、 邢翠霞、 汤俊、 张婷、 吉烨、 王佳、 高硕、

赵阳、 胡明军、 马自强ꎮ

引　 言

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文明委 〔２０１４〕 ３ 号) 提出要 “规范志愿

者招募注册”、 “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 “实行服务记录的异地转移和接续”ꎮ 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是有效管理志愿者、 合理配置志愿服务志愿、 开展志愿服务记录、 实现志愿服务信息化的重要

技术支撑平台ꎮ 为规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数据采集和功能要求ꎬ 奠定数据共享与交换基础ꎬ 实现

志愿服务记录的异地转移和接续ꎬ 制定本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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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设的基础数据元、 功能要求、 信息共享与交换接口、 安全
要求等ꎮ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数据元和功能设计ꎬ 为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系统运维人员提供管理和技术参考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ＧＢ / Ｔ ２２６１ １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一部分: 人的性别代码

ＧＢ / Ｔ ２２６１ ４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四部分: 从业状况 (个人身份) 代码

ＧＢ / Ｔ ２６５９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ＧＢ / Ｔ ４６５８　 学历代码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６２　 政治面貌代码

ＧＢ / Ｔ ４８８０ ３　 语种名称代码　 第三部分: 所有语种的 ３ 字母代码

ＧＢ / Ｔ ４８８１　 中国语种代码

ＣＢ / Ｔ ６８６５　 语种熟练程度和外语考试等级代码

ＧＢ / Ｔ ８５６１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ＣＢ １１６４３　 公民身份号码

ＧＢ / Ｔ １１７１４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ＧＢ / Ｔ １３７４５　 学科分类与代码

ＧＢ １７８５９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ＧＢ / Ｔ ２０２６９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ＧＢ / Ｔ ２０２７０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 / Ｔ ２０２７１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 / Ｔ ２２２３９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ＧＢ / Ｔ ２２２４０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ＧＢ / Ｔ ２５０７０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　 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２０１５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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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志愿服务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ꎬ 志愿以自己的时间和知识、 技能、 体力等帮助他人、 服务社会的

公益活动ꎮ
３ ２
志愿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提供志愿服务的自然人ꎮ
３ ３
志愿团体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开展志愿服务的组织或单位ꎮ
３ ４
志愿服务项目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为实现明确的志愿服务目标ꎬ 在一定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 (人力、 物力、 财力等) 开展的

系列活动ꎮ
３ ５
志愿服务时间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ｏｕｒ
志愿者实际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ꎮ
３ ６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处理志愿者、 志愿团体、 志愿服务项目等志愿服务相关信息的应用系统ꎮ

４　 缩略语

下列表 １ 所示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ꎮ
表 １　 缩略语名称

编号 缩略语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１ ＵＲＬ 统一资源定位符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ｏｃａｔｏｒ

２ ＡＰＩＩｄ 接入应用的唯一编号 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ｄ

５　 基础数据元

５ １ 数据元格式

５ １ １ 中文名称

按照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中 ３ １ 的规定ꎮ
５ １ ２ 标识符

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设中使用统一的数据元标识符ꎮ
该标识符由 １ 位字母和 ４ 位数字组成:
ａ) 第一位字符代表数据元所属数据类别ꎬ 用大写英文字母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或 Ｉ

表示ꎮ 具体数据类别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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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据类别

数据类别 数据类别标识符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 Ａ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数据元 Ｂ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数据元 Ｃ

培训信息管理数据元 Ｄ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数据元 Ｅ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数据元 Ｆ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数据元 Ｇ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数据元目录 Ｈ

审核信息管理数据元 Ｉ

ｂ) 第二、 三、 四、 五位字符是数据元在数据类别中的顺序号ꎬ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ꎮ 例如ꎬ 数

据元 “志愿者统一编号” 是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 中的第一个数据元ꎬ 其标识符见表 ３ꎮ

表 ３　 “志愿者统一编号” 标识符示例

Ａ ０ ０ ０ １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 顺序号

５ １ ３ 数据类型

按照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中 ３ ３ 的规定ꎮ
５ １ ４ 数据格式

按照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中 ３ ４ 的规定ꎮ
５ １ ５ 值域

按照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中 ３ ５ 的规定ꎮ
５ １ ６ 选项

选项为 “Ｍ”ꎬ 是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应设置的数据项ꎮ 选项为 “Ｏ”ꎬ 是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宜

设置的数据项ꎮ
５ ２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４ꎮ

表 ４　 志愿者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Ａ０００１ 志愿者统一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８

由 １８ 位数字编码组成ꎬ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ＤＥＥＥＥＥＥ
ＥＥＥ: ＡＡＢＢＣＣ 是 “Ａ００２０ꎬ 居住区域” 对应前

六位编码ꎬ ＤＤＤ 是志愿服信息系统 ＩＤ 编码ꎬ ＥＥ￣
ＥＥＥＥＥＥＥ 是不重复随机数字

Ｍ

Ａ０００２ 证件类型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３ Ｍ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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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Ａ０００３ 证件号码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８
对于身份证件类型为 “内地居民身份证” 的人

员ꎬ 证件号码值域见 ＧＢ １１６４３
Ｍ

Ａ０００４ 证件图片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图片 ＵＲＬ 地址 Ｏ

Ａ０００５ 姓名 ｓｔｒｉｎｇ   ７２ 无要求 Ｍ

Ａ０００６ 出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Ａ０００７ 性别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 见 ＧＢ / Ｔ ２２６１ １ Ｍ

Ａ０００８ 国籍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３ 见 ＧＢ / Ｔ ２６５９ Ｍ

Ａ０００９ 民族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 － ２０１４ 表 １４ꎻ 当 “ Ａ０００８ꎬ 国籍”
值非 “中国” 时ꎬ “Ａ０００９ꎬ 民族” 值为空

Ｍ

Ａ００１０ 政治面貌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ＧＢ / Ｔ ４７６２ꎻ 当 “ Ａ０００８ꎬ 国籍” 值非 “中

国” 时ꎬ “Ａ００１０ꎬ 政治面貌” 值为空
Ｍ

Ａ００１１ 毕业院校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１２ 专业类别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ＧＢ / Ｔ １３７４５ Ｏ

Ａ００１３ 所学专业 ｓｔｒｉｎｇ   ５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１４ 学历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ＧＢ / Ｔ ４６５８ Ｍ

Ａ００１５ 中国语种 ｓｔｒｉｎｇ ａ２ 见 ＧＢ / Ｔ ４８８１ Ｏ

Ａ００１６ 外语语种 ｓｔｒｉｎｇ ａ３ 见 ＧＢ / Ｔ ４８８０ ３ Ｏ

Ａ００１７ 熟练程度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 见 ＧＢ / Ｔ ６８６５ Ｏ

Ａ００１８ 血型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１９ 籍贯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Ａ００２０ 居住区域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Ａ００２１ 联系地址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２２ 联系地址邮政编码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６ 国家邮政局编制的邮政编码目录中的编码 Ｏ

Ａ００２３ 固定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Ａ００２３ꎬ 固定电话” 与 “ Ａ００２４ꎬ 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Ａ００２４ 移动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Ａ００２３ꎬ 固定电话” 与 “ Ａ００２４ꎬ 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Ａ００２５ 电子邮箱 ｓｔｒｉｎｇ   ６４ 无要求 Ｍ

Ａ００２６ 其他联系方式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２７ 从业状况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ＧＢ / Ｔ ２２６１ ４ Ｍ

Ａ００２８ 工作年限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ｎ２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２９ 职称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３ 见 ＧＢ / Ｔ ８５６１ Ｏ

Ａ００３０ 职务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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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Ａ００３１ 工作单位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Ａ００３２ 工作单位行业性质 ｓｔｒｉｎｇ ａ１ 见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Ｏ

Ａ００３３ 工作单位性质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２ Ｏ

Ａ００３４ 服务区域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Ａ００３５ 服务方式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４ Ｏ

Ａ００３６ 特长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２ Ｍ

Ａ００３７ 服务对象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３ 志愿者服务对象代码

０１ 至 １２
Ｏ

Ａ００３８ 可提供服务的时间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５ Ｏ

Ａ００３９
志愿者累计志愿

服务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Ａ００４０
志愿者累计

培训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５ ３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数据元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５ꎮ

表 ５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ａｎ１５ 无要求 Ｍ

Ｂ０００２ 志愿团体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Ｂ０００３ 上级志愿团体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ａｎ１５
无上级志愿团体时ꎬ “Ｂ０００３ꎬ 上级志愿团体编

号” 值为空
Ｍ

Ｂ０００４ 登记 /备案情况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已登记

０２: 已备案

０３: 未登记备案

Ｍ

Ｂ０００５
登记 /备案

证书复印件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图片 ＵＲＬ 地址ꎻ 当 “Ｂ０００４ꎬ 登记 /备案情况”
值为 “０３: 未登记备案” 时ꎬ “Ｂ０００５ꎬ 登记 /备
案证书复印件” 值为空

Ｍ

Ｂ０００６ 登记 /备案机构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当 “Ｂ０００４ꎬ 登记 /备案情况” 值为 “０３: 未登

记备案” 时ꎬ “Ｂ０００６ꎬ 登记 /备案机构” 值为空
Ｍ

Ｂ０００７ 组织机构代码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
见 ＧＢ １１７１４ꎻ 当 “Ｂ０００４ꎬ 登记 /备案情况” 值

为 “０３: 未登记备案” 时ꎬ “Ｂ０００７ꎬ 组织机构

代码” 值为空

Ｏ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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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续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Ｂ０００８ 志愿团体印章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图片 ＵＲＬ 地址ꎻ 当 “Ｂ０００４ꎬ 登记 /备案情况”
值为 “０３: 未登记备案” 时ꎬ “Ｂ０００８ꎬ 志愿团

体印章” 值为空

Ｍ

Ｂ０００９ 所在单位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Ｂ００１０ 所在单位性质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２ Ｏ

Ｂ００１１ 所在区域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Ｂ００１２ 详细地址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Ｂ００１３ 成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Ｏ

Ｂ００１４ 团体人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 无要求 Ｏ

Ｂ００１５ 团体简要描述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Ｂ００１６ 联系人姓名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Ｂ００１７ 联系人移动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Ｂ００１７ꎬ 联系人移动电话” 与 “Ｂ００１８ꎬ 联系人

固定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Ｂ００１８ 联系人固定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Ｂ００１７ꎬ 联系人移动电话” 与 “Ｂ００１８ꎬ 联系人

固定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Ｂ００１９ 联系人电子邮箱 ｓｔｒｉｎｇ   ６４ 无要求 Ｍ

Ｂ００２０ 服务对象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３ 志愿者服务对象代码

０１ 至 １２
Ｍ

Ｂ００２１ 服务类别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６ Ｍ

Ｂ００２２
团体累计志愿

服务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５ ４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数据元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６ꎮ

表 ６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Ｃ０００１ 志愿服务项目编号 ｉｎｔｅｇｅｒ ａ１０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０２ 项目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０３ 项目类别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６ Ｍ

Ｃ０００４ 所属志愿团体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ａｎ１５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０５ 项目开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０６ 项目结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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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Ｃ０００７
项目预算成本

来源类型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政府购买 ０２: 单位拨款 ０３: 企业捐助 ０４:
资源置换 ０５: 公众支持 ０６: 成员自筹 ０７: 其他

Ｍ

Ｃ０００８
项目预算成本各

来源类型金额
ｆｌｏａｔ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０９ 项目预算总成本 ｆｌｏａｔ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１０ 服务方式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现场服务 ０２: 远程服务 Ｏ

Ｃ００１１ 服务区域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Ｃ００１２ 服务详细地点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Ｃ００１３ 服务对象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３ 志愿者服务对象代码

０１ 至 １２
Ｍ

Ｃ００１４ 计划服务人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 无要求 Ｏ

Ｃ００１５ 项目简要描述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Ｃ００１６ 招募岗位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１７ 招募岗位人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１８ 招募岗位描述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１９ 招募岗位条件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２０ 志愿者保障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志愿者保险 ０２: 集中乘车 ０３: 交通补贴

０４: 餐饮或食物 ０５: 提供饮水 ０６: 提供住宿

０７: 志愿者服装 ０８: 志愿服务工具 ０９: 免费体

检 １０: 专项培训 １１: 志愿服务证书 １２: 其他

Ｍ

Ｃ００２１ 志愿服务时间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４ Ｏ

Ｃ００２２ 志愿者报名开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Ｏ

Ｃ００２３ 志愿者报名结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Ｏ

Ｃ００２４ 项目联系人姓名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２５
项目联系人

固定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Ｃ００２５ꎬ 项目联系人固定电话” 与 “Ｃ００２６ꎬ 项

目联系人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Ｃ００２６
项目联系人

移动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Ｃ００２５ꎬ 项目联系人固定电话” 与 “Ｃ００２６ꎬ 项

目联系人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Ｃ００２７ 项目联系人电子邮箱 ｓｔｒｉｎｇ   ６４ 无要求 Ｍ

Ｃ００２８ 实际服务人次 ｉｎｔｅｇｅｒ 初始值为 ０ Ｏ

Ｃ００２９
项目累计志愿

服务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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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５ ５ 培训信息管理数据元

培训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７ꎮ

表 ７　 培训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Ｄ０００１ 培训类型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通用培训

０２: 岗位培训

０３: 专业培训

Ｏ

Ｄ０００２ 培训方式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远程培训

０２: 面授培训
Ｏ

Ｄ０００３ 培训主题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０４ 培训开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０５ 培训结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０６ 培训所在区域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９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 Ｍ

Ｄ０００７ 培训详细地点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０８ 培训对象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０９ 培训内容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１０ 培训讲师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１１ 培训学时 ｆｌｏａｔ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１２ 计划培训人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１３ 培训组织者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１４ 联系人姓名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Ｄ００１５ 联系人固定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Ｄ００１５ꎬ 联系人固定电话” 与 “Ｄ００１６ꎬ 联系

人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Ｄ００１６ 联系人移动电话 ｓｔｒｉｎｇ   ３２
“Ｄ００１５ꎬ 联系人固定电话” 与 “Ｄ００１６ꎬ 联系

人移动电话” 不可同时为空值
Ｍ

Ｄ００１７ 联系人电子邮箱 ｓｔｒｉｎｇ   ６４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１８ 报名开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１９ 报名结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２０ 实际培训人数 ｉｎｔｅｇｅｒ 无要求 Ｏ

Ｄ００２１ 培训名录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５ ６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数据元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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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Ｅ０００１ 获得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Ｅ０００２ 表彰奖励获得者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Ｅ０００３ 表彰奖励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Ｅ０００４ 表彰奖励文书名称及文号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Ｅ０００５ 表彰奖励内容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Ｅ０００６ 表彰奖励颁发者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Ｍ

５ ７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数据元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９ꎮ

表 ９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Ｆ０００１ 获得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Ｆ０００２ 志愿服务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Ｆ０００３ 所属志愿团体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Ｆ０００４ 所属志愿服务项目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Ｆ０００５ 所属志愿者 ｓｔｒｉｎｇ   ７２ 无要求 Ｍ

Ｆ０００６ 备注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２４ 无要求 Ｏ

５ ８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数据元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１０ꎮ

表 １０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Ｇ０００１ 评价投诉对象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２ 评价投诉内容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２４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３ 评价投诉方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４ 评价投诉时间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５ 处理状态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待处理

０２: 已处理
Ｍ

Ｇ０００６ 处理志愿团体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７ 处理意见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２４ 无要求 Ｍ

Ｇ０００８ 处理时间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 无要求 Ｍ

５ ９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数据元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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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Ｈ０００１ 志愿服务证书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６

由 ２６ 位 数 字 编 码 组 成ꎬ ＡＡＢＢＣＣＤ￣
ＤＤ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Ｅ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ＤＥＥＥ
ＥＥＥＥＥＥ 是志愿者统一编号ꎬ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是颁

发日期

Ｍ

Ｈ０００２ 姓名 ｓｔｒｉｎｇ   ７２ 无要求 Ｍ

Ｈ０００３ 证件类型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 见 ＭＺ / Ｔ 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１３ Ｍ

Ｈ０００４ 证件号码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８
对于身份证件类型为 “内地居民身份证” 的人

员ꎬ 证件号码值域见 ＧＢ １１６４３
Ｍ

Ｈ０００５
近期正面

免冠证件照片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图片 ＵＲＬ 地址 Ｏ

Ｈ０００６ 志愿者统一编号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１８ 见 “Ａ０００１ꎬ 志愿者统一编号” Ｍ

Ｈ０００７ 志愿服务时间 ｆｌｏａｔ 初始值为 ０ꎬ 以小时为单位 Ｍ

Ｈ０００８
对应志愿服务

项目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Ｏ

Ｈ０００９ 颁发志愿团体名称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Ｈ００１０ 颁发志愿团体印章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图片 ＵＲＬ 地址ꎻ 当 “Ｂ０００４ꎬ 登记 /备案情况”
值为 “０３: 未登记备案” 时ꎬ “Ｈ００１０ꎬ 颁发志

愿团体印章” 值为空

Ｍ

Ｈ００１１ 颁发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Ｈ００１２ 公示开始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Ｈ００１３ 公示结束日期 ｄａｔ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无要求 Ｍ

Ｈ００１４ 备注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２４ 无要求 Ｏ

５ １０ 审核信息管理数据元

审核信息管理数据元见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审核信息管理数据元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Ｉ０００１ 审核类型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志愿者

０２: 志愿团体

０３: 志愿服务项目

０４: 培训

０５: 表彰奖励

０６: 志愿服务时间

０７: 评价投诉

０８: 志愿服务证书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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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识符 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值域 选项

Ｉ０００２ 对应审核内容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Ｉ０００３ 审核人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Ｉ０００４ 审核日期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ｈｈｍｍ
无要求 Ｍ

Ｉ０００５ 审核周期 ｓｔｒｉｎｇ   １００ 无要求 Ｍ

Ｉ０００６ 审核状态 ｓｔｒｉｎｇ ｎ２
０１: 待审核

０２: 已通过

０３: 未通过

Ｍ

Ｉ０００７ 审核意见 ｓｔｒｉｎｇ   ｕ１ 无要求 Ｏ

６　 功能要求

６ １ 基本功能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３ 所示基本功能ꎮ

表 １３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

序号 功能

１ 志愿者信息管理

２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

３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

４ 培训信息管理

５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

６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

７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

８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

９ 审核信息管理

６. ２ 志愿者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４ 所示志愿者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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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志愿者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注册管理 志愿者账号的注册、 审核、 注销

认证管理 志愿者认证的申请、 审核ꎬ 认证通过后获得注册志愿者统一编号

志愿者个人信息管理 志愿者个人信息的提交、 修改

参加志愿服务项目 搜索项目ꎬ 查询受邀项目ꎬ 项目报名

参加志愿团体管理 志愿者申请加入、 退出志愿团体ꎬ 处理收到的志愿团体的加入邀请

参加培训记录 由志愿团体添加ꎬ 可查询培训记录ꎬ 要记录培训主题、 时间、 培训单位及类型

志愿服务时间记录 查询记录ꎬ 主要由志愿团体记录志愿服务内容和服务时间

星级评定 根据志愿服务记录系统自动提示可申请评定的志愿者星级

表彰奖励记录 查询获得的表彰奖励信息

评价投诉管理 志愿者提交对志愿团体、 志愿服务项目的评价、 投诉信息ꎬ 查询志愿团体对个人的评价

证书管理 志愿者下载、 查询志愿服务证书

６ ３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５ 所示志愿团体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１５　 志愿团体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注册管理 志愿团体账号的注册、 审核、 注销

认证管理 志愿团体认证的申请、 审核

基础信息管理 志愿团体提交、 修改团队的基础信息

管理志愿者 志愿团体邀请志愿者ꎬ 处理收到的志愿者的加入申请ꎬ 上传志愿者信息

志愿服务项目管理
发布志愿服务项目ꎬ 可修改、 取消志愿服务项目ꎬ 更新项目动态ꎬ 无服务记录时可删除

项目

志愿服务时间管理
查询、 分配、 修改、 统计志愿者服务时间ꎬ 由志愿团体记录服务时间信息可不再进行

审核

表彰奖励管理 对志愿者进行表彰奖励ꎬ 记录表彰奖励信息

评价投诉管理 查看志愿者对项目的评价ꎬ 处理投诉信息

志愿服务证书管理 志愿团体对参加过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核发志愿服务证书

培训管理
志愿团体发布、 修改、 取消培训活动ꎬ 更新培训动态ꎬ 邀请志愿者加入ꎬ 处理志愿者报

名ꎬ 确认培训名单ꎬ 完成培训系统记录

６ ４ 志愿者服务项目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６ 所示志愿服务项目体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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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项目管理 项目的发布、 修改、 删除ꎬ 更新项目动态

项目审核 需要上级志愿团体或系统运营方审核

招募管理 设置招募岗位ꎬ 邀请志愿者加入ꎬ 允许志愿者申请加入与退出

志愿服务时间管理
对参加过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分配、 修改志愿服务时间ꎬ 由志愿团体记录服务时间信

息可不再进行审核

评价投诉管理 对志愿者进行服务评价ꎬ 处理投诉信息

志愿服务证书管理 对参加过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核发志愿服务证书

６ ５ 培训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７ 所示培训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１７　 培训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培训创建管理 培训的发布、 审核、 取消、 删除ꎬ 由志愿团体记录培训信息可不再进行审核

基础信息管理 提交、 修改培训基础信息

培训记录管理 处理报名信息ꎬ 完成系统培训记录的录入

６ ６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８ 所示表彰奖励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１８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表彰奖励创建管理 表彰奖励的生成、 审核、 取消、 删除ꎬ 由志愿团体记录表彰奖励信息可不再进行审核

表彰奖励信息管理 提交、 修改表彰奖励基础信息

表彰奖励核发、 修改、
取消管理

对志愿者或志愿团体进行表彰奖励核发、 修改、 取消

６ ７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志愿服务时间信息管理基本要求见表 １５、 表 １６ 相关描述ꎮ
６ ８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１９ 所示评价投诉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１９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评价投诉管理 评价投诉的提交、 修改、 取消、 删除ꎬ 由志愿团体记录评价投诉信息可不再进行审核

评价投诉信息管理 志愿者、 志愿团体提交、 修改评价投诉基础信息

评价投诉处理管理 志愿团体处理收到评价投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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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９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２０ 所示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２０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志愿服务证书创建管理 志愿服务证书的生成、 审核、 修改、 取消、 删除

志愿服务证书信息管理 提交、 修改志愿服务证书基础信息

志愿服务证书核发、
修改、 取消、 公示管理

对参加过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证书核发、 修改、 取消、 公示

６ １０ 审核信息管理基本要求

系统应具备表 ２１ 所示审核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ꎮ

表 ２１　 审核信息管理基本服务功能

功能 描述

审核授权管理 审核类型及权限设置

审核周期管理 设置审核周期

审核信息管理 修改、 取消、 提交、 通过等审核处理

审核日志 对审核操作进行记录ꎬ 可查询

７　 信息共享与交换接口

若干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之间应使用表 ２２ 所示信息共享与交换接口种类ꎮ

表 ２２　 信息共享与交换接口种类

编号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说明

１００１ 志愿者信息增加接口 增加志愿者信息ꎬ 返回志愿者统一编号

Ａ０００２－Ａ００４０: 志愿者信息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２ 志愿者信息删除接口 通过志愿者统一编号删除志愿者信息

Ａ０００１: 志愿者统一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３ 志愿者信息修改接口 通过志愿者统一编号修改志愿者信息

Ａ０００１－Ａ００４０: 志愿者信息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４ 志愿者信息查询接口 通过志愿者统一编号查询志愿者信息

Ａ０００１: 志愿者统一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４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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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说明

１００５ 志愿团体信息增加接口 增加志愿团体信息ꎬ 返回志愿团体编号

Ｂ０００２－Ｂ００２２: 志愿团体信息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 志愿团体信息删除接口 通过志愿团体编号删除志愿团体信息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７ 志愿团体信息修改接口 通过志愿团体编号修改志愿团体信息

Ｂ０００２－Ｂ００２２: 志愿团体信息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８ 志愿团体信息查询接口 通过志愿团体编号查询志愿团体信息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９
志愿服务项目

信息增加接口

增加志愿服务项目信息ꎬ 返回志愿服务

项目编号

Ｃ０００２－Ｃ００２９: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
志愿服务项目

信息删除接口

通过志愿服务项目编号删除志愿服务项

目信息

Ｃ０００１: 志愿服务项目编号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１
志愿服务项目

信息修改接口

通过志愿服务项目编号修改志愿服务项

目信息

Ｃ０００１－Ｃ００２９: 志愿服务项目信息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２
志愿服务项目

信息查询接口

通过志愿服务项目编号查询志愿服务项

目信息

Ｃ０００１: 志愿服务项目编号

Ｂ０００１: 志愿团体编号

ＫＥＹ: 密钥

ＡＰＩＩｄ: １０１２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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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８　 安全要求

８ １ 应用系统安全

通过在信息系统中部署软硬件并正确的配置其安全功能ꎬ 保证信息系统的授权用户正常应用ꎮ
对不同的用户提供分级权限管理ꎬ 对关键的操作提供日志记录ꎮ 确保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的保密性、
认证性、 完整性和可追溯性ꎮ

８ ２ 数据安全

应提供完善的数据保障机制ꎬ 包括: 数据库安全策略、 数据访问痕迹记录、 敏感数据存储和

传输加密、 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等功能ꎮ 根据数据备份策略定期进行异机备份ꎬ 完整、 真实、 准

确地转储到不可更改的介质上ꎮ
８ ３ 安全等级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应按照 ＧＢ １７８５９、 ＧＢ / Ｔ ２２２４０ 合理确定安全等级ꎬ 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２０２６９、
ＧＢ / Ｔ ２０２７０、 ＧＢ / Ｔ ２０２７１、 ＧＢ / Ｔ ２２２３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７０ 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相关配套标准中相

应安全等级保护要求ꎮ

参考文献

[１] 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基本规范 ２０１４－０７－０７ 民政部ꎮ
[２] 志愿服务记录办法 ２０１２－１０－２３ 民政部ꎮ
[３] 快递服务与电子商务信息交换标准化指南 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国家邮政局ꎮ
[４] 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修订) ２０１３－１２－０９ 共青团中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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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资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　 国家文物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印发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
惩戒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５〕 ２０４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有关部门、 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

神ꎬ 落实 «社会信用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 确定的任务分工ꎬ 建立和完善市场

监管领域内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ꎬ
构建失信市场主体 “一处违法ꎬ 处处受限” 的

信用监管框架ꎬ 营造良好市场信用环境ꎬ 发展改

革委、 工商总局、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财

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

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

利部、 农业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人民银行、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质检

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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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国家网信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铁路局、 民航局、 邮

政局、 文物局、 全国总工会联合签署了 «失信

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ꎮ 现印发

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附件: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

备忘录

附件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以及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的总体要求和 «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任

务分工» 明确的实施方案ꎬ 着力推进诚信建设

制度化ꎬ 由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牵头ꎬ 中央

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农业

部、 商务部、 文化部、 卫生计生委、 人民银

行、 国资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质检总

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 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 旅游局、 国家网信

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铁路局、 民航

局、 邮政局、 文物局、 全国总工会就工商总局

提出的针对失信企业开展各部门信息共享、 协

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措施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范围
联合惩戒的对象为违背市场竞争准则和诚

实信用原则ꎬ 存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制假

售假、 未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等违法行为ꎬ 被各

级工商行政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以下简

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 吊销营业执照、 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ꎬ 并

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以公示的企业及

其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ꎬ 以及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对企业严重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企业

法人和自然人股东、 其他相关人员 (以下简称

“当事人” )ꎮ
本备忘录其他签署部门在履行法定职责过

程中记录的ꎬ 依据法律法规应予以限制或实施

市场禁入措施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和个人ꎬ 属

于当事人范围ꎬ 应纳入联合惩戒范围ꎮ
二、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采取

的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限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ꎬ 在信息共享的基础

上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行业主管部门作出行

政处罚和失信评价的当事人应实施本条所列的

市场准入和任职资格限制措施ꎮ
本条各项限制措施中ꎬ “负责人”、 “主要

负责人” 是指企业法定代表人 (或分支机构负

责人)ꎻ “不得从事” 是指不得担任相关企业法

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ꎮ
(一) 安全生产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

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

受处分之日起 ５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ꎻ 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负有责任的ꎬ 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 «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

一条第三款)ꎻ
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负有

４５３



法规文件

主要责任的企业ꎬ 其主要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

本行业企业的矿长 (厂长、 经理) (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
发 〔２０１０〕 ２３ 号) 第 ２９ 项)ꎻ

３ 个月内 ２ 次或者 ２ 次以上发现有重大安

全生产隐患ꎬ 仍然进行生产的煤矿ꎬ 其法定代

表人和矿长 ５ 年内不得再担任任何煤矿的法定

代表人或者矿长 (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 第十条第二款)ꎻ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或

者撤职处分的ꎬ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

日起 ５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四十条第一款)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安全监管

总局和交通运输部等负有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执法职责的部门提供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的单位及责任人信息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法定期间内不得担任

相关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ꎬ 已担任的责

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二) 旅行社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被吊销导游

证、 领队证的导游、 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ꎬ
３ 年内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 ( «旅游法» 第一

百零三条)ꎻ
旅行社被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ꎬ 其

主要负责人在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被吊销之日

起 ５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旅行社的主要负责人

( «旅行社条例» 第六十四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旅游局提

供违法导游、 领队、 管理人员名单ꎬ 被吊销经

营许可的旅行社主要负责人信息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旅行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ꎬ 已担任

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三) 国有企业监督管理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中央企业发

生特别重大资产损失ꎬ 以及连续发生重大资产

损失的相关责任人 (含调离工作岗位或已离退

休的)ꎬ 在 １ 至 ５ 年内或者终身不得被中央企业

聘用或者担任企业负责人 ( «中央企业资产损

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七条)ꎻ
国有企业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因造

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被免职的ꎬ 自免职之日起

５ 年内不得担任国有企业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ꎻ 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ꎬ 或者因

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的ꎬ 终身不得

担任国有企业上述职务 (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七十三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国资委提

供中央企业相关当事人名单、 任职资格限制

期限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或国资委决定

的期间内不得担任中央企业及其独资或者控股

子企业、 其他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

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申请成为国有

独资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四) 饲料及兽药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未取得生产

许可证生产饲料、 饲料添加剂或违反 «饲料和

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相关规定导

致相关许可证明文件被吊销、 撤销的企业ꎬ 其

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１０ 年内不得

从事饲料、 饲料添加剂生产、 经营活动 ( «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第三

十九条)ꎻ
未取得生产、 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兽药

或兽药生产、 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的ꎻ 提供虚假

材料骗取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经营许可证或

者兽药批准证明文件的ꎬ 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 经

营和进出口活动 ( «兽药管理条例» 第五十六

条、 第五十七条)ꎮ

５５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对于未取得

或被吊销、 撤销相关许可证明文件企业的相关

当事人名单ꎬ 由各级农业部门直接通报给同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饲料、 饲料添加剂、 兽药生产经营企业法定

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

记ꎮ 申请成为上述企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五) 食品药品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从事生产、
销售假药、 劣药情节严重的企业或其他单位ꎬ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１０
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 ( «药品管

理法» 第七十六条)ꎻ
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法定

代表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５ 年内不得申请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ꎬ 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 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ꎮ 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ꎬ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ꎬ 也

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五条)ꎻ
违反 «食品安全法» 规定ꎬ 受到开除处分

的食品检验机构人员ꎬ 自处分决定做出之日起

１０ 年内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ꎻ 因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受到开除处分的食

品检验机构人员ꎬ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

(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提供生产销售假药劣药企业相关当事

人名单、 被吊销许可证单位相关当事人名单、
相关食品检验机构当事人名单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食品检验机构法定

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

记ꎮ 申请成为上述企业或机构董事、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六)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及娱乐场所经

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未取得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

活动被依法取缔的ꎬ 自被取缔之日起 ５ 年内ꎬ
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ꎻ 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吊销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的ꎬ 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之日起 ５ 年内ꎬ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ꎻ
未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娱乐场所

经营活动被依法取缔的ꎬ 其投资人员和负责人

终身不得投资开办娱乐场所或者担任娱乐场所

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ꎻ 娱乐场所因违反 «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 被吊销或撤销娱乐经营许可

证的ꎬ 自被吊销或撤销之日起ꎬ 其法定代表

人、 负责人 ５ 年内不得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

表人、 负责人 (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

二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文化部提

供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 娱乐场所经营活

动的违法当事人 (包括企业和自然人) 名单ꎻ
各级公安机关提供在查处治安、 刑事案件时发

现并取缔的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当事人

的名单ꎮ
３. 限制方式: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当事人

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任同行业企业法定代表

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ꎻ
违法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企业ꎬ 其自

然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在法定期间内

不得担任相关企业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

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七) 营业性演出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因违反 «营
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规定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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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性演出许可证ꎬ 或者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变更登记的ꎬ 自受到行

政处罚之日起ꎬ 当事人为单位的ꎬ 其法定代表

人、 主要负责人 ５ 年内不得担任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 主要负责人ꎻ 当事人为个人的ꎬ 个体演

员 １ 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ꎬ 个体演出经纪

人 ５ 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 代理活

动ꎮ 因营业性演出有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禁止情形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

性演出许可证ꎬ 或者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变更登记的ꎬ 不得再次从事

营业性演出或者营业性演出的居间、 代理、 行

纪活动 (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十三

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文化部提

供相关当事人名单及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原因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

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申请成为上述企业董事、 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八) 出版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出版经营企

业被吊销出版许可证、 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

证、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ꎬ 自吊销之日起ꎬ 其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１０ 年内不得担任出

版、 印刷或者复制、 进口、 发行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 «出版管理条例» 第七

十一条)ꎻ
印刷企业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ꎬ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

起 １０ 年内不得担任印刷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

负责人ꎮ 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个人

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ꎬ 自许可证被吊

销之日起 １０ 年内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 «印
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ꎻ

音像出版企业被吊销音像制品出版许可

证、 复制经营许可证、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ꎬ
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

之日起 １０ 年内不得担任音像制品出版、 制作、
复制、 进口、 批发、 零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ꎻ 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的个体

工商户被吊销许可证的ꎬ 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

起 １０ 年内不得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 ( «音像

制品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提供相关当事人名单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相关出版经营、 印刷经营、 音像出版经营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

变更登记ꎻ 当事人为个体工商户的ꎬ 法定期间

内不得从事音像制品零售、 印刷经营活动ꎮ
(九) 电影经营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电影经营企

业被吊销摄制电影许可证、 电影片公映许可

证、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许可证的ꎬ 自被吊销

之日起其法定代表人电影或者主要负责人 ５ 年

内不得担任电影片的制片、 进口、 出口、 发行

和放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ꎻ 个

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电影相关活动的ꎬ 自被查

处之日起 ５ 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 ( «电
影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提供相关当事人名单ꎬ 并注明具体限制

领域ꎮ
３. 限制方式: 违法企业相关当事人法定期

间内不得担任相关电影企业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

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申请成为上

述企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

备案ꎮ
(十) 建筑施工领域 (含施工、 勘察、 设

计和工程监理)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施工单位主

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受到撤职处分或被判处刑罚的ꎬ ５ 年

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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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

十六条第三款、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提供相关当事

人名单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建筑施工企业、 项目企业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

任的责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十一) 电子认证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电子认证服

务提供者被吊销电子认证许可证书的ꎬ 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１０ 年内不

得从事电子认证服务 ( «电子签名法» 第三十

一条)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提供相关当事人名单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电子认证服务企业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

令所在企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申请成为上述企业

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十二) 证券期货市场监督管理领域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对于被证监

会依法撤销任职资格或从业资格、 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或者宣布为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的当事

人ꎬ 在法定或证监会决定的期间内依法不得从

事证券、 期货业务或者担任证券、 期货经营机

构或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 ( «证券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 第二

百零九条、 第二百三十三条等ꎬ «证券投资基

金法» 第一百二十一条、 第一百四十九条等ꎬ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七十八条ꎬ «证券市场

禁入规定» 等)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证监会提

供依法撤销任职资格或从业资格、 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及宣布为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的当

事人信息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或证监会决定

的期间内不得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或者担任证

券、 期货经营机构或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ꎬ 已从

事相关业务或担任相关职务的ꎬ 责令所在企业

办理变更登记ꎮ 申请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或者

担任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或上市公司等公众公

司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

备案ꎮ
(十三) 普遍性限制措施

１. 限制措施及法律法规依据: 公司、 企业

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ꎬ 其法定代

表人对此负有个人责任的ꎬ 自该公司、 企业被

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 ３ 年内不得担任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 «公
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 (四) 项、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第四条

第 (六) 项)ꎻ
企业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

实义务、 勤勉义务ꎬ 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ꎬ 自

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 ３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 第四条

第 (五) 项、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项、 «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

二款)ꎻ
因相关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的自然人ꎬ 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ꎬ 或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ꎬ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的ꎻ 或者个人所负数额较大

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ꎬ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

条第一款第 (二)、 (五) 项ꎬ «企业法人法定

代表 人 登 记 管 理 规 定 » 第 四 条 第 ( 二 )、
(四)、 (七) 项)ꎮ

２. 信息提供部门和信息类型: 由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提供已审结的破产类案件当事人信

息、 自然人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信ꎬ 以及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ꎮ
３. 限制方式: 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得担

任任何公司法定代表人ꎬ 已担任的责令所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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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办理变更登记ꎮ 当事人申请成为企业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ꎬ 不予备案ꎮ

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各部门的协

同监管措施
各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享监管信息

和数据ꎬ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协同监管ꎬ 依照各

自职能对当事人实施如下监管和处罚ꎮ
(一)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

办理变更、 注销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ꎬ 行业审批部门

在对监管领域内严重违法失信当事人实施行政

处罚或撤销、 吊销、 注销、 缴销其许可证后ꎬ
可将当事人信息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ꎬ 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要求或强制其退出市场ꎮ
根据国务院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安

排ꎬ 将 “先证后照” 调整为 “先照后证” 的行

业ꎬ 以调整后的法律法规为准ꎮ
１. 政府采购供应商存在违法行为被政府采

购监督管理部门处罚ꎬ 情节严重的ꎬ 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 «政府釆购法» 第

七十七条ꎬ 财政部提供)ꎮ
２. 被公安部门注销经营许可证的因私出入

境中介机构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

变更登记ꎬ 拒不办理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吊销其营业执照 ( «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

办法» 第二十三条ꎬ 省级公安机关向同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提供)ꎮ
３. 环境保护部门吊销或收缴企业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ꎬ 应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

销其营业执照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 第二十九条ꎬ 环境保护部提供)ꎮ
４.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从事非法经

营的ꎬ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地方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公安部门依法取消其中介服务资格ꎬ
限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更登

记ꎬ 拒不办理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

营业执照 (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教育部关于做好自费出国留学中

介服务机构审批权下放有关事项的通知»ꎬ 教

育部提供)ꎮ
５. 被农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种子经

营许可证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

或变更登记 ( «种子法» 第七十三条ꎬ 农业部、
林业局提供)ꎮ

６. 非法招用未成年人、 情节严重的ꎬ 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 «未成年人保

护法» 第六十八条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提供)ꎮ
７. 企业经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ꎬ 逾

期仍不将童工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 «禁止

使用童工规定» 第六条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提供)ꎮ
８. 劳务派遣单位办理变更、 注销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证的ꎬ 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 «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ꎬ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ꎮ
９. 快递企业被吊销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ꎬ

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

者注销登记 ( «邮政法»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ꎬ
邮政局提供)ꎮ

１０.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违法违规经营

活动、 情节严重的ꎬ 吊销其许可证ꎬ 限期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更登记ꎬ 拒不办

理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 «就业促进法» 第六十五条、 «就业服务与就

业管理规定» 第七十四条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提供)ꎮ
１１. 建筑施工企业、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和工程监理单位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全部资质

证书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 «建筑法» 第七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 第七十五条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

运输部、 水利部等提供)ꎮ
１２.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弄虚作假ꎬ 骗取城

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ꎬ 被规划部门收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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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书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

记ꎻ 不办理注销登记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处理 (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

定»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ꎮ
１３. 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

可证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

更登记 ( «药品管理法» 第一百条ꎬ 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４. 被依法注销、 撤销、 吊销食品流通许

可证的ꎬ 或者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ꎬ
应当申请变更登记或者办理注销登记 ( «食品

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ꎬ 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５.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ꎬ 由税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ꎻ 逾期不改正的ꎬ 经税务部门

提请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条ꎬ 税务总局提

供)ꎮ
１６. 文艺表演团体、 演出经纪机构被文化

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ꎬ 应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更登记ꎬ 逾期不办

理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ꎻ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个

体演出经纪人、 个体演员被文化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更登记ꎻ 逾期不办理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 (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

十二条ꎬ 文化部提供)ꎮ
１７. 娱乐场所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

可证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或变

更登记ꎻ 逾期不办理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 ( «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四条ꎬ 文化部提供)ꎮ

１８.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

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ꎬ 应当依法到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ꎻ 逾

期未办理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 (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ꎬ 文化部

提供)ꎮ
１９. 违反 «文物保护法» 相关规定ꎬ 被吊

销许可证的ꎬ 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ꎻ 逾期未办理的ꎬ 吊

销营业执照 ( «文物保护法» 第六十六条、 第

七十三条、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二

条ꎬ 文物局提供)ꎮ
２０. 出版经营企业、 电影经营企业、 音像

制品经营企业、 印刷业经营者被处以吊销许可

证行政处罚的ꎬ 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

销或变更登记ꎻ 逾期不办理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

( «出版管理条例» 第七十条、 «电影管理条

例» 第六十三条、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四

十六条、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ꎬ 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ꎮ
(二) 各部门将许可、 处罚信息和案件线

索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定职责进行监管

１. 网信部门发现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存在

严重违规失信行为依法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查处的ꎬ 移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

查处 ( «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国

家网信办提供)ꎮ
２. 公安部门消防机构应当将发现不合格的

消防产品和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情况通

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对生产者、 销售者依法及时查处 ( «消防法»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ꎬ 各级公安机关提供)ꎮ

３. 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现

擅自生产、 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

许可生产的机动车ꎬ 以及生产、 销售拼装或者

擅自改装的机动车的ꎬ 通报或移交同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对生产者、
销售者依法及时查处 ( «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

零三条第三款、 第四款ꎬ 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

部门提供)ꎮ
４. 各级农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带有广告

审查批准号的 «兽药广告审查表» 寄送同级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 (广告监督管理机关) 备查ꎻ
广告审查批准号作废后ꎬ 各级农牧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将有关材料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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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ꎮ ( «兽药广告审查办法» 第九条第二款、 第

十五条ꎬ 农业部提供)ꎮ
５. 农业部门应当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以及

依法吊销或注销许可情况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 «种子法» 第七十三条ꎬ 农业部提供)ꎮ
６. 对无营业执照或者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

照、 有劳动用工行为的ꎬ 由劳动保障部门及时

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取缔 ( «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 第三十三条ꎬ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提供)ꎮ
７. 无营业执照、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

位以及未依法登记、 备案的单位使用童工或者

介绍童工就业的ꎬ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罚

后ꎬ 将非法单位信息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

以查处 (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九条ꎬ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ꎮ
８. 投标人串通投标、 以行贿牟取中标情节

严重的ꎬ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 分包给他人

情节严重的ꎬ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

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吊销营业执照 ( «招标投标法»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第五十八条、 第六十条第

二款、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第三款ꎬ 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水利部、 交通部、 商务部、 铁路局、
民航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供)ꎮ

９. 对广告媒介资质证明 (如播出机构许

可、 出版许可) 失效或被吊销的ꎬ 各级新闻出

版广电部门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撤回其广告经营许可证 ( «广告管理

条例» 第六条第 (二) 项、 第十八条第 (七)
项、 «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

(二) 项、 第 十 五 条ꎬ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提供)ꎮ
１０. 医疗器械广告审查机关应在收回、 注

销或者撤销医疗器械广告批准文号后 ５ 个工作

日内通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ꎻ 该广告继续

发布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 «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

款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１.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违法发

布保健食品广告行为的ꎬ 应当移送同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查处ꎻ 省、 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撤销或者收回保健食品

广告批准文号的决定ꎬ 应当抄送同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备查ꎬ 同时向社会公告处理决定ꎻ
省、 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将 «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公告» 抄送同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 ( «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十三

条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２.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违法发

布食品 (食用农产品) 广告行为的ꎬ 应当移送

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 «食品广告监管

制度» 第八条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３. 对违法发布的药品广告ꎬ 各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移送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广告监督管理机关) 查处 ( «药品广告审查办

法» 第二十六条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４.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许可、 依法吊销或者注销许可的

情况及时通报有关公安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 第三十

七条第一款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提供)ꎮ
１５.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

应在撤销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通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ꎬ 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 «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ꎬ 卫生计生委提供)ꎮ
１６.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应当将

作出的相关产品吊销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

定及时通报发展改革部门、 卫生主管部门、 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 (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ꎬ 质检总

局、 发展改革委、 卫生计生委提供ꎻ «铁路安

全管理条例» 第八十六条ꎬ 铁路局提供)ꎮ
１７.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易制毒化学

品相关许可以及依法吊销许可的情况通报公安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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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 第三十五条ꎬ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安全监

管总局、 商务部、 卫生计生委、 海关总署、 发

展改革委、 交通部、 环境保护部提供)ꎮ
１８. 地方质检部门应当将其作出的对列入

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

厂、 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

违法行为查处决定ꎬ 及时通报发展改革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 ( «认证认可条

例» 第六十七条ꎬ 质检总局提供)ꎮ
１９. 对未取得地质勘察资质证书ꎬ 擅自从

事地质勘察活动的企业ꎬ 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

查处ꎬ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予以处理 ( «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ꎬ 国土资源部提供)ꎮ

２０. 有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出租汽

车相关许可以及变更许可的情况通报公安和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 (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 第十八条ꎬ 交通运输部提供)ꎮ
(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各相关部门提

供企业登记、 监管、 行政处罚信息ꎬ 为其准入

审批和行业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１. 根据有关规定ꎬ 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

主体的设立、 变更、 注销登记ꎬ 对外投资ꎬ 以

及受处罚等情况及原始资料 (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已经公示的信息除外)ꎻ 对冻结、 解除

冻结被执行人股权、 其他投资权益进行公示ꎻ
因人民法院强制转让被执行人股权ꎬ 办理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ꎻ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事项ꎮ (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工商总局

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

知» 第七条)ꎮ
２. 向网信部门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违

法记录、 行政处罚信息 ( «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

作的通知»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ꎮ
３. 向财政部门提供政府釆购供应商、 资产

评估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等违法记录、 行政处

罚信息 (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五项、 «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法» 第五条)ꎮ

４. 向银行、 税务、 海关部门提供核准外国

企业注销信息 ( «外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第二款)ꎮ
５. 向证监会提供有关上市公司、 发行人、

非上市公众公司、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等违法记录、 行政处罚信息 ( «证券

法» 第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十五条第三项、 第

六十条第一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 第一

百六十九条、 第一百七十九条、 «证券投资基

金法» 第十三条第三项、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四项、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 第九条第一款第

三项)ꎮ
６. 向银监会提供相关企业基础信息和行政

处罚信息 ( «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 «固定

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九条、 «流动资金

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ꎮ
７. 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人民银

行) 提供企业信息和相关个人信息 ( «反洗钱

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ꎮ
８.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提供企业成立、 终止情况 ( «社会保

险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款)ꎮ
９.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有关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的金融机构的基础信息和

行政处罚信息 (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第 ９２ 项、 «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

资格认定暂行办法» )ꎮ
１０. 向发展改革委提供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变更、 注销登记信息ꎬ 企业债券发行人、 证券

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资信评级机构、 资产评

估机构等违法记录、 行政处罚信息 ( «指导外

商投资方向规定» 第十三条、 «证券法» 第十

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

企业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 附件 «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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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企业债券发行行为及贯彻廉政建设各项要

求的意见» 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企业发债过程中信用建设的通知» 第

一条至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

业债券市场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

的通知» 第二条)ꎮ
１１. 向商务、 公安等部门提供外商投资企

业、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 变更、 注销登记

信息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十

五条、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

伙企业管理办法» 第五条第三款、 第九条)ꎮ
１２. 向公安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供

生产、 经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依法变更或者注

销登记的情况 (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

三十五条)ꎮ
１３. 向有关部门提供直销企业和直销员行

政处罚信息、 有关单位和人员传销行政处罚信

息 ( «直销管理条例» 第六条、 «禁止传销条

例» 第二十四条至二十七条)ꎮ
１４. 向税务部门定期通报市场主体设立、

变更、 注销登记以及吊销营业执照信息 ( «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ꎮ

１５. 向文化部门提供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查

处、 取缔信息ꎬ 对营业性演出广告的处罚信

息ꎬ 娱乐场所处罚信息 (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

八条第二款)ꎮ
１６. 向农业、 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种子生产、

经营者营业执照办理、 变更或注销情况和行政

处罚信息 ( «种子法» 第二十六条、 第五十

九条)ꎮ
１７. 向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出版企

业、 出版物进口经营企业变更、 注销、 行政处

罚信息 (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ꎮ
１８. 向检验检疫部门提供有关企业的设立、

变更、 注销登记信息 (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

企业管理办法» 第五条)ꎮ
１９. 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出租汽车经

营企业设立、 变更、 注销、 行政处罚信息 (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八条至第十

一条)ꎮ
除向以上列明的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外ꎬ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应按照 «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 «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

行规定» 的要求ꎬ 将市场主体登记、 监管、 行

政处罚和企业自行申报的有关信息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和共享ꎮ
企业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行业主管部门

给予行政处罚的ꎬ 应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信用中国” 网站进行公示ꎮ 未依法公示

信息ꎬ 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ꎬ 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ꎬ 以及具有

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ꎬ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ꎬ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ꎻ 情节严重的ꎬ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ꎮ
各部门办理本领域内行政审批时ꎬ 相关法

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明确将企业诚信状况或无

违法记录作为审批条件的ꎬ 应将企业信用信息

系统上公示的信息作为重要参考ꎮ
四、 各部门对当事人采取的联合惩戒

措施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其他各部门按照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０ 号)、 «国
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２１
号) 确定的原则ꎬ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ꎬ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享的信

息和数据ꎬ 依法对存在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的当事人在本领域内的经营活动采取下

列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ꎬ 实现 “一处违法、 处

处受限” 的目标ꎮ
(一) 限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１. 惩戒措施:
(１) 当事人在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活

动中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情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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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ꎬ 确需釆取措施制止违法网站继续从事违法

活动的ꎬ 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站违法行

为作出行政处罚后需要关闭违法网站的ꎬ 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可依照有关规定ꎬ 提请电信主管

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网站接入服务ꎬ 关闭违法

网站ꎻ
(２) 对当事人申请增值电信业务进行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 第四十

六条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第十三条ꎻ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ꎻ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条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第一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

网信办ꎮ
(二) 限制担任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１. 惩戒措施: 对所任职的公司、 企业因经

营不善破产清算或者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负

有个人责任的董事、 监事、 厂长、 高级管理人

员ꎬ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不得担任证券公司、 基

金管理公司、 期货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证券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 (一) 项、 第

一百三十一条ꎻ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九条ꎻ
«期货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第 (一) 项ꎻ
«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十五条第 (二) 项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证监会ꎮ
(三) 融资授信限制

１. 惩戒措施: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

征信机构依法釆集当事人违法信息并向金融机

构提供查询服务ꎬ 作为融资授信活动中的重要

参考因素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ꎻ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 第三十条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人民银行、 银监会ꎮ
(四) 限制部分高消费行为

１. 惩戒措施: 对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

法规ꎬ 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ꎬ 并

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当事人ꎬ 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 «行
政处罚决定书» 确定的给付义务的ꎬ 由执行法

院依法限制其高消费行为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第三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民航

局、 铁路局ꎮ
(五)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１. 惩戒措施: 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和数据ꎬ 在供应土地时

进行必要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 第三十条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第一条ꎻ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国土资源部ꎮ
(六) 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１. 惩戒措施: 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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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第 (五) 项ꎻ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第一条ꎻ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财政部ꎮ
(七) 限制参与工程招投标

１. 惩戒措施: 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参与

依法进行投标项目投标活动的行为予以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ꎻ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第二

十条第 (三) 项、 第 (五) 项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维护市场正

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等ꎮ
(八) 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

１. 惩戒措施: 当事人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

业管理的ꎬ 海关不予通过认证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海关总署 ２０１４ 年

第 ８２ 号公告) 第 ９ 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海关总署ꎮ
(九) 限制证券期货市场部分经营行为

１. 惩戒措施: 证监会在审批证券、 基金管

理公司及期货公司设立、 变更、 从事相关业务

等行为时ꎬ 将企业信用信息作为重要参考ꎬ 对

于当事人的申请从严掌握或不予批准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证券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证券投资基金法»、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证监会ꎮ
(十) 禁止受让收费公路权益

１. 惩戒措施: 禁止当事人受让收费公路权益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 第十二条第

二款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交通运输部ꎮ
(十一) 限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１. 惩戒措施: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当

事人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予以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第六条第 (十

三) 项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安全监管总局、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ꎮ
(十二) 限制取得政府资金支持

１. 惩戒措施: 限制当事人取得政府资金

支持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第二部分第

(一) 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ꎮ
(十三) 限制企业债券发行

１. 惩戒措施: 对当事人申请公开发行企业

债券的行为进行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

发展、 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７ 号) 第二条第 (七) 项ꎻ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

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

告的若干意见» (发改财金 〔２０１３〕 ９２０ 号)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发展改革委ꎮ
(十四) 限制取得生产许可

１. 惩戒措施: 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申请生产许可证予以限制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第九条

第二款ꎻ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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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质检总局ꎮ
(十五) 列为检验检疫失信企业

１. 惩戒措施: 将当事人列为出入境检验检

疫信用 Ｄ 级企业ꎬ 实行限制性管理措施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第

三条ꎻ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信息釆集条目

及信用等级评定规则»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质检总局ꎮ
(十六) 限制获得相关荣誉

１. 惩戒措施: 各部门在本行业、 本领域内

向企业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嘉奖和表彰等荣

誉性称号时ꎬ 须将其恪守信用作为基本条件ꎻ
对于评选周期内有失信及严重违法情形的当事

人不予颁发荣誉称号ꎬ 已取得的荣誉称号应予

撤销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

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 (十五) 项ꎻ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八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各有关部门ꎮ
(十七) 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１. 惩戒措施: 工商总局在门户网站公布失

信企业相关信息的同时ꎬ 通知国家网信办协调

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ꎮ
２. 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九条ꎻ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三条ꎮ
３. 联合惩戒部门: 国家网信办ꎮ
(十八) 其他联合惩戒措施

除上述第 (一) 至 (十七) 项规定的惩戒

措施外ꎬ 本备忘录签署各部门依据本领域内法

律法规规章正在实施的ꎬ 针对未年检企业的限

制、 禁入和其他惩戒措施ꎬ 应适用于被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的当事人ꎮ
五、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１. 本备忘录所列各部门应通过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

换平台或专线传输等方式交换数据、 共享信

息ꎬ 并通过本备忘录所列的方式和规程ꎬ 依法

对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ꎮ 同时ꎬ 建立惩戒效果

定期通报机制ꎬ 各部门定期将联合惩戒措施的

实施情况通报给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ꎮ
２. 工商总局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

各部门提供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本信息ꎮ
３. 工商总局企业监督管理局与各部门有关

司局建立信息交换机制ꎬ 定期将全国经营异常

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包含企业名

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列入原

因、 对其他严重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投资人和

其他相关人员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违法性

质、 处理结果等信息) 提供给各部门ꎮ 各部门

在接到数据后ꎬ 依法在审批和监管过程中对当

事人的行为予以限制或禁止ꎮ
４. 工商总局和各部门分别建立相应工作机

制ꎬ 指导和要求本系统内部各层级单位建立企

业信用信息数据交换机制ꎬ 定期共享监管信息

和数据ꎬ 以进行联合惩戒ꎮ
六、 附则
１. 各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ꎬ 积极落实本备

忘录规定的惩戒措施ꎮ
２. 本备忘录签署后ꎬ 各部门、 各领域内相

关法律法规修改或调整ꎬ 与本备忘录不一致

的ꎬ 以法律法规为准ꎮ
３. 数据交换和共享具体事宜ꎬ 由工商总局

与各部门进一步协商明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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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

中华职业教育社

关于进一步开展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　 促进活动育人的意见

教职成 〔２０１５〕 ８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文明办、 团委、 妇联、
关工委、 中华职业教育社ꎬ 计划单列市教育

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文明办、 团委、 妇

联、 关工委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 文明办、 团委、 妇联、 关

工委: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

持续开展了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

动 (以下简称 “文明风釆” 竞赛活动)ꎮ 活动

每年一届ꎬ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ꎬ 贴近学校和学

生实际ꎬ 突出活动育人、 实践育人、 文化育

人ꎬ 增强了德育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 吸引

力和感染力ꎬ 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ꎬ 成为职业

教育领域具有特色的品牌德育活动ꎮ 为贯彻全

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 «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４〕 １９
号)ꎬ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德育

工作ꎬ 现就进一步开展 “文明风采” 竞赛活

动ꎬ 促进活动育人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充分认识开展 “文明风采” 竞赛

活动的重要意义
(一)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是中等职业学

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活动开展以来ꎬ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职

业教育的政策ꎬ 创新学校德育工作形式ꎬ 以竞

赛形式推动活动育人ꎬ 已成为展示师生良好精

神风貌和综合素养的重要舞台ꎬ 成为呈现职业

教育成果、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窗口ꎬ
是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举

措ꎬ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高育人实效

的重要抓手ꎮ
(二) 新形势对深入开展 “文明风采” 竞

赛活动提出了新要求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

育ꎬ 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部

署ꎮ 进一步开展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ꎬ 对于

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 增强德育工作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ꎬ 对于培养

学生职业精神、 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

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ꎬ 对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劳动光

荣、 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 的时代风尚、 营造

“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 的良好环境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各地各学校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ꎬ 切实组织开展好 “文明风采” 竞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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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推进活动育人ꎬ 努力提高育人质量ꎬ 培养

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ꎬ 为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ꎮ
二、 准确把握开展 “文明风采” 竞赛

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三) 指导思想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落实 «中等职业

学校德育大纲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和 «中共教

育部党组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

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

设的意见»ꎬ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勤学、
修德、 明辨、 笃实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丰富活动内容ꎬ 创新方式方法ꎬ
形成 “校校组织、 班班活动、 人人参与” 的制

度机制ꎬ 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ꎬ 不断提高学生

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养ꎬ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健康成长ꎮ
(四) 基本要求ꎮ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ꎮ “文明风采” 竞

赛活动ꎬ 竞赛是机制ꎬ 育人是目的ꎮ 活动的主

题、 赛项的设置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育人导

向ꎬ 紧跟时代步伐、 与时俱进ꎬ 强化活动过程

育人ꎬ 以竞赛形式实现育人目的ꎮ
———坚持面向全体学生ꎮ 活动项目的设计

及活动的组织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ꎬ 激发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ꎬ 鼓励引导全体学生参与ꎬ
为每个学生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ꎮ

———坚持融入日常德育ꎮ 要把竞赛活动作

为德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与其他各项德育

工作统筹安排ꎬ 相互衔接、 同步实施ꎬ 避免竞

赛活动与日常德育 “两张皮”ꎮ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ꎮ 要规范竞赛活动

的组织工作和程序ꎬ 做到公开透明ꎮ 细化遴选

规则ꎬ 加强过程监督ꎬ 确保遴选结果客观公

正ꎬ 达到正面育人导向作用ꎮ
———坚持统筹合力推进ꎮ 各部门要健全工

作机制ꎬ 切实履行职责ꎬ 推进竞赛活动制度化

规范化ꎮ 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ꎬ 充分组织开

展突出职校特点、 职教特色的活动ꎮ
三、 完善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的组

织方式和内容形式
(五) 切实将活动纳入学校整体德育工作

计划ꎮ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是在中等职业学

校开展的德育实践活动ꎬ 要与学校日常德育工

作同部署同安排ꎮ 活动的主体是学生ꎬ 要引导

全体学生参与ꎮ 活动内容和安排要与中等职业

学校德育目标、 德育内容、 德育途径和德育评

价等紧密结合ꎬ 引导学生重在参与、 重在过

程ꎬ 在活动中健康成长、 提升素质ꎮ 活动时间

安排与学校学年同步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每学年上

学期开始至次年下学期结束为一个活动周期ꎬ
每学年一届ꎬ 年年开展ꎮ

(六) 改进组织方式ꎬ 突出学校开展活动

的基础作用ꎮ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采取学校

具体组织、 省级和全国层层进行遴选激励的方

式开展ꎮ 学校是活动的基础ꎬ 各学校要按照本

意见和本地活动安排开展相应的活动ꎬ 并组织

学校层面的优秀作品遴选、 宣传展示和激励ꎬ
向省级活动组织机构报送优秀作品ꎮ 省级活动

组织机构根据全国总体要求制定符合本地实际

情况的活动实施方案ꎬ 组织发动学校参与活

动ꎬ 组织省级层面的优秀作品遴选、 宣传展示

和激励ꎬ 向全国活动组织机构选送全国竞赛活

动方案设置赛项的优秀作品ꎮ 全国活动组织机

构发挥引领推动作用ꎬ 负责全国活动方案的制

定和实施ꎬ 组织对各省级活动组织机构选送的

作品进行遴选、 宣传展示和激励ꎬ 并在 “职业

教育活动周” 期间举办总结展示活动ꎮ
(七) 以育人为导向确定活动主题和赛项ꎮ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ꎬ 每届确定一个活动主

题ꎮ 活动主题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体现

新形势新要求和学生实际ꎮ 赛项设置应突出活

动主题ꎬ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职业精神培育等融入赛项活动内容ꎬ 既重视展

示师生个人风采ꎬ 又注重弘扬团队精神ꎬ 鼓励

设置展示团队精神风貌的活动项目ꎮ 全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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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将把征文演讲类、 职业规划类、 摄影视频

类、 才艺展示类等师生认可、 参与度高、 具有

较强育人效果的赛项设为常规赛项ꎬ 并根据新

形势和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优化调整ꎮ 鼓励

各地各学校结合地域文化、 专业特点等开展具

有特色的活动项目ꎮ
(八) 完善活动激励机制和工作制度ꎮ 全

国活动组织机构及各地各学校应对参与竞赛活

动的个人和集体予以相应激励ꎮ 学校要将学生

参与竞赛活动的情况列入学生品德评定记录ꎬ
作为学生评先评优、 奖学金评定、 就业升学推

荐等方面的重要依据ꎻ 要将教师指导学生参与

竞赛活动的情况计入工作量ꎬ 对优秀指导教师

在评奖评优、 进修学习、 绩效考核等方面给予

优先考虑ꎮ 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

学校开展竞赛活动情况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评价

考核、 评优评先、 有关项目评审的重要指标ꎮ
要加强各级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的工作制度

建设ꎬ 逐步完善赛项设置、 作品遴选、 宣传激

励等制度ꎮ 严格程序ꎬ 规范流程ꎬ 加强活动过

程监督ꎬ 明确作品遴选标准ꎬ 完善专家、 教

师、 学生共同参与遴选的办法ꎬ 不断规范竞赛

活动ꎮ 严格工作纪律ꎬ 防止和严肃处理活动中

的弄虚作假和违规行为ꎬ 维护活动风清气正ꎮ
四、 加强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的组

织领导和条件保障
(九) 健全活动组织机构ꎮ “文明风采” 竞

赛活动由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

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

委、 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主办ꎬ 主办单位成立

竞赛活动组织委员会ꎬ 负责竞赛活动的决策、
指导和监督ꎮ 委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

究所具体承办ꎬ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协办ꎮ 承办单位牵头成立竞赛活动执行委员

会ꎬ 负责竞赛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ꎮ 执行委员

会设立秘书处ꎬ 负责日常事务ꎮ 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沟通协调其他联合主办部门ꎬ 成立省级

活动组织机构ꎬ 充分发挥各方力量组织开展活

动ꎮ 各学校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工作领

导小组ꎬ 德育处 (学生处) 等部门具体组织

实施ꎮ
(十) 加强条件保障ꎮ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为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的开展提供经费

保障ꎬ 活动经费从德育经费中支出ꎮ 鼓励企业

和相关单位对活动提供赞助ꎮ 省级活动组织机

构要落实活动承办单位、 工作人员、 活动经费

等ꎮ 各学校要对活动的组织实施给予人员、 经

费和条件保障ꎮ 鼓励各地建设 “文明风采” 竞

赛活动网络平台ꎬ 发挥网络在开展活动中的

作用ꎮ
(十一) 强化宣传推广ꎮ 要综合利用主流

媒体和网站、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ꎬ 扩大竞赛

活动的影响ꎬ 为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ꎮ 要通过汇编出版获奖作品、 网上公

开展播、 纳入教学资源库、 组织巡回展览等形

式ꎬ 宣传展示优秀作品ꎬ 加大成果转化力度ꎬ
将优秀作品加工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ꎮ 要大力

宣传活动的成效ꎬ 充分展示职业学校、 师生的

良好精神风貌ꎬ 传播职业教育正能量、 好声

音、 新形象ꎮ
(十二) 形成工作合力ꎮ “文明风采” 竞赛

活动是一项系统性工作ꎬ 需要各地各部门的合

作和支持ꎮ 教育部门要主动承担牵头责任ꎬ 发

挥好沟通、 协调、 联络作用ꎬ 促进形成多部门

合作、 共同推进的机制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指导技工院校依据 «技工院校德育课程标

准» 开展好德育教学工作ꎬ 并积极组织发动技

工学校参与活动ꎮ 文明办要将活动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统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ꎮ 共青团要发挥组织优势和指导学生会、 学

生社团的作用ꎬ 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活动ꎮ 妇

联、 关工委、 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要积极参与和

支持活动的开展ꎬ 发挥各自优势作用ꎬ 形成合

力推进的工作局面ꎮ

附件: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

赛活动组织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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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
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鲁　 昕　 教育部副部长

副主任: 葛道凯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司长

王继平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巡视员

金　 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

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李　 骥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

部长

朱晓征　 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

陈江旗　 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

王金宝　 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

杨　 进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研究所所长

刘占山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委　 员: 邬　 跃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德育与职业指导

处处长

何绪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职业培训教材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卫强　 中央文明办三局督查处

处长

王　 剑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职

处处长

李永林　 全国妇联宣传部综合处

处长

郎亚龙　 中国关工委联络处副处

长、 调研员

刘晓霞　 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

主任

刘宝民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研究所副所长

李祖平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副会长

龙　 杰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德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竞赛活动成立执行委员会ꎬ 杨进同志任执

行委员会主任ꎬ 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另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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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
教基一 〔２０１５〕 ７ 号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文明

办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文明办ꎬ 部属

各高等学校:
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教

育ꎬ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扎

实做好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按照中央文明

委有关工作部署ꎬ 现就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

深入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提出如下意见ꎮ
一、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

略布局ꎬ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ꎬ 充分发挥广

大师生参与文明校园创建的积极性ꎬ 把学校建

成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

强阵地ꎮ
基本原则: 坚持价值引领ꎬ 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创建活动全过程ꎻ
坚持贴近师生ꎬ 使每一名师生都成为创建活动

的实践者和受益者ꎻ 坚持注重实效ꎬ 引导创建

活动稳步推进、 普遍开展ꎬ 力戒形式主义ꎻ 坚

持广泛参与ꎬ 把创建活动延伸到班级、 宿舍和

每个师生员工ꎬ 夯实校园文明根基ꎮ
二、 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
总体目标: 通过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健全

工作机制ꎬ 提高师生公民道德、 职业道德、 文

明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ꎬ 提高校园文化生活质

量ꎬ 使校园文化内容健康、 格调高雅、 丰富多

彩ꎬ 提高校园文明程度ꎬ 使校园秩序良好、 环

境优美ꎬ 育人环境进一步改善ꎮ 经过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持续推进ꎬ 实现高校、 中小学文明校

园创建活动 １００％覆盖ꎬ 使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ꎮ
主要内容: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 以学生为

中心ꎬ 加强师德建设ꎬ 重点围绕领导班子建

设、 思想道德教育、 活动阵地建设、 教师队伍

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 整洁优美环境等方面开

展工作ꎮ (高校、 中学、 小学文明校园具体标

准附后)
三、 工作要求
中央文明办负责组织推动各地文明办开展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将文明校园创建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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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赋予相应评分权重ꎬ
促进形成自下而上、 整体联动的创建格局ꎮ 组

织文明校园创建典型经验宣传ꎬ 曝光不文明校

园现象ꎬ 营造文明校园创建舆论氛围ꎮ 根据文

明校园创建标准ꎬ 与教育部门制定印发高校文

明校园评价细则ꎮ
教育部门要制定创建工作具体规划ꎬ 纳入

年度工作任务ꎬ 纳入学校目标考核ꎬ 纳入教育

督导工作体系ꎬ 推动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落地落

实ꎮ 要会同学校认真调查和摸排师生校园文明

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研究具体措施解决问题ꎬ 为

创建文明校园提供有效指导和切实保障ꎮ 根据

文明校园评价细则ꎬ 组织检查考评ꎮ 按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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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评选表彰工作安排ꎬ 提出表彰文明校园建议

名单ꎮ
各地文明办和教育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

定和完善创建工作推进计划ꎬ 制定中小学校文

明校园评价细则ꎻ 认真做好创建活动的组织、
实施、 检查、 指导和考核、 评比工作ꎻ 制定创

建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底前报

中央文明办和教育部ꎮ
各级各类学校是创建活动的主体ꎬ 要形成

学校党政主要领导负责ꎬ 各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 紧密配合ꎬ 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

制ꎮ 要通过创建活动ꎬ 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ꎬ
强化学校内部管理ꎬ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ꎮ 要针

对师生的不同特点ꎬ 组织师生广泛参与形式多

样的创建活动ꎮ 要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联系

与沟通ꎬ 及时主动地反映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ꎬ 积极争取支持和配合ꎮ
对文明校园实行分层次表彰ꎮ 中央文明办

和教育部做好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的指导、 考评工作ꎮ 高校文明校园原则

上由中央文明委和省 (区、 市) 文明委表彰ꎻ

中小学文明校园主要由省 (区、 市)、 市 (地、
州) 和县 (市、 区) 文明委表彰ꎮ 从下一届评

选表彰起ꎬ 增加文明校园在文明单位中的比

重ꎮ 各层次评选表彰ꎬ 都要按照自愿申报、 逐

级推荐、 提前公示、 择优评选的程序进行ꎮ
做好文明校园日常管理ꎬ 对于创建期内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ꎬ 取消文明校园评选资格ꎬ 已

获得文明校园的ꎬ 由命名表彰单位撤销文明校

园荣誉称号: 领导班子成员有严重违纪、 违法

事件ꎻ 有重大劳资纠纷、 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

事故、 重大不诚信事件ꎻ 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

事故、 重大消防责任事故、 重大食物中毒事

件ꎻ 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员工违法犯罪案

件ꎻ 有严重违规办学 (办班)、 违规招生和违

规收费问题等ꎮ

附件:
１. 高校文明校园标准

２. 中学文明校园标准

３. 小学文明校园创建标准

附件 １

高校文明校园标准

１. 领导班子建设好ꎮ 学校领导班子注重思

想政治建设ꎬ 扎实推进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

型党组织建设ꎬ 加强教师党员队伍建设ꎬ 执行

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自觉性高ꎮ 学校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有实效ꎬ 学习制度、 学习时间

有保障ꎬ 学校领导班子理论素养和办学治校能

力强ꎮ 改进工作作风ꎬ 切实贯彻落实中央 “八
项规定” 和 “三严三实” 要求ꎬ 四风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ꎬ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巩固ꎮ
坚持民主集中制ꎬ 认真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ꎬ 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 决策制

度ꎬ 不断完善决策机制和议事规则ꎮ

２. 思想政治教育好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ꎬ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ꎬ
丰富完善师生主题教育活动ꎮ 普遍开展文明班

级、 文明宿舍、 文明食堂创建活动ꎬ 开展志愿

服务、 “节粮、 节水、 节电” 活动ꎮ 组织开展

读书征文活动ꎬ 引导师生多读书、 读好书ꎮ 开

展礼节礼仪教育ꎬ 在重要场所和重要活动中升

挂国旗、 奏唱国歌ꎬ 完善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

礼仪规程ꎬ 使礼节礼仪成为强化校园文明建设

的重要方式ꎮ 组织开展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

动ꎬ 做好法治宣传教育ꎮ
３. 活动阵地好ꎮ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ꎬ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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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阵地ꎮ 切实加强报告会、 研

讨会、 讲座、 论坛日常管理ꎬ 确保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ꎬ 确保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ꎬ 确保校园安全稳定ꎮ 加强校报、 校

刊、 校内广播电视、 宣传橱窗等建设、 管理ꎮ
加强网络思想文化建设和网络文明素养教育ꎬ
使学生形成科学、 文明、 健康、 守法的上网意

识和习惯ꎮ 牢牢把握正确导向ꎬ 坚持团结稳定

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ꎬ 唱响主旋律、 打好主动

仗ꎬ 发挥宣传阵地育人功能ꎮ
４. 教师队伍好ꎮ 加强师德建设ꎬ 纳入教师

考核评价体系ꎬ 作为教师年度及聘期考核、 职

务评聘晋升、 晋级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ꎬ 严

格执行 “一票否决制”ꎬ 不断推动师德师风建

设ꎮ 严格学风建设ꎬ 坚持教育引导、 制度规

范、 监督约束、 查处警示并举ꎬ 形成弘扬优良

学风的长效机制ꎬ 杜绝学术造假、 学术腐败等

行为ꎬ 树立诚信为学的典范ꎬ 营造健康的学术

氛围ꎬ 以自身诚信形象示范带动学生ꎮ
５. 校园文化好ꎮ 加强对学校教育思想、 办

学理念、 校训、 校风等精神内涵的凝练和归

纳ꎬ 充分展示学校独特、 鲜明的文化积淀与文

化追求ꎮ 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宣传引导ꎬ
弘扬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ꎮ 结合重要节庆日ꎬ
开展党史国史教育ꎬ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ꎮ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ꎬ 营造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 涵育学生文明素养的氛围ꎮ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ꎬ 打造一批文化

活动品牌ꎮ 组织体育竞赛、 群众性体育活动ꎬ
发挥体育的综合育人功能ꎮ

６. 校园环境好ꎮ 加强校园规划和建设ꎬ 做

好绿化美化ꎬ 实现校园山、 水、 园、 林、 路使

用功能、 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和谐统一ꎬ 激发

师生爱校热情ꎬ 陶冶学生关爱自然、 关爱社

会、 关爱他人的情操ꎮ 注重校园公共场所人文

景观建设ꎬ 运用雕塑、 书画、 建筑小品等形

式ꎬ 提升校园文化形象ꎮ 组织师生参与校园楼

宇、 道路、 景点和公共区域的规划、 建设、 命

名和管理ꎬ 增强师生对校园环境的认同感ꎮ

附件 ２

中学文明校园标准

１. 领导班子建设好ꎮ 积极建设学习型、 服

务型、 创新型党组织ꎬ 加强教师党员队伍建

设ꎬ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ꎮ 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和 “三会一课” 等制度ꎮ 完善

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ꎬ 实行校

务会议等管理制度ꎬ 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

制ꎮ 贯彻民主集中制ꎬ 团结协作ꎬ 执政为民意

识强ꎬ 思想作风好ꎬ 主动服务师生ꎬ 建立并落

实联系点、 谈心及接待日等制度ꎮ 义务教育学

校认真贯彻落实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ꎮ
２. 思想道德教育好ꎮ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实践ꎬ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教材、 进课堂、 进头脑ꎮ 充分利用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学生从小立志向、 有梦想ꎬ 爱学习、 爱劳

动、 爱祖国ꎮ 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ꎬ 科学设

置并落实德育课程ꎬ 深化学科德育研究ꎬ 改革

教学内容ꎬ 改进教学方法ꎬ 改善教学手段ꎬ 把

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学校教学各个环节ꎬ 融入学

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ꎮ 落实 «中小学生守则»ꎬ
加强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 文明礼仪教育ꎮ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ꎬ 落实 «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０１２ 年修订) »ꎬ 培养学生

阳光心态、 健康人格ꎮ 中等职业学校认真落实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和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ꎬ 把提高职业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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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ꎮ
３. 活动阵地好ꎮ 组织设计不同主题的校园

板报、 班级板报、 宣传橱窗等ꎬ 定期评比展

示ꎮ 充分利用教室走廊、 墙壁、 校园文化墙等

载体ꎬ 陶冶学生情操、 美化学生心灵、 启迪学

生智慧ꎮ 发挥校园广播站、 电视台、 校报校刊

和团队教室、 校史陈列室、 荣誉室的作用ꎬ 拓

展育人渠道和空间ꎮ 加强校园网络建设ꎬ 打造

学校对内对外宣传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ꎮ 加强

团支部、 学生会活动设施与场所的建设与管

理ꎬ 营造特色鲜明的社团活动环境ꎮ
４. 教师队伍好ꎮ 认真落实师德建设要求ꎬ

扎实开展师德教育ꎬ 严格师德管理ꎬ 提升教师

思想道德素质ꎮ 定期组织师资培训ꎬ 制定教师

专业成长规划ꎬ 不断更新教师教育观念和知识

结构ꎬ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ꎮ 重视班主任、 骨干

教师的成长ꎬ 注重年轻教师的培养ꎬ 创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ꎬ 形成结构

合理、 梯次发展的教师队伍ꎮ

５. 校园文化好ꎮ 建设优良校风、 教风、 学

风ꎬ 运用校训、 校史、 校歌、 校徽、 校标等校

园文化符号ꎬ 激励学生爱学校、 爱学习、 共建

校园文明ꎮ 体现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要

求ꎬ 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劳动技能、 志愿服

务、 文娱体育、 中职 “文明风采” 竞赛等校园

文化活动ꎮ 积极拓展校园文化建设新载体ꎬ 充

分发挥网络作用ꎬ 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

校园网络文化活动ꎮ
６. 校园环境好ꎮ 做好教学设施规划管理使

用ꎬ 校园教学、 文艺、 体育、 科技等活动场所

布局合理、 整洁有序ꎮ 做好校园净化绿化美化

工作ꎬ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错落有致ꎬ 使用功

能、 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和谐统一ꎬ 建设美丽

校园ꎮ 加强安全教育ꎬ 强化校园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ꎬ 确保校园安全、 稳定ꎮ 整治校园周边环

境ꎬ 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秩序ꎮ 深入开展环保教

育和节约教育ꎬ 引导师生树立保护环境和节约

资源意识ꎬ 培育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ꎮ

附件 ３

小学文明校园创建标准

１. 领导班子好ꎮ 积极建设学习型、 服务

型、 创新型党组织ꎬ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ꎬ 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ꎮ 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制和 “三会一课” 等制度ꎮ 完善普通小学

校长负责制ꎬ 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ꎬ 不断

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ꎮ 贯彻民主集中制ꎬ 团

结协作ꎬ 执政为民意识强ꎬ 思想作风好ꎬ 主动

服务群众ꎬ 建立并落实联系点、 调查研究、 谈

心及接待日等制度ꎮ 认真贯彻落实 «义务教育

学校管理标准»ꎮ
２. 思想道德教育好ꎮ 生动形象地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ꎬ 使学生在核心

价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ꎮ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

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

学生从小立志向、 有梦想ꎬ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ꎮ 充分利用德育课程、 升国旗仪式、 少

先队活动、 主题班会等开展道德教育实践ꎬ 形

成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格局ꎮ 落实 «中小

学生守则»ꎬ 加强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 文

明礼仪教育ꎮ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ꎬ 落实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０１２ 年修

订) »ꎬ 培养学生阳光心态、 健康人格ꎮ
３. 活动阵地好ꎮ 组织设计不同主题的校园

板报、 班级板报、 宣传橱窗等ꎬ 定期评比展

示ꎮ 充分利用教室走廊、 墙壁、 校园文化墙等

载体ꎬ 陶冶学生情操、 美化学生心灵、 启迪学

生智慧ꎮ 发挥校园广播站、 电视台、 校报校刊

和团队教室、 校史陈列室、 荣誉室的作用ꎬ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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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育人渠道和空间ꎮ 加强校园网络建设ꎬ 打造

学校对内对外宣传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ꎮ 加强

少先队活动设施与场所的建设与管理ꎬ 营造特

色鲜明的社团活动环境ꎮ
４. 教师队伍好ꎮ 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

道德教育ꎬ 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ꎮ
教师关爱学生ꎬ 严谨笃学ꎬ 淡泊名利ꎬ 自尊自

律ꎬ 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ꎬ 做学

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ꎮ 将师德表现作

为教师考核、 聘任 (聘用) 和评价的首要内容ꎮ
完善培养培训体系ꎬ 做好培养培训规划ꎬ 优化队

伍结构ꎬ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ꎮ
５. 校园文化好ꎮ 运用校训、 校歌、 校徽、

校标等ꎬ 通过校风、 校史陈列室ꎬ 激励师生爱

学校、 爱学习、 共建校园文明ꎮ 精心设计和组

织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 吸引力强的劳动

技能、 科技体验、 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ꎬ
把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

动中ꎬ 使孩子们在活动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

陶、 精神生活得到充实、 道德境界得到升华ꎮ
积极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ꎬ 充分发挥网

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ꎮ
６. 校园环境好ꎮ 做好教学设施规划管理ꎬ

做到教学区域、 活动区域布局合理ꎬ 为开展校园

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和条件ꎮ 做好校园净

化绿化美化工作ꎬ 实现校园环境干净整洁、 优雅

宜人ꎮ 加强校园安全教育ꎬ 健全校园安全制度和

保障措施ꎬ 创建平安校园ꎮ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ꎬ
维护校园周边良好秩序ꎮ 深入开展环境教育和

节约教育ꎬ 积极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ꎮ

商务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外汇
管理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消费者协会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
商秩函 〔２０１５〕 ８５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整规办、 商务主管部门、 党委宣传

部、 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 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 国家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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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地方税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量技术

监督局、 各直辖检验检疫局、 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广电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旅游局、
外汇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各直属海关、 贸

促会、 企业联合会、 商业联合会、 消费者协会

(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精神和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深入推动诚

信宣传教育工作ꎬ 提高全社会诚信守法意识ꎬ
商务部、 中宣部等 １８ 部门决定 ２０１５ 年继续开

展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ꎮ
一、 活动主题
倡导诚信兴商理念　 共创诚信营商环境

二、 活动重点
(一) 开展正面宣传ꎮ
１. 宣贯政策法规ꎮ 通过开辟媒体专栏等途

径ꎬ 大力宣传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等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ꎻ 宣传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部署及举措ꎻ 宣传

普及 «价格法»、 «反垄断法»、 «药品管理

法»、 新 «食品安全法»、 新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新 «广告法» 及税收、 旅游、 外汇等领

域的法律法规ꎻ 宣传 «关于加快推进商务诚信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诚信管理体系标准等

诚信制度ꎬ 增强企业诚信守法意识ꎬ 营造良好

的舆论环境ꎮ
２. 宣传部门工作ꎮ 通过各部门官方网站等

途径ꎬ 宣传展示商务诚信建设重点推进行动计

划、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 中韩海

关 ＡＥＯ (经认证的经营者) 联合说明会、 “银
税互动”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 企业信用分

类监管、 “质量月” 活动、 “计量惠民生、 诚信

促和谐” 双十工程等诚信建设专项工作的进展

情况、 取得的成果ꎬ 传递正能量ꎬ 鼓舞信心ꎮ
３. 展示诚信企业ꎮ 运用互联网、 移动平台

等新兴媒体ꎬ 举办市场化信用评价平台企业典

型示范、 中华老字号品牌宣传、 中国企业信用

传递、 诚信对话、 “放心酒” 示范店创建、 企

业诚信创建示范、 道德讲堂、 诚实守信道德模

范评选、 企业明码实价自律承诺、 工业企业质

量信誉承诺、 旅游诚信经营 (服务) 案例征

集、 全国商业企业诚信兴商双优示范单位评选

等活动ꎬ 挖掘典型经验ꎬ 树立诚信企业典范ꎬ
宣传推广诚信企业通过诚信经营扩大销售、 提

高效益、 赢得竞争优势的经验做法ꎬ 弘扬诚信

文化ꎮ
４. 培训信用业务ꎮ 通过举办诚信体系师资

及评价人员培训、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培训、 涉

外企业国际信用和法律风险管理培训、 企业信

用风险管理培训等活动ꎬ 普及商业信用、 企业

信用、 个人信用等信用基本知识ꎬ 介绍信用保

险、 商业保理、 信用消费等信用服务业务ꎬ 宣

传推广企业开展市场化信用评价和信用风险管

理的典型做法ꎬ 增强企业信用管理能力ꎬ 促进

企业发展转型升级ꎮ
(二) 实施失信惩戒ꎮ
１. 开展专项整治ꎮ 以关系民生的食品药

品、 化妆品、 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ꎬ 广告、 旅

游等重点行业为突破口ꎬ 针对重点主体、 重点

渠道和关键环节ꎬ 开展价格收费、 反垄断、 网

络商品交易、 食品药品安全、 旅游市场、 外汇

管理等各类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ꎬ 着力打击商

业贿赂、 “傍名牌”、 传销等违法行为ꎬ 维护正

常的市场经济秩序ꎮ
２. 曝光典型案例ꎮ 大力宣传 “１２３１５” 消

费者投诉举报、 “１２３５８” 价格举报、 “１２３０１”
旅游举报投诉、 违法广告、 外汇违规、 国际经

贸领域企业投诉等打击违规失信行为所采取的

措施ꎬ 集中剖析、 曝光一批 ２０１４ 年违规失信典

型案例ꎬ 向社会公众发布消费警示ꎬ 增强企业

和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ꎬ 震慑失信商家ꎬ 净化

市场环境ꎮ
(三) 健全长效机制ꎮ
１. 完善诚信制度ꎮ 加强社会信用管理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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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用基础制度建设ꎬ 推进商务诚信 “三项机

制” 建设ꎬ 完善行政管理记录共建共享制度及

标准ꎬ 建立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外汇违规

信息等失信信息披露制度ꎬ 健全跨部门的信用

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制度ꎬ 逐步实现 “一处失

信、 处处受制”ꎮ 制定市场化信用评价机制建

设指导文件ꎬ 鼓励平台企业建立基于消费者交

易评价和社会公众综合评价的信用评价机制ꎮ
推动商协会开发企业信用指数、 完善行业信用

评价标准及规范ꎬ 支持信用服务机构优化第三

方专业信用评价机制ꎮ 指导企业健全信用风险

管理制度ꎬ 促进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ꎮ
２. 搭建信用平台ꎮ 结合国家政务信息化工

程建设ꎬ 充分利用已有设施和市场企业资源完

善商务信用信息交换共享平台、 国家食品工业

企业诚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地方价格信用数

据库等信息化建设ꎬ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ꎮ 引导

市场建立一批覆盖线上线下企业的区域性、 综

合性信用信息公众服务平台ꎬ 推动平台间信用

评价结果的共享和互认ꎮ 指导行业商协会建立

会员企业诚信档案ꎬ 完善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

业数据库、 商业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等行业数

据库ꎬ 搭建中国企业诚信网等信用平台ꎬ 加快

推进行业内、 行业间信用信息互联互通ꎬ 不断

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ꎮ
三、 组织协调
宣传月活动由商务部、 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卫生计生

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

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旅游局、 外汇局、 贸促会、 企业联合会、 商业

联合会、 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ꎬ 并在各自系统

内开展相关工作ꎮ 有关统筹协调工作由商务部

信用工作办公室承担ꎮ
四、 工作要求
(一)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整规办) 要充

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ꎬ 整合宣传资源ꎬ 扩大宣

传声势ꎬ 树立宣传月活动品牌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ꎬ 将活动书面总结和 «２０１５ 年 “诚
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计表» (见附件) 一并

报送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ꎮ
(二) 各地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ꎬ 落实工

作责任ꎬ 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月活动ꎮ 协调地方

新闻媒体积极报道本地区、 本单位的诚信建设

工作情况ꎬ 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诚信建设成效宣

传渠道ꎮ
(三) 有关商会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

和服务作用ꎬ 在行业内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

育ꎬ 强化行业信用制度建设ꎬ 引导企业建立风

险防范机制ꎬ 不断提高信用管理水平ꎮ
(四) 广大企业要积极参与诚信兴商宣传

月活动ꎬ 强化自身信用管理ꎬ 加强诚信自律ꎬ
培育诚信企业文化ꎬ 自觉维护企业良好的社会

形象ꎮ
(五 ) 中 国 市 场 秩 序 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２３１２ ｇｏｖ ｃｎ / ) 将开辟宣传月活动专栏ꎬ 发布

相关新闻和工作信息ꎮ 宣传月活动期间开展的

各类活动ꎬ 要统一使用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

动标识 (可在中国市场秩序网下载)ꎮ
联系电话: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信用工作

办公室) ０１０－８５０９３３１５

附件: ２０１５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

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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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５ 年 “诚信兴商宣传月” 活动统计表

城市广场、 街头宣传活动

组织活动次数 (人 /次)

群众参加人次

参与部门 (个)

提供咨询服务 (人 /次)

新闻发布会

参加部门 (个)

发布专题新闻、 信息 (条)

报纸、 杂志发表专题文章和

新闻报道总数 (篇)

播放广播、 电视专题节目及

新闻报道总数 (次)
总时长 (分钟)

制作、 播放各类公益广告 (次)

举办研讨会 (次) 参加总人数

制作、 张贴诚信宣传画 (张)

制作、 发放诚信宣传册 (份)

发送诚信宣传短信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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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关工委

关于开展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评估工作的通知

妇字 〔２０１５〕 ４３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教育厅 (教委)、
文明办、 民政厅、 卫计委、 关工委ꎬ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妇联、 教育局、 文明办、 民政局、 卫

生局、 人口计生委、 关工委: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

明办、 民政部、 卫生部、 国家人口计生委、 中

国关工委 ７ 部委共同制定了 «关于指导推进家

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以下

简称 «规划» )ꎬ 今年是 «规划» 实施的最后

一年ꎬ 按照 «规划» 评估工作要求ꎬ 全国妇联

联合教育部等 ５ 部门共同开展 «规划» 终期评

估ꎮ 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评估主要目的
通过开展 «规划» 终期评估ꎬ 进一步了解

各地各部门所承担的家庭教育目标任务进展情

况ꎬ 总结推广家庭教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创新

做法ꎬ 查找实施 «规划»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分析家庭教育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ꎬ
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策略措施和

思路方法ꎬ 为制定好新的家庭教育五年规划奠

定坚实基础ꎮ
二、 评估工作安排
终期评估采取自查评估和抽查评估相结合

的方式ꎮ

(一) 自查评估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ꎮ 各省区市由妇联组织牵头ꎬ 联合相关部

门、 专家共同组成评估组ꎬ 按照评估通知要

求ꎬ 对照 «规划» 终期指标测评表 (见附件

１)、 数据采集表 (见附件 ２、 ３)ꎬ 进行自查评

估ꎬ 完成本省区市家庭教育工作 “十二五” 规

划终期评估自查报告ꎮ
(二) 抽查评估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１２

月)ꎮ 在各地自查评估的基础上ꎬ 全国妇联、
教育部等 ６ 部门与相关专家联合组成抽查评估

组ꎬ 赴部分省区市ꎬ 通过召开座谈会、 查阅档

案资料、 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抽查评估ꎮ
(三) 评估总结阶段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

月)ꎮ 在综合各地自查评估与抽查评估情况的

基础上ꎬ 形成 «规划» 终期评估报告ꎬ 并据此

起草下一轮家庭教育工作五年规划ꎮ
三、 评估重点内容
(一) 总结梳理经验做法ꎮ 各地 “十二五”

期间家庭教育工作推进的总体情况ꎬ 在推进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创新做法和经验

模式ꎮ
(二) 重点指标推进情况ꎮ 依据 «规划»

终期指标测评表 (见附件 １)ꎬ 重点评估家庭教

育工作体制机制、 科学研究、 政策法律、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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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阵地、 队伍建设、 宣传实践活动、 公共服

务、 早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 发挥媒介作用、 指导服务社会

化 １１ 个方面工作推进情况ꎮ
(三) 分析问题并提出举措ꎮ 在评估中ꎬ

深入分析目标任务推进中的薄弱环节ꎬ 重点梳

理下一轮家庭教育规划中要突破的重点难点问

题ꎬ 提出今后五年深入推进家庭教育的目标任

务及策略措施ꎮ
四、 评估工作要求
(一)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级妇联、 教

育、 文明办等 «规划» 成员单位ꎬ 要高度重视

终期评估工作ꎬ 切实加强领导ꎬ 精心组织协

调ꎬ 确保评估工作顺利完成ꎮ
(二) 认真抓好评估实施ꎮ 围绕 «规划»

的目标任务ꎬ 结合本地实际ꎬ 规范有序、 实事

求是地开展评估工作ꎮ 妇联、 教育等 «规划»
成员单位组成评估小组ꎬ 切实深入基层ꎬ 认真

调查研究ꎬ 扎实推进评估工作ꎮ 运用定量评估

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ꎬ 力求客观准确ꎬ 既

反映成效ꎬ 也不回避问题ꎮ
(三) 保证评估效果和进度ꎮ 各省区市妇

联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上报本省区市家庭

教育工作 “十二五” 规划终期评估自查报告、
终期指标测评表、 数据采集表、 相关图片声像

资料及电子版ꎮ 自查评估报告要求紧扣评估重

点内容ꎬ 语言简洁、 逻辑清晰ꎬ 字数不超过

５０００ 字ꎬ 填报数据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规

划» 终期指标测评表、 数据采集表所确定的

指标ꎮ
(四) 用好评估成果ꎮ «规划» 是 “十二

五” 期间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

件ꎮ 要以终期评估为契机ꎬ 总结推广经验ꎬ 分

析现状问题ꎬ 提出建议对策ꎬ 为进一步做好家

庭教育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ꎬ 为制定完善

下一周期家庭教育规划奠定基础ꎮ
联 系 人: 王 萍　 杨 徇

联系电话: ６６１３６８３７　 ６６５１１４９１
电子邮箱: ｊｔｊｙｃｎｃｃ＠ １６３. ｃｏｍ

附件:
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表

２.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省级数据采

集表

３.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县级数据采

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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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表

　 　 　 　 　 　 　 　 　 　 　 省 (市、 自治区)
常规指标测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一、 领导体制与

管理 (５０ 分)

１. 领导管理体制

(１) 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关心本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并给予指导 (能参加会议并讲话ꎬ 能听取汇报

并作指示)ꎻ
(２) 妇联与教育行政部门协调指导ꎻ
(３) 各相关部门充分履行职能ꎻ
(４) 社会多元主体参与ꎮ

每一要点

≤２ ５ 分

２. 管理工作制度

(１) 联席会议ꎻ
(２) 专题研讨ꎻ
(３) 联合调研ꎻ
(４) 定期通报ꎻ
(５) 监测评估等工作制度ꎮ

每一要点

≤２ ５ 分

３. 规划实施分工

(１) 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ꎻ
(２) 文明办协调各部门力量ꎻ
(３) 教育、 卫生计生、 妇联等部门分工明确ꎻ
(４) 与民政、 关工委等部门共同承担做好指导服务

工作ꎮ

每一要点

≤２ ５ 分

４. 经费保障机制

(１)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ꎻ
(２) 多渠道筹措工作经费ꎻ
(３) 经费使用重点倾斜ꎮ

每一要点

≤２ ５ 分

５. 评估激励机制

(１) 建立评估表彰制度ꎻ
(２) 制定评估指标体系ꎻ
(３) 完善考核评估程序ꎻ
(４) 纳入工作考核ꎮ

每一要点

≤２ ５ 分

二、 家庭教育科

学研究 (１３ 分)
１. 课题具针对性

研究课题能反映:
(１) 新时期的时代特点ꎻ
(２) 本省的地区特点ꎻ
(３) 实践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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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二、 家庭教育科

学研究 (１３ 分)

２. 研究类型多样

研究类型包括:
(１) 理论研究ꎻ
(２) 政策研究ꎻ
(３) 工作研究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３. 成果推广转化

研究成果的应用:
(１) 地区政策文件的制定ꎻ
(２) 形成地区指导服务的辅导材料ꎻ
(３) 充实地区骨干培训内容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４. 发 挥 研 究 会

作用

发挥研究会的下列作用:
(１) 组织申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课题ꎻ
(２) 组织本省课题的申报、 立项、 检查和结题工作ꎻ
(３) 对省重点课题进行必要的指导ꎻ
(４) 组织省研究成果的交流研讨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三、 家庭教育政

策法律 (１０ 分)

１. 家庭教育政策

的制定

(１) 家庭教育的政策条款列入省政策文件ꎻ
(２) 制定出台专门对家庭教育整体规划或某一问题进

行规定的政策文件ꎻ
(３) 政策的制定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２. 家庭教育政策

的实施

(１) 大力宣传家庭教育政策ꎬ 使公众充分了解相关

内容ꎻ
(２) 制定家庭教育政策执行计划ꎬ 建立完善政策实施

需要的经费、 机构、 人员等保障机制ꎻ
(３) 严格执行家庭教育政策的各项规定ꎬ 妥善协调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ꎻ
(４) 家庭教育政策的实施达到预期目的ꎬ 切实解决本

省 (区、 市) 家庭教育的突出问题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３. 立法调研

(１) 开展立法调研ꎻ
(２) 形成较成熟研究成果ꎻ
(３) 参与推进立法进程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四、 指导服务阵

地 (１４ 分)
１. 学校系统

多数建立家长学校并经常开展活动的有:
(１) 幼儿园ꎻ
(２) 小学ꎻ
(３) 普通中学ꎻ
(４) 中等职业学校ꎮ

中小幼各

２ 分ꎻ 中

等职业学

校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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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四、 指导服务阵

地 (１４ 分)

２. 社区系统

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并开展活动的:
(１) 城市社区≥８０％ꎻ
(２) 农村社区 (行政村) ≥６０％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３. 其他系统

(１) 有条件的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创办家长

学校ꎬ 为家长提供指导服务ꎻ
(２) 省市普遍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ꎬ 为家长提

供指导服务ꎻ
(３) 建立省级家庭教育网站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五、 队 伍 建 设

(１７ 分)

１. 专家队伍的组

建与活动

(１) 队伍已经形成并开展活动ꎻ
(２) 全面参与指导服务、 科学研究和规划决策的咨询

指导ꎻ
(３) 效果明显ꎬ 且形成可推广经验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２. 学校指导者队

伍的组建与活动

(１) 班主任承担指导服务的职责明确ꎻ
(２) 已经开展指导服务ꎻ
(３) 指导服务效果明显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３. 社区志愿者队

伍的组建与活动

(１) 志愿者队伍由多方人才构成ꎻ
(２) 正常开展指导服务ꎻ
(３) 队伍稳定ꎻ
(４) 指导服务效果明显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４. 管理者队伍的

组建与任务

(１) 管理职责到人ꎻ
(２) 队伍稳定ꎻ
(３) 指导机构的管理者ꎬ 切实担负起本单位家庭教育

指导的组织管理责任ꎬ 并按规划要求落实到实处ꎻ
(４) 有专业水准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５. 骨干队伍培训

(１) 每年组织培训ꎻ
(２) 培训内容系统ꎻ
(３) 参加培训的骨干在指导和管理素质方面有提高ꎬ

指导和管理行为有改善ꎬ 指导和管理效果有提高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六、 指 导 活 动

(１７ 分)
１. 学校指导活动

(１) 幼儿园定期面向家长开展科学育儿指导ꎻ
(２) 小学家长学校指导活动每学期基本达 ２ 次ꎻ
(３) 普通中学家长学校指导活动每学期基本达 ２ 次ꎻ
(４) 中等职业学校家长学校指导活动每学期基本达

１ 次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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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六、 指 导 活 动

(１７ 分)

２. 社区指导活动

(１) 城市社区家长学校或指导站指导活动每学期基本

达 １ 次ꎻ
(２) 农村社区 (行政村) 家长学校或指导站指导活动

每学期基本达 １ 次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３. 其他机构的指

导活动

(１) 省对于 “有条件的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ꎬ 新

婚夫妇学校、 孕妇学校和人口学校等其他指导机

构开展指导活动” 有具体规定ꎻ
(２) 已经开展指导活动且效果明显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４. 讲 师 团 巡 讲

活动

(１) 已经组建县以上讲师团ꎬ 且已深入基层开展家庭

教育知识巡讲ꎻ
(２) 坚持定期进行巡讲ꎻ
(３) 受指导机构和家长欢迎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５. 家长参加指导

活 动①: ３—１８ 岁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家长经常参加指导

活动②

(１) 幼儿家长每学期基本参加 ３ 次指导活动ꎻ
(２) 小学生家长每学期基本参加 ２ 次指导活动ꎻ
(３) 中学生家长每学期基本参加 ２ 次指导活动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七、 发展家庭教

育公共服务

(１５ 分)

１. 政策规定

(１) 纳入省级公共服务总体规划ꎻ
(２) 纳入省级家庭教育相关计划ꎻ
(３) 有地市级规划或相关规定的地区占全省 ５０％及

以上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２. 利用公共服务

阵地开展指导服务

(１) 列入政策文件ꎻ
(２) 经常开展指导活动ꎻ
(３) 受到家长欢迎ꎻ
(４)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①此处的 “指导活动” 指由指导机构组织的集体性指导活动ꎬ 包括参加讲座报告、 讨论辨析活动、 亲子活动指导

和文娱演出活动等ꎮ
②不同年龄段家长 (以家庭计) 经常参加指导活动的标准是: ０—３ 岁婴幼儿家长每学期 ２ 次ꎬ ３—６ 岁幼儿家长每

学期 ３ 次ꎬ ６—１２ 岁小学生的家长每学期 ２ 次ꎬ １２—１８ 岁普通中学学生的家长每学期 ２ 次ꎬ 职业中学学生的家长每学期

１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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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七、 发展家庭教

育公共服务

(１５ 分)

３. 关注弱势群体

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１) 列入省内发展规划或政策文件ꎻ
(２) 有专项经费投入ꎻ
(３) 开展分类指导服务ꎻ
(４) 形成有效经验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４. 加 强 对 农 村、
贫困和少数民族地

区的指导

(１) 列入省内发展规划或政策文件ꎻ
(２) 有专项经费投入ꎻ
(３) 开展分类指导服务ꎻ
(４) 形成有效经验ꎮ

每一要点

≤１ 分

八、 早期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

(１２ 分)

１. 充分发挥托幼

园所的专业优势开

展早期教育指导

服务

(１) 面向本园所和婴幼儿家长ꎬ 开展指导服务ꎻ
(２) 面向所在社区散居幼儿和婴幼儿家长开展指导

服务ꎻ
(３) 指导服务形式多样、 有效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２. 充分发挥基层

公共服务机构作

用ꎬ 开展公益性早

期家庭教育宣传

普及

(１) 在新婚夫妇学校、 孕妇学校和人口学校等家长学

校中充实家庭教育的教学内容ꎻ
(２) 在妇幼保健机构和农村乡 (镇) 卫生院开展早期

家庭养育指导ꎻ
(３) 在妇女之家、 儿童之家、 儿童快乐家园、 留守儿

童之家等活动中心增加早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

动项目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九、 核心价值观

教育 (１５ 分)

１. 核心价值观教

育: 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渗透

到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全过程

(１) 体现在政策规划中ꎻ
(２) 渗透到骨干培训中ꎻ
(３) 融入进指导内容中ꎮ

每一要点

≤３ 分

２. 创新集体指导

活动的形式和载体

(１) 指导活动形式多样ꎻ
(２) 指导活动中指导者与家长或家长与家长之间互动

性强ꎻ
(３) 指导活动形式有创新发展ꎬ 适合家长特点、 指导

内容和指导目标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十、 发挥传播媒

介的作用

(１４ 分)

１. 充分发挥大众

传媒作用

(１) 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ꎻ
(２) 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ꎻ
(３) 引领正确家庭教育舆论导向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２. 加快推进家庭

教育信息化建设

(１) 家庭教育专业报刊 (包括公开发行和内部报刊)
和报刊中的家庭教育专栏ꎬ 数量增多、 质量提高ꎻ

(２) 广播、 电视开辟家庭教育栏目数量增多ꎬ 质量

提高ꎻ
(３) 办好网上家长学校ꎬ 方便家长ꎬ 提升指导服务质量ꎻ
(４) 利用微博、 微信等新兴媒介技术搭建家庭教育信

息、 服务和互动平台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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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十一、 指导服务

社会化 (１４ 分)

１. 鼓励发展
(１) 各系统各级家庭教育学术团体ꎻ
(２)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各类非公办社会机构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２. 购买服务

根据发展需求ꎬ 提供经费委托完成:
(１) 应用研究课题ꎻ
(２) 骨干培训ꎻ
(３) 指导服务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３. 规范提高
(１) 规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市场ꎬ 发挥行业监督作用ꎻ
(２) 进行专业指导ꎮ

每一要点

≤２ 分

常规指标共计 １９３ 分ꎮ
附加指标测评:
下列是反映家庭教育工作突破创新的指标ꎬ 符合情况的将进行加分ꎮ

一级指标 指标要求 得分 计分方法

师范院校和有关高校、 研究机构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专业人才的职前培训 (６ 分)

(１) 为学生开设家庭教育课程ꎻ
(２) 设置家庭教育相关专业ꎻ
(３) 培养家庭教育领域专门人才ꎮ

每一要点≤２ 分

家庭教育法规条例的制定 (６ 分)
(１) 列入省级人大立法计划ꎻ
(２) 完成立法前调查工作ꎻ
(３) 省级人大通过并发布家庭教育条例ꎮ

每一要点≤２ 分

民族地区特色工作 (６ 分)

附加指标共 １８ 分ꎮ
总分＝常规指标总分＋附加指标总分＝ １９１＋１８＝ ２０９ꎮ
评估等级: １６５ 分以上ꎬ 优秀ꎻ １４５—１６４ 分ꎬ 良好ꎻ １２５—１４４ 分ꎬ 合格ꎻ ０—１２４ 分ꎬ 不合格ꎮ

附件 ２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省级数据采集表

　 　 　 　 　 　 　 　 　 　 　 省 (区、 市)

评估指标 数据采集内容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 队伍

和活动

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立情况: 省　 　 　 　 　 　 　 所ꎬ 市　 　 　 　 　 　 　
所ꎬ 县　 　 　 　 　 　 　 　 所ꎬ 乡镇　 　 　 　 　 　 　 　 所ꎮ

对早期家庭教育的指导、 服务

(１) 市、 县托幼园所、 早教机构面向家庭和社区开展早期教育指导服务　 　 　 　 　
次 /年ꎮ

(２) 市、 县新婚夫妇学校、 妇幼保健机构、 孕妇学校、 妇女儿童中心、 家庭教育指

导站、 妇女之家、 儿童之家等开展早期家庭教育的公益性宣传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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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估指标 数据采集内容

家庭教育

科学研究

(１)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调研　 　 　 　 　 　 　 次ꎬ
形成建议　 　 　 　 　 　 份ꎮ

(２) 列入国家、 省 (区、 市)、 地 (市) 三级的家庭教育研究课题 　 　 　 　 　 　 　
个ꎬ 完成　 　 　 　 　 　 个ꎮ

(３) 全省 (区、 市) 共开发家庭教育指导、 支持和服务的培训辅导材料ꎬ 含影像资

料　 　 　 　 　 　 本 (种)ꎮ

家庭教育宣传与信息化

(１)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创办家庭教育报纸、 刊物　 　 　 　 　 　 种ꎮ
(２)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创办家庭教育广播电视栏目　 　 　 　 个ꎮ
(３)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创办网上家长学校　 　 　 　 　 　 个ꎮ
(４)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利用其他新兴媒介创办的家庭教育宣传平台

　 　 　 　 　 　 个ꎮ

填 写 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附件 ３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终期指标测评县级数据采集表

名称: 　 　 　 　 　 　 　 省 (区、 市) 　 　 　 　 　 　 　 地 (市) 　 　 　 　 　 　 　 　 县 (区)

评估指标 数据采集内容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 队伍

和活动

县教育局数据采集:
１. 幼儿园共　 　 　 　 　 　 　 　 　 所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的有　 　 　 　 　 　 　 　 　 所ꎬ
有指导者队伍的有　 　 　 　 　 　 　 　 　 所ꎬ 经常 (每学期 ３ 次) 开展指导活动的有

　 　 　 　 　 　 　 　 　 所ꎻ
２. 小学共　 　 　 　 　 　 　 　 　 　 所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的有　 　 　 　 　 　 　 　 　 　
所ꎬ 有指导者队伍的有　 　 　 　 　 　 　 　 　 　 　 所ꎬ 经常 (每学期 ３ 次) 开展指导

活动的有　 　 　 　 　 　 　 　 　 　 　 所ꎻ
３. 普通中学共　 　 　 　 　 　 　 　 　 所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的有　 　 　 　 　 　 　 　 　
所ꎬ 有指导者队伍的有　 　 　 　 　 　 　 　 　 　 　 所ꎬ 经常 (每学期 ３ 次) 开展指导

活动的有　 　 　 　 　 　 　 　 　 　 　 所ꎻ
４. 中等职业学校共　 　 　 　 　 　 　 　 所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的有　 　 　 　 　 　 　 　
所ꎬ 有指导者队伍的有　 　 　 　 　 　 　 　 　 　 　 所ꎬ 经常 (每学期 ３ 次) 开展指导

活动的有　 　 　 　 　 　 　 　 　 　 　 所ꎻ
５. 幼儿园、 小学、 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共计　 　 　 　 　 　 　 所ꎬ 其中建立家长

学校的有　 　 　 　 　 　 　 　 所ꎬ 有指导者队伍的有　 　 　 　 　 　 　 　 所ꎬ 经常 (每
学期 ３ 次) 开展指导活动的有　 　 　 　 　 　 　 　 　 　 　 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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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估指标 数据采集内容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 队伍

和活动

县妇联数据采集:
１. 农村社区 (行政村) 有　 　 　 　 　 　 　 　 　 个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点的有　 　 　 　 　 　 　 　 　 个ꎬ 建立有志愿者队伍的有　 　 　 　 　 　 　 　 　
个ꎬ 经常 (每学期 １ 次) 开展指导活动的有　 　 　 　 　 　 　 　 　 　 　 个ꎻ
２. 城市社区有　 　 　 　 　 　 　 　 　 个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的

有　 　 　 　 　 　 　 　 　 个ꎬ 建立有志愿者队伍的有 　 　 　 　 　 　 　 　 　 个ꎬ 经常

(每学期 １ 次) 开展指导活动的有　 　 　 　 　 　 　 　 　 　 　 个ꎻ
３. 城乡社区共计　 　 　 　 　 　 　 　 　 个ꎬ 其中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

的有　 　 　 　 　 　 　 　 　 个ꎬ 建立有志愿者队伍的有　 　 　 　 　 　 　 　 　 个ꎬ 经常

(每学期 １ 次) 开展指导活动的有　 　 　 　 　 　 　 　 　 　 　 个ꎮ

填 写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农办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全国爱卫办　 全国妇联

关于印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的通知
建村 〔２０１５〕 １９５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 (建

委、 市政管委)、 党委农村工作综合部门、 文

明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局)ꎬ 环境保护

厅 (局)ꎬ 农业 ( 农牧、 农村经济厅 ‹ 局、
委› )、 商务厅 (委)、 爱卫办、 妇联:

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

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 (建村 〔２０１５〕

１７０ 号) 要求ꎬ 为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

工作ꎬ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央农办、 中央文明

办、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

部、 商务部、 全国爱卫办、 全国妇联组织制定

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ꎮ 现印发给你

们ꎬ 请遵照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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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办法

为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工作ꎬ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中央农办、 中央文明办、 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商务

部、 全国爱卫办、 全国妇联 (以下简称 １０ 部

门) 提出如下验收办法ꎮ
一、 验收主体和对象
由 １０ 部门组织对各省 (区、 市) 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的验收ꎮ 省级 １０ 部门可根据实际情

况ꎬ 依据本办法组织本行政区所辖的市、 县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工作ꎮ
二、 验收内容、 标准和依据
申请验收的省 (区、 市) 应在 ５ 个方面达

到 ５ 有标准ꎬ 具体验收内容、 标准和依据如下ꎮ
(一) 有完备的设施设备ꎮ 各省 (市、 区)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再生资源的收集、 转运、
处理设施基本完备ꎬ 数量基本符合要求ꎬ 运行

基本正常ꎬ ９０％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了

收集、 转运和处理ꎮ 根据省、 区、 市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 转运、 处理设施的建设情况数据和

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进行评价ꎮ
(二) 有成熟的治理技术ꎮ 已建立符合农

村实际的收集、 转运和处理技术模式ꎮ 处理工

艺不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ꎬ 基本无露天焚烧和

无防渗措施的堆埋ꎮ 根据省 (区、 市) 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 转运、 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和全

国农村人居环境信息系统进行评价ꎮ
(三) 有稳定的保洁队伍ꎮ 普遍建立村庄

保洁制度ꎬ 村庄保洁人员数量基本满足要求ꎬ
队伍较为稳定ꎮ 根据省、 市、 县人民政府或有

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进行评价ꎮ
(四) 有完善的监管制度ꎮ 省、 市、 县 ３

级已建立领导亲自抓、 多部门参与、 目标明

确、 责任清晰的组织领导体系和考核机制ꎻ 各

级政府或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关规划或实施方

案ꎻ 农民群众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满意率达

９０％以上ꎮ 根据省、 市、 县人民政府或有关部

门出台的文件、 第三方开展的群众满意度调查

结果进行评价ꎮ
(五) 有长效的资金保障ꎮ 建立省级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ꎮ 因地制宜通过财

政补助、 社会帮扶、 村镇自筹、 村民适当缴费

等方式筹集运行维护资金ꎮ 在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价格、 收费未到位的情况下ꎬ 地方政府安排

经费支出ꎬ 确保长效运行维护ꎮ 根据省级、 县

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进行评价ꎮ
三、 验收程序
(一) 省级申请ꎮ 省级 １０ 部门通过自检ꎬ

认为本地区已有 ９０％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得

到治理ꎬ 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ꎬ 可向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提出验收申请ꎮ 申请材料包括:
１. 验收申请函ꎬ 其中省级自检报告作为申

请函的附件ꎮ
２. 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文

件ꎬ 包括治理规划或实施方案、 指导意见、 法

规标准等ꎮ
３. 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基本情况ꎬ

含组织领导体制、 监督考核机制、 资金投入、
保洁队伍建立、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

情况ꎮ
４. 各省 (市、 区) 上一年度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统计数据表: 含总人口、 乡镇总

数、 行政村总数、 农村人口总数ꎻ 农村生活垃

圾清运总量、 处理率ꎻ 所有乡镇中转设施类型

及数量、 用于农村生活垃圾运输的车辆 (不包

括村内收集车辆) 类型及数量、 用于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的设施类型及数量ꎻ 农村保洁员数

量ꎻ 乡镇和村级可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数量ꎻ 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总投入 (建设费用来源和构

９８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成ꎬ 运行费用来源和构成)ꎬ 农民缴费标准和

年度缴费总额ꎮ
５. 本省 (区、 市) 三年内未曾发生过因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当造成恶性影响事件的说

明ꎬ 由省级 １０ 部门共同出具ꎮ
(二) 材料审查ꎮ １０ 部门结合全国农村人

居环境信息系统数据、 省级报送的年度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工作情况及其他相关数据ꎬ 对申请

验收的省 (区、 市) 申报材料进行审查ꎮ 信息

系统、 省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情况和 １０ 部

门掌握的数据一致ꎬ 且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

行政村比例达 ９０％以上的省 (区、 市)ꎬ 可认

定其通过材料审查ꎮ 未通过材料审查的可提供

补充资料ꎮ
(三) 现场核查ꎮ 对于通过材料审查的省

(区、 市)ꎬ １０ 部门将随机抽样一定数量的行政

村进行现场核查ꎮ 抽取的行政村覆盖该省

(区、 市) 所有地级市ꎬ 抽样总数量在 ５０ 个以

上ꎬ 并随机确定对某个乡镇进行全覆盖检查ꎮ
现场核查由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依据现场核查

评价表 (附后) 确定的项目进行逐项取证ꎬ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专家依据现场取证结果ꎬ
逐村判断是否合格ꎮ 申请验收省 (区、 市) 有

９０％以上的抽样行政村判断为合格ꎬ 方认定通

过现场核查ꎮ
其中ꎬ 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应有多个成功

开展全国性调查的经验ꎬ 有多项为中央和国家

机关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案例ꎬ 入村调查和实地

暗访经验丰富ꎬ 有整套科学的调查方法、 严格

的保密制度ꎬ 责任心强ꎬ 履约能力好ꎬ 近三年

无不良记录ꎮ
(四) 综合审定ꎮ １０ 部门成立评审组ꎬ 依

据 “５ 有标准” 对通过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的

省 (区、 市) 进行综合评审ꎬ 得出是否通过综

合审定的结论ꎮ 对综合审定结论不合格的省

(区、 市)ꎬ 半年后方可按原申请程序重新申请

验收ꎮ
四、 结果公布
对通过材料审查、 现场核查和综合审定的

省 (区、 市)ꎬ １０ 部门将于每年年底按通过综

合评审的时间顺序ꎬ 公布当年度通过验收的省

(区、 市) 名单ꎮ
五、 验收管理
对已通过验收的省 (区、 市)ꎬ １０ 部门将

组织不定期明查暗访ꎬ 如发现明显的反弹现

象ꎬ 将给予通报批评ꎬ 情节非常严重不再符合

“５ 有标准” 的ꎬ 将从通过的验收名单中予以

除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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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场核查评价表

行政村名称: (省 /市 /县 /镇 /村)ꎻ 核查员姓名及手机号码:
村庄联系人姓名、 身份及手机号码: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调查方式
评价结果

合格 不合格

陈年

垃圾
１

田野、 村头、 道路沿线、 村内空地等

区域是否有陈年积存垃圾 (占地面积

大于 １０ 平方米)
走访、 查看、 拍照 □无ꎻ 口 １－３ 处 □４ 处以上

公共

环境

２
村内主要道路沿线是否有临时性垃圾

堆放点
查看、 拍照

□０－５ 处ꎻ
□６－９ 处

□１０ 处以上

３ 村内河流、 沟渠是否有漂浮垃圾 查看、 拍照
□０－５ 处ꎻ
□６－９ 处

□１０ 处以上

４
农户房前屋后是否有随意倾倒垃圾

现象
查看、 拍照

□０－５ 处ꎻ
□６－９ 处

□１０ 处以上

处理

情况

５
是否有垃圾直接焚烧现象 (包括焚烧

池、 简易焚烧炉或露天直接焚烧)
走访、 查看、 拍照

□无ꎻ
□有ꎬ 不常见

□有ꎬ 且常见

(通常如此处理)

６
是否有直接将垃圾倾倒于河、 沟、 塘

现象
走访、 查看、 拍照

□无ꎻ
□有ꎬ １－４ 处

□有ꎬ ５ 处以上

７
如有村内堆肥处理设施ꎬ 堆肥垃圾中

是否含有非生化成分 (塑料制品、 织

物、 瓶罐等)
走访、 查看、 拍照

□无ꎻ □有ꎬ
不常见

□有ꎬ 且常见 (不
注意区分塑料、 织

物、 瓶罐)

处理

情况

８
如垃圾进入乡镇处理设施ꎬ 乡镇处理

设施工艺是否符合卫生标准、 运行是

否正常ꎬ 并查验是否履行环评手续

走访、 查看、 拍照

□卫生、 正常运

行ꎬ 且设施已履

行环评手续

□不卫生或不正常

运行∗

９
如垃圾进入县市处理设施ꎬ 与县市处

理设施运行单位确认ꎬ 并查验是否履

行环评手续

走访

□ 经 确 认ꎬ 进

入县市处理设

施ꎬ 且 设 施 已

履行环评手续

□经确认ꎬ 未进入

市县级处理设施

１０
如为其他处理方式ꎬ 请确认处理设施

是否 卫 生、 是 否 正 常 运 行 ( 注 明

方式):
走访、 查看、 拍照

□ 卫 生ꎬ 正 常

运行

□不卫生或不正常

运行

保洁员 １１ 保洁员工资是否按时足量发放 走访 □是 □否

调查员评价 □合格ꎻ □不合格 签名

复核专家评价 □合格ꎻ 口不合格 签名

注: 以上有一项不符合要求ꎬ 即为不合格ꎮ ∗不卫生: 指不属于卫生填埋、 工程焚烧、 规模化堆肥的工艺ꎬ 如不

带防渗措施的填埋、 露天焚烧、 无除烟除尘措施的小型焚烧炉等ꎻ 不正常运行: 指设施设备基本闲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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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志愿服务激励办法 (试行)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大力弘扬志愿精神、 普及志愿

理念、 培育志愿文化ꎬ 倡导社会文明风尚ꎬ 鼓

励和引导志愿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ꎬ 努力

形成 “人人争当志愿者” 的良好氛围ꎬ 依据中

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和河北省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

若干措施» 精神ꎬ 结合本省实际ꎬ 制定本

办法ꎮ
第二条　 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 登记

的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及其分支机构、 团体

会员适用本办法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志愿服务ꎬ 是指经志

愿服务组织安排ꎬ 自愿、 无偿帮助他人、 服务

社会的公益行为ꎮ
本办法所称志愿者ꎬ 是指在志愿服务组织

登记注册或者参加志愿服务组织临时招募ꎬ 不

以获得物质报酬为目的ꎬ 利用自己的时间、 知

识、 技能等资源ꎬ 自愿参加志愿服务的自

然人ꎮ
本办法所称志愿服务组织ꎬ 是指依法登

记ꎬ 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

织及其分支机构、 团体会员ꎮ
本办法所称志愿服务对象ꎬ 是指接受志愿

服务的单位和个人ꎮ
第四条 　 对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的激

励ꎬ 应当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ꎬ 以

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ꎮ
第五条　 本办法以 “燕赵志愿云” 等符合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信息系统记

录为激励依据ꎮ
第二章　 星级认证

第六条　 注册志愿者星级认证分为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和五星ꎬ 共五级ꎮ

(一) 星级认证以志愿者注册后 “燕赵志

愿云” 等符合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信息系统记录的参加志愿服务时间为依据ꎮ

(二) 志愿服务时间是指志愿者实际提供

志愿服务的时间ꎬ 以小时为计量单位ꎬ 不包括

往返交通时间ꎮ
第七条　 星级认证标准如下:
(一)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１００ 小

时的ꎬ 认证为 “一星志愿者”ꎻ
(二)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３００ 小

时的ꎬ 认证为 “二星志愿者”ꎻ
(三)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６００ 小

时的ꎬ 认证为 “三星志愿者”ꎻ
(四)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１０００ 小

时的ꎬ 认证为 “四星志愿者”ꎻ
(五)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１５００ 小

时的ꎬ 认证为 “五星志愿者”ꎮ
第八条　 星级认证由志愿服务组织组织实

施ꎬ 县级以上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具体认证

工作ꎮ
第九条 　 志愿者星级认证工作每年进行

一次ꎮ
第十条　 星级志愿者享受社会礼遇、 出席

重大活动时应当佩戴相应星级标志ꎮ
第三章　 嘉许激励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志愿服务联合会依据

注册志愿者自认证为 “五星志愿者” 后参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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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的时间累计ꎬ 授予其不同级别的志愿服

务奖章ꎮ
(一) 注册志愿者自认证为 “五星志愿者”

后ꎬ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５００ 小时的ꎬ
由所在县 (市、 区) 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

奖章ꎻ
(二) 注册志愿者自认证为 “五星志愿者”

后ꎬ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１０００ 小时的ꎬ
由所在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奖章ꎻ

(三) 注册志愿者自认证为 “五星志愿者”
后ꎬ 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１５００ 小时的ꎬ
由河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奖章ꎻ

(四) 连续专门从事志愿服务超过 ６ 个月

的ꎬ 可以由河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奖章ꎻ
(五) 授予志愿服务奖章活动ꎬ 一般每年

组织开展一次ꎮ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工

作部门、 有关志愿服务组织定期开展宣传推选

活动ꎬ 对优秀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 优秀志愿服务品牌、 优秀志

愿服务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志愿服

务先进工作者予以表彰ꎬ 授予荣誉称号ꎮ
(一) 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宣传推

选通过逐级推荐产生ꎬ 宣传推选要广泛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ꎬ 推选结果要进行公示ꎻ
(二) 市级以上优秀志愿者原则上应从三

星以上志愿者中产生ꎻ
(三) 三次当选市级优秀志愿者ꎬ 自动获

得市级 “优秀志愿者标兵” 称号ꎬ 颁发证书ꎻ
(四) 三次当选省级优秀志愿者ꎬ 自动获

得省级 “优秀志愿者标兵” 称号ꎬ 颁发证书ꎬ
并优先推荐参评全国优秀 (最美) 志愿者荣誉

称号ꎻ
(五) 三星级以上志愿者可优先推荐参评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ꎬ 优先推荐参评劳动模

范、 杰出青年、 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ꎻ 在同

等条件下ꎬ 各级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可优先

推荐参评各级文明单位ꎻ
(六) 宣传推选活动一般每年组织开展一

次ꎬ 对优秀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优秀

志愿服务项目、 优秀志愿服务品牌、 优秀志愿

服务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志愿服务

先进工作者予以表彰ꎬ 授予荣誉称号ꎬ 颁发奖

牌和荣誉证书ꎮ
第十三条 　 鼓励各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本单位的

志愿服务组织及个人定期给予表彰和奖励ꎮ
第十四条　 鼓励各单位在开展党员、 团员

评优评先时ꎬ 将其参加志愿服务时间和表现作

为重要条件ꎻ 在发展党员、 团员时ꎬ 将其参加

志愿服务时间及表现作为考察的重要条件ꎮ
第十五条　 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将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的情况纳入学分评定和美德少年、 三

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等相关荣誉的评定指标

体系ꎮ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报纸、 电台、 电视

台、 网络、 公益广告等媒介应积极宣传报道优

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感人事迹ꎮ
第十七条　 鼓励活动组织者邀请优秀志愿

者代表、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参加省、 市、
县 (市、 区) 的重大赛事、 庆典等社会活动ꎮ

第十八条　 组织优秀志愿者进学校、 进机

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进农村、 进军营开展巡

讲、 巡演ꎬ 用鲜活的事例和榜样的力量影响

人、 带动人、 提升人ꎮ
第十九条 　 鼓励各市、 县 (市、 区)、 企

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ꎬ 采取向优秀志愿者标

兵赠阅报纸、 赠送公交优惠卡、 体育场馆优惠

使用卡、 城市旅游年票、 享受免费体检等方式

适度回馈ꎮ
第二十条　 鼓励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

事业单位、 大专院校和其他组织在招录公务

员、 招聘员工、 招生时ꎬ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用、 聘用星级志愿者ꎮ
第二十一条 　 鼓励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

保险企业、 爱心人士等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提供人身意外保险ꎮ
第二十二条　 志愿者凭 «志愿服务证» 的

３９３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志愿服务时间记录可享受一定的志愿关爱服务ꎮ
(一) 对突发重病、 事故的困难志愿者可

向上级志愿服务联合会或志愿服务基金会申请

“关爱基金” 予以救助ꎻ
(二) 对生活困难、 遭受重大意外的优秀

志愿者ꎬ 组织动员社会力量ꎬ 给予相应的生活

照顾和物质帮扶ꎻ
(三) 志愿者可以依据个人志愿服务时长

随时换取一定的志愿服务ꎬ 或者在本人需要时

以个人志愿服务时长换取社区养老机构的爱心

服务ꎮ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鼓励各市、 县 (市、 区)、
各行业、 各志愿服务组织先行先试ꎬ 根据实际

情况出台具体操作细则ꎮ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修改和解释ꎮ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江苏省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
行动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关于推动

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意见» (苏发 〔２０１５〕
１７ 号)ꎬ 加快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ꎬ 显著提

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现提出如下

行动方案ꎮ
一、 总体要求
１.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

苏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ꎬ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ꎬ 突

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心

骨ꎬ 从最能形成共识的 “爱、 敬、 诚、 善” 着

手ꎬ 扎实推进道德风尚高地建设ꎬ 着力营造崇

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社会风尚ꎬ 促

进江苏人的现代化ꎬ 为 “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

江苏”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

滋养ꎮ
２. 主要目标ꎮ 经过 ５ 年的探索实践ꎬ 努力

把江苏建设成为在全国有温度的人文之地、 有

显示度的文明之地、 有感受度的向上向善精神

家园ꎮ
———核心价值引领更加有效ꎮ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广泛践行ꎬ “爱、 敬、 诚、
善” 成为江苏人的鲜明特质ꎮ 道德楷模持续涌

现ꎬ 凡人善举层出不穷ꎬ 全国重大典型、 “时
代楷模” 和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中国好

人” 等各类先进人物数量持续居于前列ꎮ
———公民道德实践更加自觉ꎮ 志愿服务覆

盖城乡ꎬ 注册志愿者占城镇人口比例达到

１５％ꎮ 诚信江苏建设成效显著ꎬ 践诺守信蔚为

风尚ꎮ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深化拓展ꎬ 践礼

养德成为广大未成年人的自觉行为ꎮ 道德讲堂

遍布城乡ꎬ 各类道德实践载体有效运用、 持续

创新ꎬ 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道德建设载体

和工作品牌ꎮ
———社会文明风尚更加浓厚ꎮ 公民文明素

养普遍提升ꎬ 旅游、 交通等领域不文明现象明

显减少ꎮ 城乡公共场所文明有序ꎬ 社会生活充

满人文关怀ꎬ 人们生活方式绿色健康ꎮ “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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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建设扎实推进ꎬ 居民综合阅读率达到

９０％ꎮ 全国文明城市数量保持全国领先ꎬ 县级

以上文明村镇占比达到 ６０％ꎬ 全省社会文明程

度测评指数达到 ９０ 以上ꎮ
———道德建设制度更加健全ꎮ 各类道德典

型发现、 推荐、 评价机制不断完善ꎬ 礼赞道德

楷模、 鼓励凡人善举、 褒奖身边好人机制普遍

建立ꎮ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成效明显ꎬ 并纳

入法治化轨道ꎬ 在全国率先形成一批体现道德

要求、 具有约束力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ꎮ
道德发展状况测评体系探索建立并有效运用ꎬ
道德发展研究走在全国前列ꎮ

二、 实施公民道德培育行动
３. 深化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ꎮ 深入宣传阐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编撰系列通俗读物ꎬ
组织开展优秀讲座巡讲、 优秀视频展播ꎮ 充分

发挥各类媒体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ꎬ
推动全媒体宣传、 全栏目融入、 全方位覆盖ꎬ
继续办好 «德行天下»、 «道德模范故事会» 等

栏目ꎬ 着力打造移动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等新

媒体传播平台ꎮ 创新开展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宣传ꎬ 征集、 创作一批具有江苏特色的公益广

告精品ꎬ 利用各类媒体媒介和活动阵地广为传

播ꎮ 围绕 “爱、 敬、 诚、 善” 主题ꎬ 创作一批

优秀文艺作品ꎬ 推出一批日常文化用品ꎬ 建设

一批主题公园、 广场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群

众性文化活动、 融入人们生活空间ꎮ
４. 注重用先进文化涵育道德风尚ꎮ 深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引导人们

用理想信念支撑心中道德大厦ꎮ 实施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计划ꎬ 在国民教育中增加优秀传统文

化内容ꎬ 做好典籍选编、 品读导读工作ꎬ 征集

出版展播江苏历代先贤名人故事ꎬ 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ꎮ 实施红色文化传扬工程ꎬ 用好

用活江苏丰富的党史资源ꎬ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建设、 使用和管理ꎬ 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仪

式化、 制度化建设ꎬ 重点打造 “雨花英烈精

神” 等红色文化品牌ꎮ 深化 “三创三先” 新时

期江苏精神教育实践活动ꎬ 选树宣传一批 “双

创之星”ꎬ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ꎮ 大力培

育和弘扬法治精神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

活动ꎮ 依法促进全民阅读ꎬ 加快建设 “书香江

苏”ꎮ 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ꎬ 普及

科学知识ꎬ 弘扬科学精神ꎮ
５. 发挥重点人群示范带动作用ꎮ 大力选树

道德模范、 “时代楷模”、 “最美人物”、 “身边

好人” 和 “江苏好青年”、 “江苏美德少年”
等ꎬ 构建多层次道德典型示范群体ꎮ 深化道德

典型学习宣传ꎬ 持续举办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ꎬ 推动各地用好 “好人园”、 “好
人馆”、 “好人一条街”、 “好人广场” 等阵地ꎬ
多形式、 多渠道宣传展示道德典型的先进事

迹ꎮ 引导各地普遍建立关爱、 帮扶和礼遇道德

典型的机制ꎬ 在全社会营造 “当好人有好报”
的浓厚氛围ꎮ

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

教育ꎬ 突出 “德” 在干部考核标准中的优先地

位和主导作用ꎬ 规范从政行为ꎬ 培养高尚情

操ꎮ 探索建立严格规范的道德约束、 监督和评

价机制ꎬ 组织开展公众人物 “重品行、 树形

象、 做榜样” 活动ꎬ 引导企业家、 文化名人、
知识精英强化社会责任感ꎬ 自觉践行核心价

值观ꎮ
６.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ꎮ 按照 “全面覆盖、

创新发展、 有效运用” 的原则ꎬ 建好用好道德

讲堂ꎮ 推动道德讲堂在全省城乡社区、 村

(居)、 文明单位全面覆盖ꎬ 并通过设置 “流动

讲堂”、 “空中讲堂”、 “网络讲堂”ꎬ 向不同领

域、 不同群体拓展延伸ꎮ 加强内容创新ꎬ 突出

把 “爱、 敬、 诚、 善” 教育融入其中ꎬ 持续开

展各类活动ꎬ 形成广泛的道德体验和道德内

化ꎮ 注重形式创新ꎬ 坚持 “用身边人讲身边

事、 用身边事教身边人”ꎬ 通过设置百姓议题、
增加互动环节、 设计惠民项目ꎬ 进一步扩大群

众参与度ꎬ 增强活动吸引力ꎬ 使道德讲堂持续

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建设品牌ꎮ
７. 强化道德发展研究ꎮ 继续加强对道德风

尚建设问题研究ꎬ 探索建立道德发展状况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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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ꎬ 重点推动道德发展智库建设ꎬ 努力形成

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ꎮ 继续办好 “道德国情

调查中心”ꎬ 每三年组织一次 ＣＧＳＳ 道德状况全

国样本调查ꎬ 每两年组织一次江苏样本调查ꎬ
每年组织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ꎬ 丰富完善道德

国情、 省情数据库ꎬ 为道德建设提供决策

参考ꎮ
三、 实施社会诚信建设行动
８. 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ꎮ

建立和完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ꎬ 依法加强各

类信用信息归集ꎬ 逐步实现信息采集全覆盖ꎮ
进一步完善省级 “一网三库一平台”ꎬ 全面提

高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水平ꎮ 加大统筹整合力

度ꎬ 推进各地各部门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交换

共享ꎬ 消除信用信息 “孤岛”ꎬ 加快构建全省

覆盖、 运行高效的信用信息系统ꎮ
９. 广泛开展诚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坚持

一手抓信用水平提升、 一手抓人际互信增进ꎬ
针对重点领域、 重点人群深化诚信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ꎮ 在政务领域ꎬ 深入开展公务员诚信、
守法和道德教育ꎬ 坚持依法行政、 “阳光行

政”ꎬ 进一步树立政府公开公平清廉的诚信形

象ꎮ 在商务领域ꎬ 深入开展诚信经营教育ꎬ 强

化企业社会责任ꎬ 推动企业诚信联盟建立和诚

信示范街区创建ꎬ 引导企业诚信做产品、 诚信

做服务ꎮ 在社会领域ꎬ 深入开展诚实做人、 守

信做事教育ꎬ 引导各地制定 «市民诚信公约»ꎬ
组织开展 “我们在一起”、 “我们相聚在社区”、
“向陌生人微笑” 等多种活动ꎬ 推动形成和谐

互信的人际关系ꎮ 在司法领域ꎬ 深入开展严格

执法、 公正司法教育ꎬ 构建开放、 动态、 透

明、 便民的司法机制ꎬ 增强司法公信ꎮ
１０. 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ꎮ 开展

诚信典型选树宣传活动ꎬ 推出一批诚信人物、
诚信企业、 诚信市场、 诚信组织ꎬ 使守信者受

到推崇ꎮ 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ꎬ 对

诚实守信者在行政许可、 资格认定、 公共服

务、 政府采购等方面实行优待政策ꎬ 形成讲诚

实不吃亏、 守信用得实惠的正向激励ꎮ 完善

“黑名单” 发布制度ꎬ 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
行政、 社会管理等多种手段ꎬ 对严重失信行为

实施多部门、 跨地区联合惩戒ꎮ
四、 实施志愿服务普及行动
１１. 加强志愿服务文化和组织培育ꎮ 通过

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示范带动等

方式ꎬ 在全社会大力传播志愿服务理念ꎬ 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志愿精神ꎬ 使志

愿服务成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追求ꎮ 实施志愿服

务组织培育工程ꎬ 鼓励支持各地建立志愿服务

孵化基地ꎬ 建设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站点ꎬ 通

过提供必要的政策、 信息、 项目、 场地等方面

支持ꎬ 推动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健康发展ꎮ 引导

各行各业特别是文明单位结合行业特点和职能

优势ꎬ 成立各类专业志愿服务组织ꎮ 倡导和推

动党员、 干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ꎬ 深入开展在

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群众活动ꎮ
１２. 推动志愿服务广泛开展ꎮ 继续深化

“文明江苏” 志愿服务行动ꎬ 进一步扩大志愿

服务的覆盖面、 影响力ꎮ 在公共场所ꎬ 广泛开

展文明秩序引导、 文明游览引导、 文明礼仪宣

传、 生态文明共建、 窗口单位文明共建志愿服

务ꎬ 引导人们尊道德、 守秩序、 讲文明ꎮ 在城

市社区ꎬ 突出 “邻里守望” 主题ꎬ 组织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 关爱流守儿童、 关爱农民工、 关

爱残疾人、 关爱生命、 “送文化、 种文化” 等

志愿服务ꎬ 引导人们在服务社会、 关爱他人中

传递爱心、 提升道德ꎮ 在农村ꎬ 以 “乡风文明

志愿岗” 为载体ꎬ 以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 留

守儿童为重点ꎬ 广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ꎬ
营造邻里间互敬、 互帮、 互助的良好风尚ꎮ 围

绕重大活动、 重要会议和大型文体赛事等ꎬ 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提升规范化水平ꎮ
１３. 完善志愿服务常态长效机制ꎮ 推动修

订 «江苏省志愿服务条例»ꎬ 制定出台志愿者

星级评定与回馈嘉许、 保险保障制度以及志愿

服务项目资助管理办法ꎮ 加大志愿服务培训力

度ꎬ 探索建立分级分类培训机制ꎬ 提升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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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业化水平ꎮ 探索举办志愿服务展示交流

会ꎬ 搭建志愿服务组织、 爱心企业、 各类基

金、 志愿服务项目相互对接平台ꎬ 解决志愿服

务供需脱节、 运行资金缺乏等问题ꎮ 运用 “互
联网＋” 平台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重点推动

“志愿江苏” 平台纵向延伸、 横向拓展ꎬ 提高

志愿者参与度和志愿服务活跃度ꎬ 发挥好 “一
张网覆盖、 多终端互动、 全流程在线” 的优

势ꎬ 实现志愿服务人人可为、 时时可为、 处处

可为ꎮ
五、 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

行动
１４. 深化拓展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ꎮ 坚

持把文明礼仪养成教育作为在青少年中弘扬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ꎬ 推动往深里做、 往实里

做、 往常态做ꎮ 注重从学礼仪到践礼仪提升ꎬ
组织开展 “八礼四仪” 实践养成课题研究ꎬ 制

定出台相关考评体系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参与

“文明小义工”、 “爱心小天使”、 “红领巾志愿

者” 等实践活动ꎬ 自觉践礼修德ꎮ 注重从校园

为主向社会和家庭延伸ꎬ 推动 “八礼四仪” 养

成教育进社区、 进家庭、 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进社会实践基地、 进文博场馆ꎬ 实现更大范围

覆盖ꎮ 注重从 “八礼” 教育到 “四仪” 教育拓

展ꎬ 继续组织 “四仪” 创新案例征集、 评选、
展播ꎬ 设计推广 “四仪” 服饰ꎬ 规范程序、 丰

富内涵ꎬ 增强仪式教育感染力ꎮ 建设省级 “八
礼四仪” 养成教育展示馆ꎮ

１５. 注重实践培育和文化涵育ꎮ 持续开展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ꎬ 突出思想内涵ꎬ 丰富形式载体ꎬ 引导青少

年在参与中接受教育、 体验道德ꎮ 加强校外活

动阵地建设管理ꎬ 继续组织实施中央和省专项

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ꎬ 强

化城乡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内涵建设ꎮ 注重发

挥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滋养作用ꎬ 组织编创主

题动画片、 儿童剧 (影片)、 微电影、 出版物

等优秀少儿产品ꎬ 编创 “我们的节日” 系列动

漫ꎬ 开展 “诵经典、 读名著、 学历史、 传名

言” 活动ꎮ 加强诗教乐教ꎬ 打造 “童声里的中

国成长的歌谣”、 “童心里的诗篇” 少儿诗会

等品牌ꎮ
１６. 创新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ꎮ 组

织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ꎬ
编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系列丛书ꎬ 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电视栏目ꎬ 在更大范围普及心理健

康教育ꎮ 加强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和中小学

心理咨询室规范化建设ꎬ 强化中小学心理健康

辅导员队伍专业技能培训ꎬ 建立全省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服务平台ꎬ 进一步提高心

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ꎮ
１７. 持续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ꎮ 深入开

展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治理 “蓝天行动”ꎬ
推动 “五老” 义务监督常态化ꎮ 深入开展 “扫
黄打非” 工作ꎬ 深化 “阳光网络伴我成长” 系

列活动ꎬ 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ꎬ 加大对网

吧、 游戏厅的监管力度ꎬ 推广绿色上网工具ꎬ
防止淫秽色情、 恐怖暴力等不良网上信息侵蚀

孩子们心灵ꎮ
六、 实施文明创建提升行动
１８.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ꎮ 坚持创建惠民与

创建育民有机结合ꎬ 引导各地在改善民生、 优

化环境的同时ꎬ 突出思想内涵、 强化道德要

求ꎬ 让群众在参与中提升道德境界、 有更多获

得感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推动各地从文明细节抓

起ꎬ 从具体问题抓起ꎬ 把文明体现到城市每个

角落ꎮ 完善文明城市创建常态长效机制ꎬ 强化

日常督查、 分类指导、 动态管理ꎬ 进一步提升

文明城市创建水平ꎮ 每年对全省所有城市组织

开展一次省级测评ꎬ 进一步改进测评方法ꎬ 提

高群众评价权重ꎮ
１９.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主题ꎬ 以文明村镇创建和 “最美乡村”
推选为抓手ꎬ 按照 “美在乡风民风、 美在文

化生活、 美在人居环境” 的要求ꎬ 持续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加强乡风文明建设ꎬ 引

导各地利用文化墙等阵地推动核心价值观进

村入户ꎬ 运用村规家训、 牌匾楹联、 俗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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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等资源敦风化俗ꎬ 发挥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 “新乡贤” 示范引领

作用ꎬ 潜移默化影响农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

行为规范ꎮ 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ꎬ 健全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

动ꎬ 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ꎮ 加大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ꎬ 实施村庄环境改造提升行动ꎬ
统筹农村饮水安全、 改水改厕、 垃圾和污水

处理、 加强农村河道等水系治理ꎬ 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ꎮ
２０. 深化文明单位创建ꎮ 推动各行各业以

“立足岗位践行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ꎬ 广泛开

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在优质高效服务

中彰显文明ꎮ 实行省级文明单位社会责任年度

报告制度ꎬ 引导文明单位积极参与 “城乡结

对、 文明共建” 行动ꎬ 在开展志愿服务和社会

诚信建设中做好表率ꎮ 科学设置创建标准ꎬ 改

进考核评价办法ꎬ 扩大创建覆盖范围ꎬ 推动文

明单位创建向非公有制企业、 社会组织延伸ꎮ
提高文明校园在文明单位中的比重ꎬ 引导各级

各类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 广泛开展文明校

园创建活动ꎮ
２１.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ꎮ 将文明家庭纳入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序列ꎬ 研究制定深化家庭

文明建设 «实施意见» 及其测评体系ꎮ 突出优

良家风培育ꎬ 强化孝敬教育ꎬ 引导各地广泛开

展 “传承好家训、 培育好家风” 主题活动ꎬ 以

良好的家风带动社风民风ꎮ 继续开展寻找 “最
美家庭” 和评选好媳妇、 好公婆、 好妯娌活

动ꎬ 选树一批先进典型ꎮ
２２. 加大不文明行为整治力度ꎮ 在交通秩

序、 旅游出行、 公共秩序、 社区居住、 生活用

餐等方面ꎬ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文明现象ꎬ
组织开展专项整治ꎬ 持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ꎮ
以 “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 为主题ꎬ 深入开展

文明交通行动ꎬ 整治行人乱穿马路、 机动车占

用应急车道、 开车窗乱扔垃圾等陋习ꎮ 以 “文
明旅游观光、 人与自然和谐” 为主题ꎬ 深化文

明旅游工作ꎬ 探索建立旅游不文明记录管理办

法ꎬ 对旅游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ꎮ
七、 实施网络文明建设行动
２３. 广泛汇聚网上正能量ꎮ 适应网络传播

特点和网民接受习惯ꎬ 在网上讲好中国梦的故

事ꎬ 把核心价值观叫响传开ꎮ 开设网络专题专

栏ꎬ 大力宣传 “时代楷模”、 “道德模范”、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 的感人事迹和崇高

精神ꎬ 让更多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走进互联

网ꎮ 建设 “网上道德讲堂”ꎬ 围绕道德建设领

域热点问题ꎬ 加强议题策划ꎬ 组织互动交流ꎬ
引导网民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ꎬ 发

出网上道德最强音ꎮ
２４. 深入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ꎮ 运用

“两微一端” 阵地ꎬ 搭建扶贫帮困、 支教助学、
无偿献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等公益服务平台ꎬ
引导广大网民踊跃参与 “微公益”、 传播 “微
文明”ꎬ 让文明风尚充满网络空间ꎮ 推动网络

公益组织规范健康发展ꎬ 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网

络文明传播、 开展线下公益活动ꎬ 以实际行动

践行核心价值观ꎮ
２５. 实施网德建设工程ꎮ 引导网络从业者

和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观ꎬ 加强行业自律ꎬ 坚

持绿色办网、 文明上网ꎬ 争做文明网站、 文明

版主、 文明网民ꎮ 持续开展 “净网” 行动ꎬ 净

化网络环境ꎬ 清朗网络空间ꎮ 针对网络突发事

件和网络戾气ꎬ 及时组织导向正确的网络评

论ꎬ 彰显美德善行ꎬ 鞭挞歪风邪气ꎬ 传递向上

向善力量ꎮ
八、 实施政策法规保障行动
２６. 强化公共政策价值导向ꎮ 推动各项政

策制度从设计制定到实施执行ꎬ 融入贯穿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ꎬ 形成有利于道德风尚高地建设

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ꎮ 探索建立公共管理和

政策道德含量评估机制ꎬ 促进出台的政策举措

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ꎬ 与核心价值观同向

同力ꎮ
２７. 强化法律法规刚性约束ꎮ 坚持德法同

行ꎬ 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ꎬ 运用法治的力

量推动道德风尚高地建设ꎮ 注重发挥法治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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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ꎬ 推动 “老
人跌倒扶不扶”、 严重失信行为等问题进行立

法ꎬ 纳入相关法律法规ꎬ 用法律的刚性约束来

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ꎮ
２８. 推动规范守则修订完善ꎮ 按照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ꎬ 推动各地各行业结合实际ꎬ 做好市民

守则、 社区公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行业规

范、 职业规则、 团体章程的修订完善工作ꎮ 开展

规范守则教育实践活动ꎬ 引导人们保持正确的

价值判断ꎬ 树立正义的道德天平ꎬ 强化准则意识

和律己意识ꎬ 做到心有所戒、 行有所矩ꎮ
九、 加强组织领导和考核评价
２９. 完善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ꎮ 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道德风尚高地建设作为 “迈上新台

阶、 建设新江苏” 的重要内容ꎬ 纳入 “十三

五” 发展规划ꎬ 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ꎬ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ꎮ 各级文明委

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ꎬ 把道德风尚高地建

设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ꎬ 找准切入点和着

力点ꎬ 完善工作举措ꎬ 切实加以推进ꎮ 各级党

委宣传部、 文明办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ꎬ 加强

重大问题研究ꎬ 加强制度载体设计ꎬ 加强重点

任务督查ꎬ 加强基层经验总结推广ꎬ 把各方面

积极性调动好、 发挥好ꎬ 凝聚起推动道德风尚

高地建设的强大合力ꎮ
３０. 强化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ꎮ 推动道德

风尚高地建设纳入党委政府重点工作推进体

系ꎬ 纳入部门单位工作考核体系ꎬ 纳入干部政

绩考核体系ꎬ 促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ꎮ 探

索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办法ꎬ 定期对各地各部

门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ꎮ “十三五” 时

期ꎬ 省文明办依据 «江苏道德发展状况测评体

系»ꎬ 对各地道德建设情况每年组织一次测评ꎬ
连同文明城市省级年度测评成绩ꎬ 在一定范围

内进行通报ꎮ

(江苏省文明办供稿)

西藏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ꎬ 规范志愿服务活动ꎬ 保障

志愿者、 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

益ꎬ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ꎬ 结合自治区实际ꎬ 制

定本条例ꎮ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

有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志愿服务ꎬ 是指不以

获得报酬为目的ꎬ 自愿以知识、 技能、 体能和

时间等ꎬ 服务社会和帮助他人的公益性活动ꎮ
本条例所称志愿者ꎬ 是指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的自然人ꎮ
本条例所称志愿者组织ꎬ 是指从事志愿服

务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ꎮ
第四条　 志愿服务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无

偿、 平等、 诚信、 合法的原则ꎮ
第五条　 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

负责规划、 协调、 督促和检查本行政区的志愿

服务活动ꎮ
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的成员单

位按照各自职责ꎬ 指导分工范围内的志愿服务

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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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 支

持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ꎬ 将志愿服务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ꎬ 并为志愿者组织和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及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

和物质保障ꎮ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支持志愿服务活动ꎬ

尊重志愿者及其提供的服务ꎮ
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 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支持、 帮助志愿者组织

和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并提供便利

条件ꎮ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

参加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广播、 电视、 报刊、 网络等传播媒体应当

无偿开展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宣传ꎮ
第八条　 每年 ３ 月 ５ 日设为自治区志愿服

务活动宣传日ꎮ
第九条　 志愿者应当具备与其所从事的志

愿服务活动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ꎮ
组织未成年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ꎬ 应

当符合其年龄身心状况ꎬ 并征得其监护人

同意ꎮ
第十条　 志愿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 获得志愿服务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培训ꎻ
(二) 获得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真实、 准

确、 完整的信息和所必要的物质、 安全保障ꎻ
(三) 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ꎬ

提出意见、 建议ꎻ
(四) 自身遇到困难时有获得志愿者组织

帮助的优先权ꎻ
(五) 加入、 退出志愿者组织的自由ꎻ
(六) 法律法规和志愿者组织章程所赋予

的其他权利ꎮ
第十一条　 志愿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 遵守志愿者组织章程和其他管理规

定ꎬ 维护志愿者组织、 志愿者的形象和声誉ꎻ
(二) 提供本人真实、 准确的基本信息ꎻ
(三) 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和服务协议约定

的义务ꎬ 完成志愿者组织安排的工作ꎻ
(四) 尊重志愿服务对象的意愿和人格ꎬ

保守志愿服务对象的隐私和秘密ꎬ 不得损害志

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ꎻ
(五)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ꎻ
(六) 因故不能完成志愿服务任务时ꎬ 及

时告知志愿者组织ꎻ
(七)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ꎮ
第十二条　 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时应当

佩戴志愿者标识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志愿者组织或者

志愿者的名义、 标识进行营利性活动或者非法

活动ꎮ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可以依法设

立志愿服务联合会ꎬ 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

内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未设立志愿服务联合会

的ꎬ 各级青年志愿协会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

域内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 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结合各

自工作特点ꎬ 依法设立志愿服务队 (站)ꎬ 也

可以申请成为志愿服务联合会、 青年志愿协会

的团体成员ꎬ 并接受其管理ꎮ
第十四条　 志愿者组织履行下列职责:
(一) 制定志愿服务章程ꎬ 组织实施志愿

服务活动ꎻ
(二) 负责志愿者的招募、 注册、 培训、

考核、 表彰、 管理等工作ꎻ
(三) 为志愿者提供帮助ꎬ 维护志愿者的

合法权益ꎻ
(四) 依法筹集、 使用、 管理志愿服务活

动的资金和物资ꎻ
(五) 开展志愿服务的宣传和对外交流

活动ꎻ
(六) 志愿者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ꎮ
第十五条　 志愿者组织应当建立志愿者注

册制度、 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间累计和绩效评价

制度ꎬ 对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应当

进行记录ꎬ 建立志愿服务档案ꎬ 并将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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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累计和绩效作为考核、 表彰志愿者的

依据ꎮ
志愿者组织应当向注册志愿者颁发志愿者

证ꎮ 根据志愿者的要求ꎬ 如实为志愿者提供参

加志愿服务的证明ꎮ
第十六条 　 志愿者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ꎬ 应当尊重志愿者本人的意愿ꎬ 根据其时

间、 能力等条件ꎬ 组织、 推荐志愿者到需要和

接受志愿服务的地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并为

其提供必要的生活、 安全、 卫生、 医疗等条件

和保障ꎮ
第十七条 　 志愿者组织一般应当避免安

排志愿者从事需要承担重大管理责任、 经济

责任或者具有较大人身伤害风险的服务活动ꎮ

为大型社会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组

织ꎬ 应当制定志愿服务应急预案ꎬ 并对志愿者

身份进行核实ꎮ
第十八条　 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在参加抢

险救灾、 应急救援时ꎬ 应当接受当地人民政府

的统一指挥和管理ꎮ
第十九条　 志愿者组织可以根据志愿活动

的需要为志愿者办理相应的人身保险ꎮ
志愿者组织安排志愿者从事有相应风险的

志愿服务活动ꎬ 应当为志愿者办理相应的人身

保险ꎮ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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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宣传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事迹简介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 (１０ 名)

王福昌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总参军训部北京第八干休所离休

干部ꎮ
在东北 “三下江南” 战役的一次歼灭战

中ꎬ 王福昌在零下 ４０ 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潜

伏一昼夜ꎬ 左踝关节被严重冻伤ꎬ 截去了左下

肢ꎬ 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ꎮ 离职休养后ꎬ
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ꎬ 热心公益

事业ꎬ 以支援西部建设、 资助希望工程、 交纳

特殊党费等方式ꎬ 先后累计捐款 ６９ 万余元ꎮ
王福昌出生在穷苦人家ꎬ 参加过抗日、 解

放、 抗美援朝等战争ꎬ 经历了百团大战、 延安

保卫战、 四平攻坚战、 “三下江南” 等战役战

斗ꎮ 离职休养后ꎬ 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 “苛

刻”ꎬ 吃的是粗茶淡饭ꎬ 常年穿的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老伴裁剪的涤卡上装ꎬ 家具都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退休时买的ꎬ 有的还是子女家里淘

汰的ꎮ
王福昌对自己要求 “苛刻”ꎬ 但对国家和

军队建设却十分 “慷慨”ꎬ 先后 ６ 次为中国航

天基金会捐款达 ４０ 万元ꎻ ２０１３ 年七一前夕ꎬ
在生病住院时ꎬ 他还委托女儿交纳特殊党费 １０
万元ꎻ 前些年ꎬ 当他得知老家旱情严重ꎬ 就千

方百计地与当地政府联系ꎬ 把 ５ 万元钱捐给了

河南省太康县马头镇ꎻ 王福昌还先后捐款 ６ 万

元用于家乡希望小学建设ꎻ 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后ꎬ 他又捐出 ２ 万余元２０１４ 年ꎬ 他又满怀

深情地说: “如果我能活到建军 ９０ 周年和建党

１００ 周年ꎬ 还要将余下来的生活费全部捐献给

党和军队ꎮ”
王福昌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三级解

放勋章、 独立功勋荣誉章ꎬ 百团大战中荣立二

等功 １ 次ꎮ

毛秉华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原馆长ꎮ
作为一位离休老干部ꎬ 毛秉华坚持义务宣

讲井冈山精神ꎬ 常年捐款救灾、 爱心助学ꎬ 成

为远近知名的井冈山上 “活雷锋”ꎮ
自 １９６８ 年调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ꎬ 他

始终重视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ꎬ 收集井冈山

斗争史料ꎮ 离休后ꎬ 更是一门心思扑在收集史

料上ꎬ 只身一人跑遍了湘赣两省边界各县的农

村ꎬ 还到赣南、 闽西、 广州、 北京、 长沙等地

拜访了 ３２ 位老红军和红军后代ꎬ 收集革命文物

２１ 件ꎬ 掌握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ꎮ
毛秉华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ꎬ 但为将井冈

山精神发扬光大ꎬ 不顾家人的担心和反对ꎬ 走

上了 ４７ 年如一日的义务宣讲之路ꎮ 他义务作井

冈山精神宣讲报告 １ ５ 万余场ꎬ 每年讲课 ３００
多场ꎬ 听众累计达 ２２０ 万人次ꎮ 从不收取讲课

费用和任何礼品ꎮ
毛秉华的离休工资大部分用于义务宣传所

需的开支ꎬ 并先后向汶川、 玉树等地震灾区捐

款 ８０００ 余元ꎬ 上缴特殊党费和设立公益事业基

金共 ５ １ 万元ꎬ 累计捐款 １１ 万余元ꎻ 先后为井

冈山市畔田、 龙市等 １５ 所中、 小学筹资 １１００
多万元ꎬ 解决学校的危房改造、 校舍扩建、 道

路不通和安全饮水等问题ꎻ 个人捐款和筹款ꎬ
帮助 １８０ 多位家庭贫困的大、 中、 小学生上学

读书ꎮ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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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秉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 “五
一” 劳动奖章、 中宣部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全

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等 ２６０ 多项荣誉ꎮ

嘎罗ꎬ 男ꎬ 藏族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生ꎬ 中共党

员ꎬ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盐井中学校长ꎮ
注重师德、 爱生如子ꎬ 善帮乐带、 扶贫帮

弱ꎬ 建立 “贫困学生档案” 资助 ３０ 余名学生

完成学业ꎻ 经常利用自己所学所长ꎬ 热心帮助

职工和周边农牧民ꎬ 被称为 “爱心教师”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从事教学工作以来ꎬ 他先后资

助 ３０ 余名学生完成学业ꎬ 金额达 １０ 万余元ꎮ
工作之余ꎬ 他经常翻山越岭ꎬ 步行数公里家

访ꎬ 了解学生家庭情况ꎬ 建立 “贫困学生档

案”ꎮ 一次ꎬ 当他得知一个学生考上青海师范

大学却上不起学时ꎬ 立即步行 １５ 公里ꎬ 赶到学

生家中ꎬ 把 ２０００ 元钱交到学生手上ꎮ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他从云南、 四川等贫困地区招收

１５ 名孤儿在盐井中学就读ꎬ 自己出资给这些学

生购买学习用品、 日常用品ꎬ 还给他们零

用钱ꎮ
盐井一直没有闭路电视ꎬ 都是靠卫星电视

信号接收器接受电视信号ꎬ 而且会调信号者寥

寥无几ꎬ 嘎罗就是其中一个ꎮ 不管是谁ꎬ 一旦

卫星接收出现问题ꎬ 只要一个电话ꎬ 他都会及

时赶到ꎮ 有一次ꎬ 他在给一位牧民调电视时ꎬ
一蹲就是 ３ 小时ꎬ 因为大脑缺氧ꎬ 晕倒在地ꎮ

嘎罗竭尽所能帮助他人ꎮ 一次ꎬ 正值秋收

秋种季节ꎬ 一户人家只剩下一位 ７０ 多岁的老

人ꎬ 老人家拨通了他的电话ꎬ 他闻讯后ꎬ 利用

周末组织 １６ 名学生帮忙ꎮ １７ 年里ꎬ 他共帮助

过 １８ 户人家播种、 收割ꎮ 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的教学心得介绍给其他老师ꎬ 对新教师ꎬ 他几

乎是全程协助ꎮ 在他的扶助下ꎬ ５ 位教师成了

教学骨干ꎬ ８ 名班主任成了 “班级管理能手”ꎮ
嘎罗荣获西藏自治区道德模范、 西藏自治

区昌都市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ꎮ

周丽娜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生ꎬ 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

亚维勒克双语幼儿园园长ꎮ
身为卡依拉克村中唯一的汉族人ꎬ 周丽娜

有幸成为这个维吾尔族乡的一名汉族乡村教

师ꎮ 为了让大山深处的孩子学会 “用知识改变

命运”ꎬ 她自创 “兴趣教学法”ꎬ 被誉为 “最美

乡村教师”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从小生活在沈阳的周丽娜与卖烤

羊肉串的新疆小伙儿乃斯如拉吾买尔相爱并

结婚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周丽娜跟随丈夫从沈阳来到新

疆克州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定居ꎬ 被阿图什市

上阿图什镇卡依拉克小学聘为临时汉语教师ꎮ
为了使孩子们尽快掌握汉语ꎬ 周丽娜自创

了一套兴趣教学法: 一节课只上 １５ 分钟ꎬ 其余

时间让孩子们轮流到讲台上表演ꎬ 并将汉字写

在玩具上ꎬ 让孩子们带上玩具做游戏ꎬ 在游戏

中认识汉字ꎮ 有时候ꎬ 为了一个发音ꎬ 周丽娜

要重复教十几遍ꎮ 她常常把孩子们带到乡村田

园ꎬ 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学会汉语词汇ꎬ 同

时认识大自然ꎮ
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ꎬ 周丽娜意识到ꎬ 孩

子们是她学习维吾尔语的最好老师ꎮ 于是ꎬ 她

把维吾尔语单词用拼音写在纸上ꎬ 她说汉语ꎬ
让孩子们教她维吾尔语ꎮ 几年下来ꎬ 周丽娜和

孩子们能流利地用维汉双语交流了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周丽娜成为一名正式编制的

教师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又到亚维勒克村双语幼儿

园当了园长ꎮ 虽然工资不高ꎬ 但周丽娜每月都

拿出 １００ 元资助贫困孩子ꎮ
周丽娜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教育工

作者、 感动新疆十大人物、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ꎮ

高君芷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生ꎬ 国

家电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离休

干部ꎮ
１９９６ 年起ꎬ 高君芷每年拿出 １２００ 元资助

失学女童ꎬ 捐资创办全省首个 “春蕾” 女童

班ꎬ 累计捐款 ２０ 余万元ꎬ 资助学生百余人ꎬ 被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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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 “爱心妈妈”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高君芷被下放到崇安

县ꎬ 看到许多女童因为家境贫寒而失学ꎮ 这让

她走上了一条漫长的资助农村女孩重返校园之

路ꎮ １９９６ 年起ꎬ 高君芷每年拿出 １２００ 元资助 ３
名失学女童ꎮ ２００２ 年福建省实施 “春蕾计划”ꎬ
高君芷捐出 １ ５ 万元积蓄与 ２５ 名边远贫困山区

失学儿童结对助学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高君芷捐资

在三明市大田县太华中心小学创办了一个 “春
蕾” 女童班ꎮ

除了捐资助学ꎬ 高君芷还时常心系灾区人

民ꎬ 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捐款 １ 万多元ꎬ 印

度洋海啸捐款 ２ 万元ꎬ 南方冰灾捐款 ４０００ 元ꎬ
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又捐款 １ 万元ꎬ 她还将省

吃俭用存下的 １ 万元认捐 １０ 口西部水窖ꎮ 她将

自家珍藏的一幅珍贵书法和 ６１ 件书画作品无偿

捐赠给福建省博物馆ꎮ
其实高老家庭并不富裕ꎬ 家具陈旧斑驳ꎬ

日用品也是最普通最便宜的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由于身

体原因ꎬ 高老已无法亲自参加公益活动ꎬ 但每

年她从退休金中挤出 １ ５ 万元资助边远山区的

失学儿童ꎮ 在她的感召和带动下ꎬ 国网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全体员工自发成立

了 “高君芷助学基金会” 和 “高君芷助学基

金” 青年志愿队ꎮ 两年以来ꎬ 基金会募集助学

金 ７ 万余元ꎬ 资助了 ２７ 名宁化县失学儿童和 ４
名贫困大学生ꎮ

高君芷荣获全国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ꎮ

孔胜东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浙江省杭州公交集团驾驶员ꎮ
行车近 ２０ 年ꎬ 孔胜东热情为乘客提供周到

服务ꎬ 成为群众眼中的 “雷锋车”ꎻ 利用周末

为市民义务修车 ３ 万多辆ꎬ 发起成立学雷锋团

队ꎬ 收到表扬信 (电) ４０００ 余件ꎮ
身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ꎬ 全车乘客的安危

都系在方向盘上ꎮ 孔胜东深感责任重大ꎬ 每次

出车前ꎬ 总是提前上班ꎬ 认真检查ꎬ 确保车况

良好ꎮ 他严格遵守交通法规ꎬ 保持中速行驶ꎬ

不开赌气车、 霸王车、 冒险车ꎬ 始终把安全放

在心上ꎬ 至今已安全行驶 ６５ 多万公里ꎬ 每天载

客 １０００ 多人次ꎮ
孔胜东一直坚持在车厢里为乘客提供导游

图、 药箱、 雨披等常备物品的做法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他又在车厢内推出免费阅报活动ꎬ
每天自费购买各大报纸ꎬ 如人民日报、 浙江日

报、 杭州日报、 钱江晚报等ꎬ 将他们放置在车

厢醒目位置ꎬ 供乘客乘车时阅读ꎮ
工作之余ꎬ 孔胜东不忘服务群众ꎮ 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ꎬ 他在中山北路竖起了 “共青团员义务

修理自行车” 的醒目招牌ꎮ 每个星期六晚上 ７
点到 １０ 点ꎬ 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ꎬ 他都会准时

出现在路边ꎬ 为来往行人免费修车ꎬ 不收一分

钱ꎮ 孔胜东用自己的 “服务” 感染了身边无数

人ꎬ 带动了很多热心人ꎬ 先后有 １０ 多人和他一

起修车ꎬ 并组建了一个志愿者修车团队ꎮ ２０１２
年年初ꎬ 孔胜东所在的杭州公交三公司成立了

“孔胜东志愿服务队”ꎬ 全公司有 ２００ 多人自愿

报名参加ꎮ “公交车有起点和终点ꎬ 为人民服

务却没有终点ꎮ” 孔胜东是这样说的ꎬ 也是这

样做的ꎮ
孔胜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浙江道德模范

等荣誉称号ꎬ 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ꎮ

张　 宝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生ꎬ 民建

党员ꎬ 江苏九鼎环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淮南分

公司经理ꎮ
作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库志愿者ꎬ 张宝

不顾车祸后身体虚弱ꎬ 依然为配型成功的韩国

患者捐献骨髓ꎬ 大爱无疆的捐献义举成就中韩

友谊的一段佳话ꎮ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韩

国期间特地点赞张宝的义举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上大学的张宝一次在街头献血ꎬ

顺便留取了造血干细胞样本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张

宝突然接到通知ꎬ 他和一名韩国白血病患者初

步配型成功ꎮ 后来因为患者个人原因ꎬ 张宝捐

献的事却被搁置了近一年时间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张宝遭遇车祸ꎬ 挨过了伤筋动骨的 １００ 多天后ꎬ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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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疗养一边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正在休养期间的张宝再次

接到通知ꎬ 竟然还是上次那位韩国患者ꎮ 家人

担心他车祸后的身体吃不消ꎬ 建议他延迟捐献

或者放弃捐献ꎮ 张宝认为病情不等人ꎬ 说服家

人后立即放下手头生意赶到北京为捐献做准

备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取自张宝的 １２０ 毫升造

血干细胞被送到韩国ꎬ 输入那位患者体内ꎮ 张

宝也成为当年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首

例涉外捐献者ꎮ
作为淮南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ꎬ 张宝除了

自己献血捐髓外ꎬ 他还动员 ６０ 多位亲友成立了

淮南市红十字会张宝献血志愿服务小分队ꎮ 得

知格桑花西部助学网长期资助西部贫困学生ꎬ
他立即联系网站负责人寻找结对帮扶对象ꎬ 累

计资助 １６ 名西部贫困学生ꎮ ２０１１ 年夏天ꎬ 张

宝听说淮南罗山烈士陵园需要修缮ꎬ 个人出资

１５ 万元ꎬ 将陈旧的烈士陵园修缮一新ꎮ
张宝荣获安徽省 “心动安徽最美人物”

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房泽秋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生ꎬ 山东

省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街道贡院墙根社区

居民ꎮ
３６ 年前ꎬ 她将毫无血缘关系的瘫痪老人接

回家中照顾ꎬ 直至 ５５ 岁华发已生ꎬ 用自己的华

美时光扮靓一位 ９７ 岁老人的人生ꎮ
李玉柱是房家的老邻居ꎬ 一生未婚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李玉柱突发脑血栓ꎬ 半身不遂ꎮ 见老人没

人照料ꎬ 房泽秋主动跑去照顾ꎮ 当时她的同事

于海也被她热心助人的精神所感动ꎬ 时常到医

院同她一起照顾老人ꎬ 这也促成了于海与房泽

秋的姻缘ꎮ 后来老人病情好转即将出院时ꎬ 当

时只有 １９ 岁的房泽秋就与母亲商量ꎬ 在住房极

其困难的情况下把老人接回家ꎮ １９８２ 年ꎬ 房泽

秋与于海结婚后ꎬ 小两口就将老人接到自己家

里ꎬ 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起来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ꎬ 老人不小心摔成骨折ꎬ 在医

院住了一个多月ꎮ 住院期间ꎬ 老人做牵引手术

引发胃出血ꎬ 非常危险ꎬ 必须一直吸氧ꎬ 吊瓶

一打就是五六瓶ꎮ 当时房泽秋两口子每个月的

工资加起来还不到 ２００ 元ꎬ 可面对医生的病危

通知ꎬ 房泽秋没有丝毫犹豫ꎬ “打最好的针!”
一针 ６００ 元ꎬ 连打两天终于把老人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丈夫突发疾病去世ꎬ 儿子于霄宁

接过父亲的班ꎬ 每周背老人去医院换尿管为老

人排便洗澡等ꎮ 于宵宁结婚后ꎬ 小两口又一起

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凌

晨ꎬ 老人到了弥留之际ꎬ 他叫着房泽秋的小名

说: “谢谢你ꎬ 多亏了你!”
房泽秋荣获 “山东好人之星” 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文　 兵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生ꎬ 海南

电池厂下岗工人ꎮ
文兵热衷公益事业ꎬ 投身地中海贫血症防

治公益活动近 １０ 年ꎬ 儿子不幸夭折ꎬ 他毅然捐

献遗体ꎬ 自己也申请遗体捐献ꎬ 大爱流传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文兵的儿子文艺博被查出身患重

型地中海贫血病ꎬ 每个月都要花费 ５０００ 元的医

疗费ꎮ 为了给儿子治病ꎬ 文兵辗转各地打工赚

钱ꎬ 但入不敷出ꎬ 借债 １０ 万余元ꎮ 他深深地体

会到地中海贫血症对家庭及社会所带来的不幸

和沉重负担ꎬ 加入地中海贫血症防治公益活动

中ꎮ 他加入三亚市快乐志愿服务队ꎬ 并以儿子

的名字 “文艺博” 注册了天涯社区账号ꎬ 希望

能以儿子的名义帮助不幸的患者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儿子文艺博因突发脑脓肿引发脑干脑炎去

世ꎬ 文兵在悲痛中毅然将儿子的器官和遗体捐

献给了红十字会ꎮ
多年来ꎬ 文兵一直致力于地中海贫血症宣

传公益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ꎬ 他自筹资

金 １ ５ 万余元ꎬ 印制宣传单 ５ 万份ꎬ 印制易拉

宝和展架 ５０ 幅、 宣传条幅 ５０ 条、 历时 ２１０ 天ꎬ
行程 ３０００ 公里ꎬ 走遍全省 １８ 个市县ꎬ 宣传地

中海贫血症防治知识ꎬ 普及防治常识ꎮ
近年来ꎬ 他累计发起和参与公益活动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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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次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他为双肾衰竭和肺部糜

烂病的贫困大学生麦婷婷募集了 ３０ 多万治疗

费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他为地中海贫血症患儿周慧菊

募集 ３６ 万元的治疗费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他

和志愿者们为海南偏远地区农村学校建立 １６ 间

爱心图书室ꎬ 为 ３５００ 名学生送去了大批的图书

和文体用品ꎮ
文兵荣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 海南

省红十字会年度优秀志愿者、 海南省杰出志愿

者等荣誉称号ꎮ

盛春德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生ꎬ 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闫家镇大张家村村民ꎮ
大张家村地处偏远ꎬ 通村通乡路经常出现

雪阻和淤泥堵塞等问题ꎬ 村民出行十分不便ꎮ
他义务修护村路ꎬ 早出晚归ꎬ 无论冬夏ꎬ 一干

就是 ３０ 多年ꎬ 总计步行 ２ ２ 万多公里ꎬ 运送土

方近 ２ ５ 万立方米ꎬ 被当地群众称为 “村路

愚公”ꎮ
１９６２ 年春ꎬ ２５ 岁的他随父母来到黑龙江省

桦南县闫家公社大张家村第二生产队安家落

户ꎮ 村里的通村通乡公路ꎬ 在冬季出现雪阻、
夏季涵洞淤泥堵塞是常事儿ꎬ 严重影响村民出

行ꎮ ４４ 岁那年ꎬ 他决定义务修桥补路ꎬ 从此每

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到 １５ 公里外的修路点ꎬ 一镐

一镐刨、 一锹一锹挖、 一筐一筐担ꎬ 一干就是

一整天ꎮ
每年入冬以后ꎬ 从县城通往公心集村的车

辆每十几分钟就有一趟ꎬ 道路却经常被雪阻ꎬ
为了让过往车辆节时省油ꎬ 盛春德坚持每天清

理这个路段ꎮ ２０１１ 年春节期间ꎬ 他凌晨两点

“开战”ꎬ 每隔 ３０ 米挖一个错车位ꎬ 苦干 ６ 天 ３
夜ꎬ 硬是把这段路挖出了 ６ 个错车位ꎬ 为村民

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ꎮ 每年开春季节ꎬ 白天冰

雪开化ꎬ 晚上就会结冰ꎬ 起早驾车的司机如履

薄冰ꎬ 而校车走在这样的路上更是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ꎮ 每年这个时节ꎬ 他都要凌晨两点起

床ꎬ 推起独轮小车赶到现场清理路面ꎮ 等校车

通过时ꎬ 路面的冰雪早已被清理干净了ꎮ

３８ 年来ꎬ 大张家村附近一条条平整的村

路ꎬ 记录了盛春德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劳作和艰

辛ꎮ 附近 １５ 个村屯的村民也因为他的默默付

出ꎬ 方便了出行ꎬ 得到了实惠ꎮ
盛春德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１１ 名)

周美玲ꎬ 女ꎬ 汉族ꎬ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生ꎬ 少先

队员ꎬ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西华中心小

学六年级学生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傍晚ꎬ 年仅 ３ 岁的周运

龙从人群中冲向十字路口想越过电厂大道返

家ꎬ 接近路中心时ꎬ 电厂大道从西往东一辆后

八轮大货车从侧面疾驰而来ꎮ 紧急关头ꎬ 周美

玲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小朋友ꎬ 奋力将即将被大

货车撞上的小朋友扯回来ꎬ 而自己却被大货车

撞上ꎬ 造成左小腿皮肤、 肌肉、 肌腱等多处严

重受伤ꎮ 目前ꎬ 已入院接受了 ５ 次手术ꎬ 还将

面临长期的复杂治疗ꎮ
周美玲乐于助人ꎬ 善于化解同学间的矛

盾ꎬ 是班上有名的 “和事佬”ꎮ 谁有心事ꎬ 她

都上前为她 (他) 解闷ꎮ 同学间有什么矛盾ꎬ
就有她的身影出现ꎮ 有一次ꎬ 班上的两位男同

学吵架了ꎮ 周美玲发现原来他们争吵是因为彼

此互相不信任对方ꎮ 周美玲拍着他们两个的肩

膀ꎬ 一边安慰说: “你们做了六年的好朋友ꎬ
现在就要毕业了ꎬ 就要分别了ꎬ 以后还不知道

会不会在同一所学校呢! 从这一刻起ꎬ 你们要

和睦相处ꎬ 要团结友爱ꎬ 要珍惜这仅剩的一个

月的时间呀!” 听完周美玲的这番话ꎬ 两位男

同学立即停止了争吵ꎮ
周美玲特别喜欢讲笑话ꎮ 六年级上学期期

末时ꎬ 大家的学习都很紧张ꎬ 她为了帮助大家

放松心情ꎬ 特地买了一本 «笑话集»ꎬ 利用每

天中午的闲暇时间ꎬ 用幽默、 搞笑的语言为我

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冷笑话ꎬ 逗得大家捧腹

大笑ꎮ
她经常帮妈妈分担家务ꎮ 为了让妈妈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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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ꎬ 周美玲总是自己做饭ꎬ 自己打扫房间ꎬ 放

学后ꎬ 她一刻也停不下来ꎮ 停下时ꎬ 她就帮妈

妈洗脚ꎬ 妈妈说让她休息ꎬ 她说: “妈妈从来

都没怎么休息ꎬ 我做这么一点事就喊累ꎬ 以后

怎么独立呀!” 无论妈妈怎么劝说ꎬ 周美玲依

然坚持每天帮妈妈洗脚ꎮ
周美玲也很有爱心ꎬ 学校组织的每一次活

动ꎬ 她总是积极带头参加ꎬ 虽然家境一般ꎬ 平

日里总是默默地帮助班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ꎬ
别人捐一块ꎬ 她就捐两块ꎬ 别人捐五块ꎬ 她就

捐十块ꎬ 而这些钱都是从平时的零花钱里省出

来的ꎮ
周美玲获得 ２０１４ 年长沙市 “创作杯” 作

文竞赛金奖、 ２０１５ 年长沙市第二季度 “美德少

年” 等荣誉称号ꎮ

秦开美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生ꎬ 湖北

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教师ꎮ 王林华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湖北省潜江

市广华寺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主任ꎮ
他们面对劫持学生的歹徒ꎬ 挺身而出接力

争当人质ꎬ 成功解救了 ５２ 名小学生ꎬ 被誉为

“护童天使”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时许ꎬ 潜江市浩

口镇第三小学一派宁静ꎬ 秦开美正在六年级 ４
班上课ꎮ 突然ꎬ 歹徒张泽清闯进教室ꎬ 指着手

中一个袋子威胁秦开美: “这里面有炸药、 汽

油ꎮ 你要不配合ꎬ 大家都得死在这里ꎮ” 歹徒

情绪激动ꎬ 一手拿着爆炸物ꎬ 一手拿着打火

机ꎬ 随时可能引爆ꎮ 秦开美置个人生死于不

顾ꎬ 沉着冷静ꎬ 一面应答嫌犯ꎬ 一面提醒孩子

们 “有老师在ꎬ 同学们不要怕”ꎮ 在被劫持期

间ꎬ 秦开美多次向张泽清提出: “你让我的学

生到隔壁教室做作业ꎬ 我就在这里ꎬ 哪儿也不

去ꎬ” 果断留下充当人质ꎮ 由于她的机智周旋

和勇敢举动ꎬ 终于换取 ５２ 名学生离开教室ꎮ
９ 时 ３０ 分ꎬ 不久前刚做了结石手术、 腰上

还插着尿管的王林华闻讯赶到现场ꎬ 他对张泽

清再三讲明 “我分管信访ꎬ 又跟你熟ꎬ 由我留

下来跟你谈”ꎬ 成功替换秦开美当人质ꎬ 随后 １
个多小时对张泽清反复劝导、 晓以大义ꎮ １１ 时

许ꎬ 张泽清再次情绪失控ꎬ 将王林华逼到墙

角ꎬ 并向他胸口、 裤腿泼洒汽油ꎬ 准备点火ꎮ
就在张泽清用打火机点火的瞬间ꎬ 特警果断开

枪将其击毙ꎬ 王林华方才脱险ꎮ
秦开美、 王林华荣获中宣部见义勇为最美

人物、 湖北省 “五一” 劳动奖章、 荆楚楷模等

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彭伟平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安徽省灵璧县高楼镇张场村村民ꎮ
不顾身怀六个多月的双胞胎身孕ꎬ 彭伟平

毅然跳进 ２ 米深的池塘ꎬ 拼尽全力托起一名两

岁溺水女童ꎬ 却付出自己双胞胎一死一残的代

价ꎬ 事后婉拒组织工作安排ꎬ 在家乡带领留守

姐妹成立养殖合作社致富ꎬ 被称作 “最美

孕妇”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ꎬ 在家养胎休息的彭伟平

突然听到在外玩耍的女儿连声喊 “小孩掉塘里

了”ꎬ 急忙来到门外ꎬ 只见邻居家小女孩在门

前池塘里上下翻腾ꎬ 她纵身跳进水塘ꎬ 抓住孩

子后单手划水向岸边靠近ꎬ 但几次尝试都没能

爬上岸ꎮ 紧急关头ꎬ 村民陈得民闻讯赶来ꎬ 用

了七八分钟才将孕妇和女童连拖带拉拽上岸ꎮ
上岸后的彭伟平全身发抖ꎬ 连喊腰痛、 肚子

疼ꎬ 热心村民立即送她到卫生院检查ꎬ 此时彭

伟平才知道自己怀的是双胞胎ꎮ
彭伟平胆子小ꎬ 还特别怕水ꎬ 靠近水塘就

头晕ꎬ 当问起哪来那么大胆量ꎬ 她只是说:
“跳下水的时候ꎬ 我忘了还怀着孕ꎬ 一心只想

着救那孩子了ꎮ” 后来ꎬ 彭伟平因胎动减少被

紧急送到安徽省立医院ꎬ 检查发现其中一个胎

儿因单卵双胎、 单羊膜囊脐带缠绕已经死亡ꎬ
次日剖腹产下一子ꎬ 因早产脑部发育不良ꎬ 截

至目前仍在进行康复治疗ꎮ 彭伟平从来不为救

人导致自己胎动失子而后悔ꎬ 反而更坚强地担

负起儿子康复的责任ꎮ 她用爱心捐款为村里所

有儿童购买了全套的文具用品ꎬ 帮助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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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人次ꎮ 今天ꎬ 她在家乡与留守姐妹成立养

殖合作社ꎬ 带动 ３０ 多户农民走上养羊致富

的道路ꎮ
彭伟平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安徽青

年 “五四” 奖章、 安徽 “三八” 红旗手等称号ꎬ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金 　 汉ꎬ 男ꎬ 朝鲜族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生ꎬ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１ 时ꎬ 金汉路遇匪徒抢

劫一对母女ꎬ 临危不惧ꎬ 挺身而出ꎬ 不料另一

持刀匪徒冲出ꎬ 金汉只身与两名匪徒搏斗ꎬ 身

中数刀ꎬ 但在负伤 ９ 天后ꎬ 依然带伤登台演出ꎮ
金汉受伤后ꎬ 两名歹徒迅即趁乱逃离现

场ꎮ 金汉追出数步ꎬ 终因身负重伤倒地ꎮ 到医

院急救ꎬ 左肩膀缝合 ７ 针ꎬ 手腕缝合 ２ 针ꎬ 头

部缝合 １ 针ꎬ 其中肩部的刀口距颈部大动脉仅

５ 厘米左右ꎮ 事发后ꎬ 犯罪嫌疑人刘某和武某

很快就被首都公安部门抓捕归案ꎮ
受伤后的第二天ꎬ 头部、 肩部、 手臂都裹

着纱布的金汉就赶回剧院继续参加话剧 «吴王

金戈越王剑» 的排练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话剧

正式公演ꎬ 金汉的伤口虽然还没有完全愈合ꎬ
但他还是坚持登上了话剧首演的舞台ꎮ 演出

中ꎬ 金汉不乏跑、 跳等大幅度动作ꎬ 但他表情

自然ꎬ 全身心投入剧情和表演之中ꎬ 全然不顾

钻心的疼痛ꎮ
戏外是好汉ꎬ 戏里也精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金汉

以专业课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中戏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作

为中央戏剧学院应届毕业生ꎬ 金汉被择优录取

进入北京人艺ꎮ 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ꎬ 他先后

参加近 ２０ 部话剧的演出ꎬ 几乎没有休息过ꎮ 在

艺术上ꎬ 他对待每一个角色都精益求精ꎬ 力求

完美ꎮ 虽然饰演的多是些配角甚至是 “跑龙

套” 的角色ꎬ 但金汉一直演得很踏实ꎬ 很

认真ꎮ
金汉荣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ꎬ 北京榜样

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阿不力孜买买提尼牙孜ꎬ 男ꎬ 维吾尔

族ꎬ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新疆和田地区

和田市残疾人工贸发展中心董事长ꎮ
阿不力孜买买提尼牙孜是一个普通的商

人ꎬ 从 １７ 岁起多次在危急关头救人ꎬ 用善良、
勇敢、 无畏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ꎮ

１６ 岁时ꎬ 阿不力孜进入杜瓦煤矿车队做修

理工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ꎬ 他在路边搭上

了一辆中巴车ꎬ 屁股还没坐稳ꎬ 车头已经冒出

了火焰ꎬ 不一会儿ꎬ 整辆车便被火海笼罩ꎬ 千

钧一发之际ꎬ 阿不力孜拉开车窗ꎬ 将一对被烟

呛晕的母女推了出去ꎬ 紧接着ꎬ 又救出浑身发

抖的大爷、 吓哭的孩子车上 １１ 人得救了!
当阿不力孜最后一个跳出车窗时ꎬ 已成了 “火
人”ꎬ 全身烧伤面积达 ８０％ꎬ 牙齿掉光ꎬ 双臂

肌肉坏死ꎮ
经过几年自强不息的奋斗ꎬ 阿不力孜又成

为和田市残疾人工贸发展中心董事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的一个傍晚ꎬ 阿不力孜开车行至 ３１５ 国道

和田民丰段时ꎬ 前方一辆摩托车一头撞上翻斗

车ꎬ 骑摩托车男子的颈部被锋利的钢板割开ꎬ
鲜血喷涌而出ꎮ 阿不力孜将伤者送到医院ꎬ 不

巧医院停电ꎬ 他又跑出去买来手电筒ꎬ 给医生

照明ꎬ 医生终于为伤者缝合完伤口ꎬ 伤者得

救了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的一天ꎬ 塔中沙漠公路上ꎬ 一

辆旅游大巴翻下路基ꎬ １３ 名日本游客被困ꎮ 阿

不力孜恰好路过ꎬ 他顶着 ４０℃ 的高温ꎬ 先救

人ꎬ 后拖车ꎮ 临 别 时ꎬ 全 体 游 客 向 他 鞠 躬

致敬ꎮ
从 １９９１ 年到现在ꎬ 阿不力孜救了 ７９ 人ꎬ

他们中有汉族人、 维吾尔族人、 哈萨克族人ꎬ
有外地人ꎬ 还有外国人ꎮ

阿不力孜买买提尼牙孜曾荣获全国见义

勇为英雄司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见义勇为模

范、 第三届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刘发燕ꎬ 男ꎬ 苗族ꎬ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贵州省天柱县瓮洞镇巨潭村村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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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翻船事故中ꎬ 拼尽全力救出 ７ 名落

水群众ꎬ 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ꎬ 自己的妻子、
儿子、 女儿因未能及时获救而遇难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 农历正月初二ꎬ 刘发

燕和妻子带着 １０ 岁女儿萍萍和 ６ 岁儿子淇淇乘

船去湖南怀化亲戚家拜年ꎮ 由于风大、 浪高、
流急ꎬ 加上操作不当ꎬ 渔船穿水了ꎬ 江水涌进

船舱ꎬ 船体迅速倾斜下沉ꎮ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

刻ꎬ 刘发燕猛踹篷布ꎬ 踹开了一道一米多宽的

口子ꎮ 他纵身跃入江中ꎬ 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和

在部队抢险的经验ꎬ 迅速游到岸边ꎬ 找到一艘

小木船ꎬ 划向激流汹涌的江中营救落水乘客ꎮ
儿子虽然找到了ꎬ 但因溺水时间过长ꎬ 再也没

有醒来ꎮ
靠岸后ꎬ 刘发燕清点人数ꎬ 发现自己的妻

子、 女儿和另外两名妇女都没在ꎮ 他强忍心中

的悲痛ꎬ 再次登船划向江中搜救两小时

后ꎬ 妻子的遗体在离出事地 ５０ 米远的江滩边被

找到ꎬ 而女儿和另两名妇女的遗体 ３ 天后才被

打捞起来ꎮ
时隔两年多ꎬ 当再次提起当年的事故时ꎬ

刘发燕说: “我仔细回想当时的情景ꎬ 的确没

有想到要先去找谁、 先救谁ꎬ 完全是凭着本能

去做了那一切ꎮ 我也不能假设ꎬ 如果当时只管

去救我的家人ꎬ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ꎮ 我只知

道ꎬ 那种刻骨铭心的爱与痛ꎬ 将会伴随我的

一生ꎮ”
刘发燕荣获贵州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贵

州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张青彬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预备党员ꎬ 河北省曲周县四疃镇李西头村

村民ꎮ
开出租车 １０ 年ꎬ 张青彬先后营救车祸 １３０

起ꎬ 救伤者 ２８０ 人ꎬ 帮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

疑人 ２０ 人ꎬ 参与救火 １７ 次ꎬ 把见义勇为这一

美德ꎬ 做成了自己热爱的事业ꎮ
张青彬印象最深的一次救人ꎬ 发生在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那天ꎬ 张青彬拉着乘客行驶在路

上ꎬ 发现一辆拖拉机侧翻在路旁ꎬ 车下压着一

个人ꎬ 浑身是血ꎬ 奄奄一息ꎮ 张青彬一边招呼

围观群众下来帮忙ꎬ 一边全力以赴冲在最前ꎬ
就在他弯下腰抬伤员时ꎬ 拖拉机斗突然又翻了

下来ꎬ 正好砸到他的左胸ꎬ 他忍着巨疼ꎬ 坚持

开车把伤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ꎬ 一检查ꎬ 才知

道自己折了三根肋骨ꎬ 前后住院两个多月ꎬ 被

救者家属拿着 ２ 万多元现金去看望ꎬ 他婉言

谢绝ꎮ
１０ 多年来ꎬ 面对危难ꎬ 挺身而出已成为张

青彬的一种生活习惯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县

城一门市发生火灾ꎬ 他奋不顾身与消防队员扑

救大火ꎬ 长达 ４ 个多小时ꎬ 保住了 ８０ 多万元的

财物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在邯临路槐桥段ꎬ
他抢救了一场拉木材卡车翻车的车祸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ꎬ 四疃镇寺头前街一农户家发生火灾ꎬ
他又第一个冲锋在前与在场人员进行了长达 ３
个半小时的施救ꎬ 保住了此农户的家产和 １００
多只绵羊ꎮ

张青彬荣获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 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

人榜”ꎮ

任凤祥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峪口乡南河底村

村民ꎮ
作为黄河白云渡口摆渡船工ꎬ ４０ 年里ꎬ 任

凤祥先后挽救 ８０ 名落水者生命ꎬ 救助 ５００ 多名

身陷险境的群众ꎬ 免费接送过往黄河的病人

６００ 多人次ꎬ 把见义勇为的品格写在日复一日

的摆渡船上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从山西临县驶来的一

艘客船因为触礁开始沉没ꎬ 船上群众全部落

水ꎮ 正在岸上修船的任凤祥发现出事后ꎬ 带领

６ 名船工迅速驾驶一条木船开往了落水者密集

的水域ꎬ 拼尽所能将 ３１ 名落水者救起ꎮ
有一次任凤祥看到一名安塞的小伙子落

水ꎬ 他跳下河用力托起小伙子的身体朝岸边游

去ꎮ 可水急浪大ꎬ 任凤祥使尽了全力也没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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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靠岸ꎬ 就这样ꎬ 他硬是托着 １００ 多斤重的小

伙子漂在黄河里游了十几里才找到靠岸的机

会ꎮ 上了岸ꎬ 任凤祥整个人都虚脱了ꎬ 一尺高

的沙台怎么也爬不上去ꎮ
为了挽救落水者ꎬ 任凤祥不顾妻儿的反

对ꎬ 拿出了家里仅有的 ４ 万元积蓄ꎬ 买了艘

快艇ꎮ
尽管摆渡是任凤祥谋生的手段ꎬ 但他救了

那么多人ꎬ 却从来没收过感谢费ꎮ “接送病人

免费”ꎬ 这是任凤祥给自己船组定下的规矩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任凤祥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

名的志愿服务队ꎬ 服务队现有志愿者 １８ 名ꎬ 在

两年的时间里ꎬ 志愿者们已经在黄河里救起 １６
名溺水者ꎬ 挽救了 １２ 条生命ꎮ

任凤祥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陕西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吴永秀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生ꎬ 四川

省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办白莲社区居民ꎮ
自幼生长在东风渠边的她ꎬ ４０ 年勇救 ２４

名落水者ꎬ 用生命演绎一出出惊心动魄的救人

故事ꎬ 被人们冠以 “救水女侠” “救水 １１０”
的美称ꎬ 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见义勇为行列ꎮ

东风渠表面风平浪静ꎬ 实则激流暗涌ꎬ 每

年都会有很多鲜活的生命被它吞噬ꎮ １９７５ 年冬

天ꎬ 东风渠岸边寒风瑟瑟ꎮ 当时还是 １７ 岁小姑

娘的吴永秀行色匆匆ꎬ “救命啊! 救命啊!” 忽

然ꎬ 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划破凛冽的天空ꎬ 此时

围观的人群已经挤满东风渠的岸边ꎬ 大伙儿着

急地商量着对策ꎮ 忽然一个小小的身影 “扑

通” 一声就跳进渠里ꎬ 奋力向水中挣扎的落水

者游去ꎬ 这人正是吴永秀ꎮ 当吴永秀在 １２ 月的

刺骨渠水中ꎬ 将奄奄一息的落水者救上岸的时

候ꎬ 已经被冻得唇紫脸青ꎮ
此后 ４０ 年间ꎬ 吴永秀救起了一个又一个生

命ꎬ 有青年、 老人ꎬ 有失足落水者ꎬ 有轻生

者就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５０ 多岁的她还与儿

子一道ꎬ 救起落水的婆孙二人ꎮ
４０ 年间ꎬ 吴永秀共拯救 ２４ 名溺水者ꎬ 但

她认识到ꎬ 单凭一人之力ꎬ 很难阻止东风渠溺

水悲剧的发生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她组织成立 “义务阻

泳队”ꎬ 劝阻人们不要下水ꎬ 远离危险ꎮ １０ 多

年来ꎬ “阻泳队” 力量逐渐壮大ꎬ 队员已从过

去的几个增加到了几十人ꎮ 有人劝她: “吴老

太ꎬ 一把年纪的人了ꎬ 该歇歇了ꎮ” “这是责

任! 就算我体力跟不上ꎬ 最多把命送给东风

渠ꎮ” ５７ 岁的吴永秀掷地有声地说ꎮ
吴永秀荣获第三届四川省见义勇为模范荣

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王喜阳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生ꎬ 辽宁

省朝阳市喀左县南公营子镇大三家村十五组

村民ꎮ
他面对三名犯罪分子持枪抢劫ꎬ 正义凛

然、 勇敢搏斗ꎬ 被歹徒击中身负重伤ꎬ 苏醒后

提供关键线索帮助破案ꎬ 谱写了一曲见义勇为

的英雄壮歌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１ 时许ꎬ 王喜阳在出车

回家途经廉家商店时ꎬ 无意中发现店主人廉某

正在和两个蒙面男子厮打ꎬ 并听到 “有抢劫”
的喊声ꎮ 王喜阳立即停车跑了过去ꎬ 看见两名

蒙面男子一人持枪、 一人拿刀实施抢劫ꎮ 他不

顾个人安危ꎬ 勇敢地冲上前去与歹徒展开搏

斗ꎮ 歹徒为争取逃跑ꎬ 悍然开枪ꎮ 王喜阳被击

中颈部ꎬ 当即倒在血泊里ꎬ 失去知觉ꎮ 随后ꎬ
歹徒凶残地开枪杀害廉某抢夺了 ４ 万多元收粮

现金和来往票据后ꎬ 仓皇逃离现场ꎮ
案发后ꎬ 王喜阳被闻讯赶来的村民及时送

往医院抢救医治ꎬ 经过 ４ 次手术ꎬ 终于脱离生

命危险ꎮ 苏醒后ꎬ 他不顾伤痛ꎬ 积极向公安机

关提供线索ꎬ 说当时曾有一辆白色宝来轿车停

在离廉家商店 ２００ 米左右的公路边ꎬ 蒙着车牌

号、 形迹可疑ꎬ 为公安机关迅速破案提供重大

线索ꎮ 正是由于王喜阳的及时出现和英勇精

神ꎬ 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ꎬ 才使

得歹徒没有继续加害廉某的家人ꎮ
平时的王喜阳也是热心人ꎮ 他家里有台三

轮车ꎬ 又是一名好驾驶员ꎬ 谁家有求他都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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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ꎬ 拉玉米、 运秸杆ꎬ 帮着装车卸车ꎬ 左邻

右舍都夸他心眼好ꎮ ２０１２ 年夏天ꎬ 王喜阳出车

时ꎬ 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躺在路边ꎬ 摩托车

倒在道边ꎮ 他立即停车救助ꎬ 忙着报警、 联系

家属ꎮ
王喜阳荣获辽宁省 “见义勇为英雄”、 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赵勇波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政

治指导员ꎮ
赵勇波两次挺身而出、 救群众于危难中ꎬ

赤手空拳勇斗持刀歹徒ꎬ 机智果断搜救落水儿

童ꎬ 树立了 “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

德” 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清晨ꎬ 时为武警贵州总

队安顺支队普定县中队文书的赵勇波因公外出

时ꎬ 在普定县城朝阳路忽听一名女子急喊救

命ꎬ 只见前方约 ５０ 米处ꎬ 一名歹徒正持刀抢劫

一位女青年ꎮ 危急关头ꎬ 赵勇波箭步冲上前

去ꎬ 一个跃起将歹徒踹倒在地ꎬ 抽出内腰带将

其反绑ꎬ 送到公安机关ꎬ 并缴获 ２０ 厘米长尖刀

一把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７ 时 ３０ 分许ꎬ 时任中队

指导员的赵勇波正带领官兵在安顺市虹山水库

库区进行体能训练ꎮ 忽听岸边有人大喊: “娃
儿落水了ꎬ 快来救人哪!” 赵勇波大喊一声:
“会游泳的跟我来!” 随后第一个飞身跳入水

中ꎬ 十几名会游泳的战士也跟着下去协助ꎮ 由

于水太深ꎬ 官兵们来回几次钻入水底仍无结

果ꎮ 关键时刻ꎬ 赵勇波急中生智ꎬ 指挥大家采

取穿插搅混与水底搜捞相结合的办法ꎬ 在落水

处 ３０ 平方米水域内来回搅拌搜捞ꎮ 大约 ２ 分钟

后ꎬ 落水儿童终于浮出水面ꎬ 但由于溺水时间

过长ꎬ 落水儿童已全身发紫、 腹部鼓胀、 呼吸

停止ꎬ 但身体还有余温ꎮ 赵勇波迅速将孩子抱

到一块草坪上ꎬ 紧急施救ꎬ 终于从鬼门关里把

孩子的生命抢了回来!
２０１４ 年夏天ꎬ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城两度

遭遇洪水袭击ꎬ 他带领官兵转移群众 ６００ 多名ꎬ
抢救物资 ２０ 余吨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晚ꎬ 一处

国家战备油库附近山林突发大火ꎬ 赵勇波带领

官兵与山林大火搏斗了一夜ꎬ 保护了油库和附

近人民生命的安全ꎮ
赵勇波荣立三等功 ３ 次ꎬ 被评为贵州省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身边好人、 优秀志

愿者ꎮ

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１０ 名)

江玉珍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生ꎻ 江远

斌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ꎮ 两

人系姐弟ꎬ 现均为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

居民ꎮ
作为 “江家秤” 第五代传人ꎬ 姐弟俩信守

祖宗 ２００ 多年做秤 “准确公道、 分毫不差” 的

祖训ꎬ 不为利益所动ꎬ 不赚昧心钱ꎬ 诚信做

秤ꎬ 美名传扬ꎮ
江家祖上做的每杆秤上都有 “江正兴” 三

个字ꎬ 意为 “心正则兴旺”ꎮ 姐弟俩做秤ꎬ 坚

持每道工序严谨精确ꎬ 之后还要反复校量ꎬ 一

天忙下来最多只能做两杆ꎮ 在他们看来ꎬ 做秤

赚钱不易ꎬ 更难的却是守住心底那杆 “良

心秤”ꎮ
当地市场上ꎬ 只要说句 “这是江家的秤”ꎬ

买卖双方都放心ꎬ 所以常有人出大价钱ꎬ 要江

家姐弟做 “带病” 的秤ꎬ 都被他们严词拒绝ꎮ
１９８８ 年冬天ꎬ 一个鱼贩子揣着 ９ 个光洋 “袁大

头” 找上门ꎬ 要求做一杆 “一斤吃一二两” 的

短秤ꎮ 当时ꎬ １ 个光洋可兑 １０ 多元现金ꎬ 不是

小数ꎮ 江家姐弟虽然贫困ꎬ 但恪守祖训ꎬ 不做

“昧心秤”ꎬ 当场回绝ꎮ 他们诚实做秤ꎬ 几十年

甘守清贫ꎮ
近些年来ꎬ 电子秤已经取代了杆秤ꎬ 生意

大不如前ꎬ 但江家秤铺仍然每天开门营业ꎬ 坚

守一份诚心ꎮ 江家姐弟说ꎬ 每杆秤售出去都代

表着信任、 代表着诚信ꎬ 虽然现在做秤的人

少ꎬ 但担心过去老顾客手上的秤用坏了ꎬ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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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又找不到维修点ꎬ 所以ꎬ 无论条件多困

难ꎬ 也要把铺子开下去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经媒体报

道ꎬ 许多人前来买江家 “良心秤” 作为收藏ꎬ
还有企业家为员工订做江家 “良心秤”ꎬ 教育

员工爱岗敬业、 诚信为人、 诚信做事ꎮ
江家姐弟荣获荆楚楷模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杜长胜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生ꎬ 江苏

省徐州市睢宁县梁集镇梁集村村民ꎮ
杜长胜老人一口承诺ꎬ 东挪西借、 省吃俭

用ꎬ 用 ５ 年时间为遭遇意外不幸去世的儿子、
儿媳还清 ３３０ 万元债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杜长胜的大儿子借了 ３００ 多万建

设面粉厂ꎬ 工程还没完工ꎬ 儿子、 媳妇相继在

交通事故中去世ꎮ 面对债务ꎬ 杜长胜说: “只
要有儿子、 儿媳妇签字ꎬ 我都认! 你们放心ꎬ
就是倾家荡产ꎬ 我也要把这些账还了!”

此后 ３ 年ꎬ 杜长胜每天都为还债而奔波劳

碌着ꎮ 杜长胜的儿子在城里有一套商品房ꎬ 老

人以 ３５ 万元的低价把它卖了ꎬ 卖房子的钱还没

捂热ꎬ 就还了债ꎮ 后来杜长胜住的老房子拆

迁ꎬ 政府补偿了 ８０ 万元ꎬ 老人又一分不少的还

给人家ꎮ 房子拆后老两口就住进了临时板房

内ꎮ 大儿媳妇去世时ꎬ 厂子刚刚生产ꎬ 还有一

些原料ꎮ 杜长胜就带着年幼的孙子坚持小规模

生产ꎬ 装车、 送货、 卸货、 跑销路等ꎬ 老人都

是自己干ꎮ 杜长胜已经 ７０ 多岁ꎬ 干的全是重体

力装卸活ꎮ 有时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ꎬ 也咬着

牙硬挺着ꎮ 后来实在干不动了ꎬ 才以 １６０ 万元

的价格把厂子卖了还债ꎮ 大儿媳妇出事后ꎬ 对

方赔偿了 ４８ 万元ꎬ 亲家母拿走了 １６ 万元ꎬ 老

人把剩下的 ３２ 万元连本带利还给了信用社ꎮ
梁集村头一处简陋的板房ꎬ 是老人现在的

住所ꎮ 身上一件黑色棉服已破旧不堪ꎬ 伴随了

老人数个严冬ꎮ 煎饼、 盐豆是老人每顿的伙

食ꎬ 几个月都难得吃上一顿鱼肉! 从牙缝里往

外挤出的钱ꎬ 也都一一还给人家ꎮ 到 ２０１３ 年年

底ꎬ ３３０ 万元债务基本还清ꎮ

杜长胜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李江福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ꎮ
从事建筑业 ３０ 载ꎬ 坚持用良心做事、 靠诚

信盖楼ꎬ 建造 １０００ 多栋楼房ꎬ 没有出过一次质

量问题、 没有一次延误工期、 没有拖欠过工人

一分钱ꎬ 获得国家优质工程等各种奖励 １６０ 多

项ꎬ 构筑起一座座 “诚信大厦”ꎮ
李江福始终把工程质量作为建楼红线ꎮ 他

对工程每一个部位、 每一道工序都要亲自查验

把关ꎬ 还在工地专门建有标准样板展示区ꎬ 接

受业主监督ꎮ ２００９ 年年底ꎬ 李江福承接了国家

重点项目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一批移民新村

建设工程ꎮ 开工后的材料价格和签订合同时升

幅很大ꎬ 有人提出找甲方追加预算ꎮ 但李江福

坚持不向甲方提任何条件ꎬ 并按时保质地完成

工程ꎬ 确保移民如期喜迁新居ꎮ
“再难也不能亏了农民工兄弟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李江福的项目部在三门峡ꎬ 腊月二十六下午才

凑齐林州劳务基地所需的工资款ꎮ 当时路上的

积雪有 １０ 厘米厚ꎬ 李江福带着财务人员一路走

走停停ꎬ 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下午赶到林州ꎬ 并

连夜将钱分发给所有民工ꎮ ２００７ 年年底ꎬ 因业

主拖欠工程款ꎬ 工资缺口达 １００ 多万元ꎬ 他变

卖、 贷款家里两处房产ꎬ 赶在春节前发放了

工资ꎮ
“我们不仅要盖诚信大厦ꎬ 还要当诚信

‘种子’ꎮ” 他在工地设立了道德讲堂、 诚信课

堂ꎬ 与每位民工签订 «诚信责任书»ꎬ 约定

“我不欠你一分钱ꎬ 你要垒好每块砖”ꎮ 他先后

带领过 １４ 万多人次农民工ꎬ 其中 ３００ 多人成为

建筑骨干ꎬ 人人成为诚信的实践者和传播者ꎮ
李江福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 第二届及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刘真茂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瑶岗仙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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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ꎮ
３０ 多年如一日ꎬ 刘真茂甘于寂寞与艰辛ꎬ

坚守在义务护林第一线ꎬ 自掏腰包建立护林哨

所ꎬ 与偷伐偷猎者斗智斗勇ꎬ 尽一生力量守护

湘、 粤、 赣三省交界的一块绿洲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在护林队经费短缺、 人员纷纷下

山离开的时候ꎬ 刘真茂却毅然决定自掏腰包重

建观察哨ꎬ 继续坚守ꎮ 他的妻子没有工作ꎬ 办

了一间小卖部ꎬ 两个孩子在学校读书ꎬ 她身体

有病ꎬ 没人帮忙是做不过来的ꎮ 妻子说ꎬ 护林

队垮了ꎬ 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 “几十万亩山

林ꎬ 是一笔多大的财富ꎬ 要是毁了ꎬ 怎么向后

代子孙交代?” 刘真茂说ꎮ
在海拔 １６００ 米的山坳上建房子ꎬ 沙子、 水

泥等所有材料都要靠肩膀背上去ꎮ 他把多年积

蓄的 ３６０００ 多元全投进去了ꎬ 家里的小卖部只

好关门ꎮ 观察哨离最近的村庄也要翻数重山ꎬ
走四五个小时ꎬ 没有电灯ꎬ 没有电视ꎬ 只能听

收音机ꎬ 看老报纸ꎮ 刘真茂每天巡山要走 ３０ 多

公里山路ꎬ ３０ 多年来巡山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

１０ 圈ꎮ 为节省时间ꎬ 他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的

习惯ꎬ 有时只带几个红薯上路ꎮ 退休后ꎬ 他完

全住到了山里ꎮ 小儿子结婚办喜事没有回家ꎬ
春节团圆他也没有回家ꎬ ３０ 多年来有 ２２ 个年

头是在哨所中辞旧迎新ꎮ
守护青山ꎬ 面对盗猎者的威胁ꎬ 他说:

“我把坟地都看好了ꎬ 死了就埋在山上ꎬ 永不

下山!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巡山、 守山ꎮ 这条

命早就祭在山上了ꎬ 怕什么呢!”
刘真茂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

好人榜”ꎮ

朱国萍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ꎮ
“眼里望着居民、 脑中想着居民、 心里装

着居民”ꎬ 朱国萍始终恪尽职守ꎮ 在她的引领

下ꎬ 虹储小区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

进单位、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等称号ꎬ
并连续 ２０ 年被评为市文明小区ꎬ ２０１４ 年以她

为原型的现代沪剧 «小巷总理» 在全市巡演 ７０
余场ꎮ

朱国萍从来没有完整的双休日ꎬ 她不分昼

夜ꎬ 跑遍小区的家家户户ꎬ 尤其是对小区内的

特殊人群ꎬ 她总是不厌其烦ꎬ 反复上门疏导负

面情绪ꎬ 解决他们的困难ꎮ 通过她的沟通协

调ꎬ 争取了业委会、 物业公司、 社区单位、 社

区民警等各方资源ꎬ 解决了小区多年存在的

难题ꎮ
“停车难” “出行难” “休闲空间小” 随

着小区居民生活的提高ꎬ 很多新问题又产生了ꎬ
这位 “小巷总理” 又开始忙起来ꎬ 在所属街道

支持下ꎬ 她带人对小区进水、 排水、 滴水和煤

气、 路面进行 “三水一气一路” 工程改造ꎬ 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ꎻ 利用小区绿化带、 边角料整

合出近 ７０ 个停车位ꎻ 打造创意 “停车坪”ꎬ 将

原有自行车棚外立面和屋顶改造成花园景观ꎬ
把一个死角改造成美观的 “车谐廊”ꎬ 增加了

非机动车停车位ꎬ 并动员社区单位资助公益自

行车ꎬ 供居民免费使用ꎬ 解决了楼道内自行车

乱停放问题ꎻ 陆续建成 “虹谐亭” “和谐苑”
“稚谐园” 等 “虹储十景”ꎬ 供居民休闲娱

乐
朱国萍还注重 “软实力”ꎮ 鼓励居民从我

做起ꎬ 做诚实守信、 明理负责、 文明可爱的

“虹储人”ꎮ 她建立了一支 “学雷锋” 志愿团

队ꎬ 公开个人服务信息ꎬ 让志愿服务贴心到

位ꎻ 开设 “居民时间储蓄银行”ꎬ 以自己的志

愿服务换取他人的帮助ꎬ 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公

益ꎬ 小区志愿者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ꎻ 建立

道德评议台ꎬ 通过每月 “好人好事ꎬ 一事一

议”ꎬ 树立身边的先进典型ꎮ
朱国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ꎬ 当选党的十六大、 十七大代

表ꎬ 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ꎮ

刘平贵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生ꎬ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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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南石店村农民ꎻ 李继

林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生ꎬ 刘平贵丈夫ꎮ
夫妻俩在当地开办了一家面粉加工厂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ꎬ 一场 ５０ 年不遇的强降雨引

发洪水ꎮ 望着被洪水淹没的厂子、 库房ꎬ 刘平

贵和李继林首先想到的是台账ꎮ 夫妻俩抢救出

７ 本厚厚的湿漉漉的账本ꎬ 用卫生纸一页页隔

开ꎬ 晒干ꎬ 最终使每一份数据得以保全ꎮ
洪水过后ꎬ ７６ 万斤小麦板结发霉ꎬ 损失高

达 ８０ 万元ꎮ 这些小麦是 １８ 个村庄 ２００ 多户农

民平时寄存在面粉加工厂的ꎬ 需要时ꎬ 大家用

小麦换取面粉ꎮ 面对突发的灾难ꎬ 有人出主意

说干脆破产ꎬ 关门停业吧ꎬ 把 “烂摊子” 留给

政府处理ꎬ 夫妻俩一口拒绝ꎮ
两人先是取出所有 ２５ 万元积蓄ꎬ 又向亲戚

借了 １０ 万元ꎬ 全部换成小麦ꎬ 让机器重新转了

起来ꎬ 保证乡亲们不管什么时候来取都能拿到

面粉ꎮ 有的村民看到他们损失很大ꎬ 就向刘平

贵提议: 将原来 １００ 斤小麦兑换 ８０ 斤面粉的标

准调低些ꎬ 夫妻俩也婉言谢绝ꎮ 有人担心他们

往面粉里掺搅变质的小麦ꎬ 为了打消这些顾

虑ꎬ 夫妻当着全村人的面ꎬ 把变质小麦全部拉

到了垃圾场ꎮ 四年来ꎬ 李继林和大女儿外出打

工赚钱买小麦ꎬ 磨成面粉还给乡亲们ꎮ 刘平贵

则守着面粉厂ꎬ 随时给村民兑换面粉ꎮ 目前ꎬ
已累计赔偿小麦 ６９ 万斤ꎮ

刘平贵、 李继林夫妇荣获山西省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方联海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三合社区居民ꎮ
“采药赠乡邻、 赊欠不记账ꎮ” 他恪守家族

只卖 “良心药” 的祖训ꎬ 把古镇世家九龄堂药

铺 １２ 代人、 ３６０ 多年来 “坚守信义、 诚心助

人” 的好家风接续传承ꎬ 成为以诚立身、 以诚

传家的典范ꎮ
方联海 １５ 岁那年ꎬ 一个外地人在中山街头

突然昏倒ꎬ 面色苍白、 四肢颤动、 呼吸微弱、
脉搏无力ꎮ 方家人闻讯赶来ꎬ 经过诊断ꎬ 决定

用家里一根极为珍贵的人参救命ꎮ 陌生人服用

人参后苏醒过来ꎬ 给方家众人磕了一个头起身

离去ꎬ 方联海随爷爷方九龄追上去ꎬ 又送了他

两个馒头ꎮ 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了方联海的心

底ꎬ 始终用一件件义举践行家风家训ꎮ
村民武树康患上严重的肝硬化、 肝腹水ꎬ

病情严重ꎬ 又没钱医治ꎬ 一心想放弃治疗ꎮ 消

息传到方联海耳里ꎬ 他主动上门为其义诊ꎮ 经

过连续 １０ 多年的中药调理ꎬ 武树康的病情慢慢

得到控制并最终战胜病魔ꎮ 村民王平左下肢坏

死ꎬ 家庭困难ꎬ 无钱就医ꎬ 也是方联海带头捐

款并挨家挨户为他募捐ꎬ 使他最终得以接受治

疗ꎮ 方家所处的中山古镇位于江津南部山区ꎬ
毒蛇较多ꎬ 时有毒蛇咬人事件发生ꎬ 为救治被

咬伤的病人ꎬ 方联海常常不畏危险ꎬ 用嘴吸出

毒液ꎬ 舍命救人ꎮ 在方联海的感染下ꎬ “诚信”
理念也在街坊四邻和周边商户心中落地生根ꎬ
中山古镇的民风越来越朴实ꎬ “挨着方家药铺ꎬ
做事就要配得上”ꎬ 成了当地不少人心中的

信条ꎮ
方联海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杜正云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生ꎬ 云南

省曲靖市沾益县花山街道遵化铺社区兴发村

村民ꎮ
７９ 个春秋的斗转星移、 寒来暑往ꎬ 杜家人

世代接力ꎬ 守护着小红军烈士的英灵ꎮ 杜正云

作为杜家第三代红军守墓人ꎬ 坚守着这个世代

相传的承诺ꎮ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ꎬ 一支红军部队行军经过兴发

村ꎬ 将一位病重的小战士托付给了杜正云的外

公、 爷爷和大伯等人后ꎬ 继续行军ꎮ 虽经积极

救治ꎬ 但小红军还是病故了ꎮ 小红军去世后ꎬ
杜家人把小红军当作自家人ꎬ 按照当地习俗安

葬在离杜家祖茔不远的石老虎山下ꎮ 出殡那

天ꎬ 村里的乡亲们都参加了小红军的葬礼ꎮ 从

此ꎬ 每年清明节、 中元节和十月初十ꎬ 杜家人

都要到小红军墓前祭拜ꎮ 后来一直也没有部队

和小红军亲属寻亲的消息ꎬ 但杜家一直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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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部队的事坚持了下来ꎮ 杜正云的外公陈大考

临终前ꎬ 嘱托杜正云的父母要守好小红军烈士

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杜正云的母亲病逝ꎬ 杜正云一直

牢记母亲的嘱托ꎬ 把红军墓看好、 守好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杜正云用自家一亩半的好地

跟村民更换了红军墓周围的一亩左右的散地ꎮ
村里一些人说他 “憨”ꎬ 他没有争辩也没有放

在心里ꎮ 他在红军墓边盖起一两间小平房ꎬ 建

了一个红军革命传统陈列室ꎬ 以更好地守护革

命先烈的英灵ꎬ 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受到革命传

统教育ꎮ
现在红军墓已经成为当地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ꎬ 经常会有学校和单位到这里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活动ꎮ 在杜正云的影响下ꎬ 儿子杜周恩将

继续守护红军墓ꎬ 并把这个传统传承下去ꎮ
杜正云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刘萌刚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导游协会会长ꎮ
刘萌刚从事旅游工作 １３ 年ꎬ 接待近 ２ 万名

国内外游客ꎬ 无一例投诉ꎻ 三次援藏ꎬ 克服严

重的高原反应和重重困难ꎬ 用专业与真诚向国

外友人展示一个真实的西藏ꎬ 赢得各方赞誉ꎮ
作为一名导游ꎬ 刘萌刚严格按照旅游合

同ꎬ 严格遵守不进购物店、 不增加自费景点的

约定ꎬ 引导司机以良好的服务赢得游客的信任

与尊重ꎮ 在他的影响带动下ꎬ 许多导游、 司机

都自觉抵制 “零负团”ꎮ
国家旅游局从 ２００３ 年起ꎬ 每年从内地骨干

旅行社中选派 １００ 名优秀导游员援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刘萌刚从广西近 ２ 万名导游中脱颖而出ꎬ
开始了 ３ 次援藏的导游经历ꎮ 他曾在海拔 ５２００
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因高原缺氧彻夜难眠ꎬ
也曾在西藏 “天堑” 悬崖峭壁的公路上险些被

落石砸中ꎻ 曾在阿里地区无人区与野狼偶遇ꎬ
也曾发烧着咬牙拔掉点滴赶去带团作为援

藏导游ꎬ 刘萌刚用真诚、 专业和热情向外国游

客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ꎬ 架起了西藏与世

界沟通的 “金桥”ꎮ

刘萌刚帮来自毛里求斯的游客托运石狮

子ꎬ 并及时把剩余的钱退还给他们ꎬ 客人为此

致信感谢: “货物已收到ꎬ 非常幸运认识你ꎬ
也因为你的真诚ꎬ 使我们很放心让你把物品托

运回来ꎮ 非常感谢你ꎬ 并期待你有时间来毛里

求斯旅游ꎬ 我们可以当你的向导ꎮ”
刘萌刚荣获全国模范导游员、 全国十大旅

游风采人物、 全国援藏导游员先进个人、 全国

十大最美导游等荣誉称号ꎮ

孙世福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天津市桂顺斋糕点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

经理ꎮ
作为桂顺斋的掌舵人ꎬ 孙世福坚持用过硬

产品、 贴心服务和不变真诚ꎬ 把年销售产值不

足 ３０００ 万元的百年老店ꎬ 打造成年销售产值

１ ８３ 亿元、 辐射京津冀三地的清真糕点名牌ꎮ
“做人讲良心、 做食品讲诚信”ꎬ 是挂在孙

世福嘴边的一句话ꎬ 也是他一直坚守的承诺ꎮ
他认为ꎬ 要保证近百年桂顺斋的传统ꎬ 不仅要

深入挖掘清真食品优秀传统文化内涵ꎬ 更要有

严格的采购、 生产、 销售管理体系ꎮ 为此ꎬ 企

业先后建立了采购进货查验、 生产过程控制、
食品出厂检验、 不合格产品管理等规章制度ꎬ
全面导入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ꎬ
成为天津老字号清真企业中首批取得 ＱＳ 生产

许可 证 的 单 位ꎬ 产 品 抽 验 合 格 率 始 终 保

持 １００％ꎮ
多年来ꎬ 桂顺斋选料毫不含糊ꎮ 有些原料

达不到要求ꎬ 宁可不惜成本自己加工制作ꎬ 因

此桂顺斋原材料的成本要比同行业高出一倍还

多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他们从沧州进了两吨红枣ꎬ 可入

库检验时发现与样品差别大ꎬ 尽管供货商表示

愿意降价ꎬ 但还是被孙世福严词拒绝ꎬ 整批货

退回ꎬ 供货商也永远失去了与桂顺斋合作的

资格ꎮ
中秋节前ꎬ 一位 ７０ 多岁的老大爷要为 ９０

多岁的老母亲购买一斤翻毛月饼ꎬ 但是刚好卖

完ꎬ 而且翻毛月饼限量生产ꎬ 卖完即止ꎬ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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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已经停了ꎬ 再出 １ 斤月饼谈何容易ꎮ 但他立

刻联系工厂ꎬ 马上赶制一批ꎬ 第二天送到大爷

家中ꎮ 在孙世福的眼里ꎬ 顾客对桂顺斋的信

赖ꎬ 决不能辜负ꎮ
孙世福荣获天津市道德模范、 天津市 “五

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ꎮ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１５ 名)

于　 敏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ꎬ 中共党

员ꎬ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

级科学顾问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ꎬ 我国核武器

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ꎬ
隐姓埋名 ２０ 多年ꎬ 在核物理、 中子物理等方面

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ꎬ 为建设强大国防、 奠

定我国大国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ꎬ 被称

为 “中国氢弹之父”ꎮ
１９６１ 年ꎬ 时年 ３４ 岁的于敏ꎬ 面对祖国召

唤ꎬ 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ꎮ 他说: “面
对这样庞大的题目ꎬ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ꎮ 一

个人的名字ꎬ 早晚要消失ꎬ 能把微薄力量融进

祖国强盛之中ꎬ 便足感欣慰ꎮ”
对于敏来说ꎬ 工作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

部ꎮ 每次遇到难题ꎬ 他都会带领大家反复讨论

研究ꎬ 谨慎选择技术途径ꎬ 认真试算物理模

型ꎮ 有时ꎬ 为得到一个准确数据ꎬ 他甚至趴在

地上ꎬ 绘出一条条特征线ꎬ 然后马上跟大家讲

解ꎮ 于敏工作起来不分昼夜ꎬ 有时因为产生灵

感ꎬ 半夜起床伏案工作ꎻ 领导为限制他出差在

外无休止地工作ꎬ 总是派一位同事与他同住ꎮ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ꎬ 在他面前ꎬ 一个数据都不

能含糊ꎮ 在一次核试验之前ꎬ 他突然发现原设

计中一个数据可能有问题ꎬ 但这时试验装置已

下了竖井ꎮ 他深知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ꎬ 还是

立即报告上级ꎬ 要求暂停试验ꎮ 经过一天一夜

的查找ꎬ 终于弄清这个不利因素可以为另一个

抵偿因素所抵消ꎬ 他才露出放心的笑容ꎬ 向上

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ꎮ

于敏荣获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劳

动模范、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

一星” 功勋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荣誉称

号ꎬ 被评为 “感动中国 ２０１４ 年度人物”ꎮ

官　 东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队员ꎬ 安徽省

宣城市宁国籍士官ꎮ
长江 “东方之星” 号客轮翻沉事件发生

后ꎬ 官东主动请缨参加救援ꎬ 与战友从翻沉的

漆黑混乱船舱奋力救出两名幸存者ꎬ 在关键时

刻无私无畏让出带面罩的潜水装备ꎬ 浮出水面

后双眼通红、 鼻孔流血ꎮ 官东的英勇表现受到

李克强总理特别赞扬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１ 时 ３０ 分左右ꎬ “东方

之星” 号客轮在长江湖北监利段翻沉ꎮ ６ 月 ２
日早上 ９ 时ꎬ 海军潜水员官东作为第一批潜水

救援力量投入战斗ꎮ 按照事先方案ꎬ 第一时间

就是找舱门ꎬ 江底的能见度很低、 流速大ꎬ 官

东只能用手摸着楼梯往前走ꎬ 刚移开楼梯上的

杂物探出半个身子ꎬ 就见到一名老太太站在面

前ꎮ 老太太一看到搜救人员就哭了起来ꎮ 官东

安慰老人ꎬ 他给老人一套潜水装具ꎬ 然后和地

方航道局潜水员一起带着老人从船舱内出水ꎮ
６ 月 ２ 日 １２ 时 ５５ 分ꎬ 朱红美老人顺利获救ꎬ
成为沉船中首位被救出者ꎮ

１４ 时 １５ 分ꎬ 当生命探测仪探测出生命迹

象后ꎬ 官东再次下水ꎬ 随后第二位幸存者陈书

涵被发现ꎮ 紧急关头ꎬ 官东将自己的重装具取

下来ꎬ 直接套在他身上ꎬ 并让其他潜水员护送

他上岸ꎬ 陈书涵被顺利救出ꎮ 官东最后一个出

水ꎬ 此时ꎬ 轻潜装具的压缩空气快用完了ꎬ 但

很快他就镇定下来ꎬ 果断卸掉身上的装具和压

铅ꎬ 从江水深处潜游出来ꎮ 李克强总理在结束

救援现场考察后ꎬ 来到海军工程大学救援官兵

的帐篷ꎬ 特别表扬了官东 “把生的希望给了幸

存者ꎬ 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的崇高品质ꎮ
官东荣立一等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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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荣ꎬ 男ꎬ 独龙族ꎬ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ꎮ
高德荣 ３９ 载执着坚守ꎬ 一心为公为民ꎬ 踏

实做人做事ꎬ 为改善独龙族同胞生活奉献一

切ꎻ 虽已退休ꎬ 仍然奋斗在为独龙江、 独龙族

服务的工作第一线ꎬ 人们至今仍亲切地称为

“老县长”ꎮ
１９８８ 年ꎬ 高德荣任独龙江乡乡长期间ꎬ 向

上级争取 ３５０ 万元的项目资金ꎬ 扩建独龙江乡

卫生院、 中心校区ꎬ 新建一个小型电站、 四座

人马吊桥ꎬ 改善了独龙江乡的基础设施条件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ꎬ 持续暴雪导致贡山全县的电力、
交通、 通信全部中断ꎬ 大量民房和农作物、 牲

畜受损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７１３２ 万元ꎮ 时任贡山县

长的高德荣亲自担任道路抢修组组长ꎬ 夜以继

日地奔波在灾区ꎮ １０ 多天里ꎬ 他跑遍怒江沿岸

２０ 几个村委会ꎮ 他挨家挨户了解灾情、 慰问灾

民ꎬ 深入第一线带领干部群众抢险救灾ꎮ
高德荣先后两次从条件较好的州级机关回

到独龙江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他当选为州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后ꎬ 又主动要求把办公室搬到独龙

江ꎬ 一直到现在ꎮ
为让独龙江的开山期长一些ꎬ 让为独龙族

群众运输物资的车辆多走一些ꎬ 每年快要封山

和开山季节ꎬ 高德荣都要驻守雪山ꎬ 少则一星

期ꎬ 多则两个月ꎬ 与交通部门的兄弟一铲铲刨

开雪堆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独龙江

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项目ꎬ 总投资约 １０
亿元ꎬ 由高德荣兼任州委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

副组长ꎮ 年近 ６２ 岁的他ꎬ 继续为家乡发展忙

碌着ꎮ
高德荣荣获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许　 光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生前系河南省新县人大常委会退休

干部ꎮ
作为开国上将许世友长子ꎬ 他 １９６５ 年回河

南新县投身家乡建设ꎬ 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脉相

连ꎬ 淡泊名利两袖清风ꎬ 继承和传扬了共产党

人的红色基因ꎮ
许光出生不到三岁ꎬ 许世友将军便随红四

方面军离开大别山ꎬ 他是 «闪闪的红星» 主人

公潘冬子的主要原型ꎮ 青年时期在北海舰队服

役ꎬ 是我军首批具有本科学历的舰艇长ꎮ １９６５
年投身家乡建设ꎬ 曾任县武装部副部长、 县人

大副主任ꎬ 奉献 ４８ 个春秋ꎮ 他身为将门之后ꎬ
甘为布衣ꎬ 甘愿无名ꎬ 为改变家乡面貌殚精竭

虑ꎬ 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ꎮ 任县人武部副部长

２０ 年间ꎬ 他走村串户ꎬ 密切联系群众ꎬ 立下了

下乡不喝酒、 不抽烟、 不吃肉的 “三不” 规

定ꎮ 转业后担任县领导职务ꎬ 依然保持本色ꎮ
在一次特大洪水抢险救灾中ꎬ 身负重伤ꎬ 昏迷

三天三夜ꎬ 苏醒后又立即到抗洪一线ꎬ 赢得广

大人民群众高度赞誉ꎮ
许光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ꎬ 多次放弃回部队提拔或调到城市工作的机

会ꎬ 坚决扎根新县ꎮ 他为人光明磊落ꎬ 淡泊名

利ꎬ 从不以将军后代自居ꎬ 从不为子女亲属托

人情ꎮ 许光的两个儿子、 许世友将军在世时仅

有的两个孙子当兵均复员回到县城ꎬ 如今都是

普通职员ꎮ 许光一生艰苦朴素ꎬ 永葆红色传

统ꎬ 直到去世还用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大立柜、
８０ 年代的沙发、 ９０ 年代的老式电视ꎮ 身患癌症

后ꎬ 为不浪费公费医疗ꎬ 坚决拒绝治疗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许光从领导岗位退下来ꎮ 因早在 １９４８ 年就

参加革命ꎬ 应当享受离休待遇ꎬ 办手续时有人

提醒他补个证明ꎬ 他却不补ꎮ 他说: “相比那

些牺牲的红军ꎬ 我们的离休和退休还重要吗?”
一生清贫的他ꎬ 却资助了老红军 １０ 多万元ꎬ 临

终前还将 ２０ 万元积蓄全部捐赠给家乡的慈善

事业ꎮ
许光荣获河南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ꎮ

高宝来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生前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

出所驻区民警ꎮ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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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来五年如一日ꎬ 每个上学日的清晨在

小学门前疏导车辆ꎬ 维护秩序ꎬ 是孩子们心中

敬爱的警察爷爷ꎻ 印发 １ ２ 万张警民联系卡ꎬ
社区群众需要ꎬ 随叫随到ꎻ 患有心肌梗死、 做

过心脏支架ꎬ 身患癌症ꎬ 工作至生命的最后

一刻ꎮ
每天早晨 ６ 点 ３０ 分ꎬ 高宝来都会准时来到

海淀实验小学帮助家长把学生从车上送到安全

地带ꎮ 五年来ꎬ 老师、 家长和孩子早已把高宝

来当成了亲人ꎮ
高宝来还是社区平安的 “压舱石”ꎮ 他在

负责地区内协调相关部门新增更换高清探头

５００ 多个ꎬ 首创社区治安联勤防控机制ꎬ 组建

培训 ６０ 余人专职巡防队伍ꎬ 使社区发案率连年

大幅下降ꎮ 他是唯一连续三年保持分局考核最

优等级的社区民警ꎬ 所辖社区被评定为分局

“免检放心社区”ꎬ 他的警务室更是成为市局

“模范警务室”ꎮ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ꎬ 他手机 ２４ 小时开

机ꎬ 单警装备从不离身ꎻ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ꎬ
高宝来 ５４ 岁开始学电脑ꎻ 为方便老人出行ꎬ 他

主动联系施工队将坑洼不平的道路修好ꎻ 为解

决居 民 供 暖 问 题ꎬ 他 连 夜 协 调 物 业 进 行

维修
１０ 年前ꎬ 高宝来主动要求从市治安总队调

到基层派出所ꎬ 患有心血管病的他始终干劲十

足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ꎬ 却始

终没有离开岗位ꎮ 直到 ２０１５ 年正月初四ꎬ 被确

诊为肺癌晚期ꎮ 住院期间ꎬ 他还不断地接听群

众电话ꎬ 并叮嘱战友帮他落实未完成的工

作
高宝来荣获北京市人民满意的公安民警、

爱民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王忠心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 ９６２１３ 部队 ６９ 分队

班长ꎮ
王忠心从事一个专业 ２６ 年ꎬ 把使命举过头

顶ꎬ 把责任扛在肩上ꎬ 把事业装进胸膛ꎬ 为部

队建设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ꎮ
王忠心经历过军队建设 ３ 次跨越式发展和

部队武器装备 ２ 次换型ꎬ 回回不落伍ꎬ 时刻保

持 “号手就位” 的姿态ꎮ 他熟练掌握操作 ３ 种

型号导弹武器ꎬ 精通 １９ 个导弹测控岗位ꎬ 先后

执行重大军事任务 ２８ 次、 参加实装操作训练

１３００ 多次ꎬ 没有下错一个口令、 做错一个动

作、 连错一根电缆、 报错一个信号、 记错一个

数据、 按错一个按钮、 损坏一件仪器ꎬ 演绎了

“兵王” 的传奇ꎮ
王忠心先后参与编写修订 «导弹概述»

«综合测试设备» «弹上仪器» «综合控制原

理» «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操作规程» 等 ２０ 余

本教案规程ꎬ 探索出一套独到的 “王氏学习

法”ꎬ 将抽象的专业理论变得形象直观ꎬ 将枯

燥的实装操作变得生动有趣ꎮ 这套教材和学习

法已被沿用 １０ 多年ꎬ 为培养造就一大批过硬导

弹操作号手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当兵 ２９ 年ꎬ 王忠心始终坚守士兵本色不

变ꎬ 当班长 ２５ 年ꎬ 带的兵有 ３８ 人立功受奖ꎬ
１１ 人考入军校、 ６ 人提干ꎬ 先后帮带出 ２１７ 名

测控号手ꎬ 培养出 ４５ 名基地技术尖子和旅技术

骨干ꎬ 涌现出 “科技练兵模范战士” 徐海波、
“全国优秀大学生士兵” 高明、 “二炮十大砺剑

尖兵” 王治基等典型ꎬ 用优异成绩向党旗汇

报、 为军旗添彩ꎮ
王忠心荣获 “践行强军目标模范士官” 荣

誉称号ꎬ 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 ４ 次ꎬ 荣立二

等功 １ 次、 三等功 ２ 次ꎮ

朱彦夫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

书记ꎮ
他少年从军保家卫国ꎬ 血洒疆场、 身体残

疾ꎻ 退伍后ꎬ 拖着残躯带领乡亲建设家园ꎬ 并

将自己的经历体会写成小说ꎬ 用坚强意志和为

民情怀书写着自己的 “极限人生”ꎬ 被誉为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ꎮ
１９４７ 年ꎬ １４ 岁的朱彦夫报名参加解放军ꎮ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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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 年ꎬ 朱彦夫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役中身负

重伤ꎬ 双腿膝盖以下、 双手手腕以上截肢ꎬ 失

去左眼ꎬ 成了一级伤残军人ꎮ 朱彦夫从部队回

到家乡后ꎬ 于 １９５７ 年担任村支部书记ꎮ 上任伊

始ꎬ 朱彦夫拄着拐杖ꎬ 拖着 １７ 斤重的假肢ꎬ 到

田间地头查看生产ꎬ 逐门逐户查访民情ꎮ 他的

主意慢慢拿定: 治山、 治水、 造田、 架电ꎮ 一

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ꎬ 在张家泉热

火朝天地展开ꎬ 一干就是 １０ 多年ꎮ
张家泉三面是山ꎮ 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

决ꎬ 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ꎮ 朱彦夫带领张

家泉村村民ꎬ 先后将荒地 “赶牛沟” “舍地

沟” “腊条沟” 变为沃土ꎮ 为了让群众早日用

上电ꎬ 朱彦夫在妻子的照顾下ꎬ 跑上海、 南

京、 胜利油田、 陕西联系材料ꎬ 经过艰苦努

力ꎬ 终于让张家泉村于 １９７８ 年结束了点油灯

的历史ꎮ
“山顶松树带帽ꎬ 山下林果缠腰”ꎮ 村民们

一年接着一年干ꎬ 张家泉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

了绿装ꎮ 现在ꎬ 村里产的苹果都卖到了国外ꎮ
从村支部书记岗位退下来后ꎬ 朱彦夫又把主要

精力放在宣讲革命传统上ꎬ 他凭着坚强的毅

力ꎬ 在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出版了 ３３ 万字的自传体小

说 «极限人生»ꎮ
朱彦夫荣获 “时代楷模”、 全国模范伤残

军人、 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ꎮ

赵亚夫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镇

江农科所原所长ꎮ
５４ 年如一日ꎬ 赵亚夫致力于农业科技成果

研究、 普及、 转化ꎬ 把兴农富民作为不懈追

求ꎬ 带领数十万老区农民实现了 “小康梦”ꎮ
赵亚夫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ꎬ 培养科技骨

干、 培育新型农民ꎬ 编写了百万字的农业科普

读物ꎬ 累计免费培训农民 ３０ 多万人次ꎬ 带领数

十万老区农民实现了致富梦、 小康梦、 幸福

梦ꎮ １９８６ 年的句容是贫困的革命老区ꎬ 他带着

２０ 棵草莓苗到白兔镇种植成功ꎬ 带领老区农民

走上致富之路ꎮ １９８９ 年ꎬ 他带着巨峰葡萄到春

城镇试点ꎬ 带动发展了周边 ３０００ 多亩葡萄园ꎬ
１ 万多名农民受益ꎮ ２００２ 年退休后ꎬ 他来到戴

庄搞综合型有机农业合作社试点ꎬ 利用 ５ 年时

间ꎬ 把戴庄从最穷的贫困村变成了 “小康村”ꎬ
戴庄经验被成功推广到周边的丹阳市杏虎村、
丹徒区五塘村等地ꎮ 他在茅山老区推广种植应

季果品 ２５０ 万亩ꎬ 给 １６ 万名农民带来 ２００ 多亿

元的直接收益ꎮ
赵亚夫把 “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作为自己

的毕生追求ꎬ 无论是从事农业科技工作ꎬ 还是

担任领导职务ꎬ 乃至在退休后ꎬ 始终与老区人

民保持密切联系ꎮ 每年总有 ２００ 天以上的时间

忙碌在田间地头ꎮ 他的手机里存下 ２００ 多个农

民种植专业户的号码ꎬ 提供 ２４ 小时 “热线服

务”ꎮ “要致富、 找亚夫ꎬ 找到亚夫准能富” 成

为当地民谣ꎮ
赵亚夫荣获全国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领导

干部、 江苏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
国好人榜”ꎬ 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ꎮ

黄志丽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副庭长ꎮ
扎根基层审判一线 １３ 年ꎬ 黄志丽坚持

“因案施策”ꎬ 严格依法秉公办案ꎬ 先后审结民

商事案件 ５０３４ 件ꎬ 被群众称为 “知心法官”ꎮ
从事法院审判工作起ꎬ 黄志丽经常深入乡

村、 社区ꎬ 走访当事人ꎮ 坚持 “因案施策”ꎬ
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大力宣扬家庭传统美德ꎬ 在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提醒当事人诚实守信ꎬ 在

审理邻里纠纷案件中主张谦恭礼让、 和睦相

处ꎬ 在审理赡养抚养案件中弘扬敬老爱幼美

德ꎮ 她经办的案件 ４０％７ 天内审结ꎬ 调解撤诉

率达 ９３％ꎬ 服判息诉率 ９９％以上ꎬ 被称为明断

是非的 “快枪手”ꎮ
黄志丽平均每天办结近 ２ 件ꎬ 上诉率不到

３‰ꎬ 是大家公认的 “办案标兵”ꎮ 面对高强度

的办案压力ꎬ 黄志丽从不叫苦叫累ꎮ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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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丽还在群众家门口创设了 “黄志丽法

官工作室”ꎬ 坚持每周两次进社区、 下农村ꎬ
开展巡回办案、 诉前调解、 法律咨询ꎮ 工作室

成立以来ꎬ 共为群众答疑解难 ４７４ 次ꎬ 进社区、
企业、 居民家中法律服务 １３４ 次ꎬ 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 ５９ 件次ꎬ 巡回办结案件 ９４ 件ꎬ 诉

前联动化解民事纠纷 ５０５ 件ꎮ 目前ꎬ 芗城区已

经有 ５ 个 “黄志丽法官工作室”ꎮ
黄志丽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最美基

层法官、 全国模范法官、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福建省 “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胡双钱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ꎬ 中国商

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

组长ꎮ
他注重在实践中积累和创新ꎬ 参与我国

ＡＲＪ２１ 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研制项目ꎬ 高精

度、 高效率地完成了相关零部件加工工作ꎬ 并

独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ꎬ 职业生涯贡献

突出ꎮ
１９８０ 年ꎬ 从小就喜欢飞机的胡双钱进入当

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ꎬ 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

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第一次尝试———运 １０ 飞机

研制和首飞ꎮ 那一刻他强烈感受到 “造飞机是

一件很神圣的事”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运

１０ 项目下马了ꎬ 原本聚集了各路中国航空制造

精英的工厂转眼间冷清了下来ꎬ 争抢这些飞机

技师的各公司专车甚至开到了工厂门口ꎬ 面对

私营企业老板开出的优厚工资ꎬ 胡双钱谢绝

了ꎮ 他相信这里总有一天还会生产中国人自己

的大飞机ꎮ
选择留下后ꎬ 胡双钱与同事一起陆续参与

了中美合作组装麦道飞机和波音、 空客飞机零

部件的转包生产ꎬ 并抓住这些机遇炼就了技术

上的过硬本领ꎮ ２０ 多年后ꎬ 当我国启动 ＡＲＪ２１
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研制项目后ꎮ 胡双钱几

十年的积累和沉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ꎮ 他先后

高精度、 高效率地完成了 ＡＲＪ２１ 新支线飞机首

批交付飞机起落架钛合金作动筒接头特制件、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首架机壁板长桁对接接头特制件

等加工任务ꎮ 他还发明了 “反向验证” 等一系

列独特工作方法ꎬ 确保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步

骤都不出差错ꎮ
一间 ３０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ꎬ 他一家三口一

住就是几十年ꎬ 直到近年才贷款购买了一套 ７０
平方米的房子ꎮ 对于胡双钱来说ꎬ 最大的心愿

就是早日看到自己参与制造的真正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大飞机翱翔在蓝天上ꎮ
胡双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上海市质量金奖等荣誉ꎮ

沙吾尔芒力克ꎬ 男ꎬ 维吾尔族ꎬ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

主任ꎮ
沙吾尔芒力克带领全村各族群众将达西

村这个昔日吃粮靠返销、 生产靠贷款、 生活靠

救济的贫困村ꎬ 建设成为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ꎬ 让村民 “口袋里鼓囊

囊ꎬ 精神上亮堂堂”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一批内地汉族群众从四

面八方赶来建设边疆ꎮ 当时担任村长的沙吾

尔对村民们说ꎬ 要以包容的心接纳他们ꎮ 村

民们积极响应ꎬ ５ 个村民小组拿出 ６９０ 亩熟地

拨给新建的汉族队ꎬ 还送去了 ８ 匹马、 １２ 头

牛和两辆马车ꎮ 为解决汉族村民的用水问题ꎬ
沙吾尔带领 ５００ 多人挖渠ꎬ 干了七八天ꎬ 挖

出第一条排碱渠ꎬ 这条渠后来被大家称为

“团结渠”ꎮ
１９８２ 年ꎬ 沙吾尔当选支部书记ꎬ 他许下诺

言: 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 村党支部建立党员

干部联系户制度ꎬ 先后有 ４９ 名党员干部与困难

户结对子ꎬ 经过多年努力ꎬ 被承包对象全部脱

贫ꎬ 这 ４９ 名党员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４９ 面红

旗”ꎮ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ꎬ 达西村村民人均收

入连年上台阶ꎬ ２０１３ 年集体总资产达到 ２９５０
万元ꎬ 集体经济纯收入达 ３１６ 万元ꎬ 村民享受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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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 看病、 上学、 养老等 １８ 项惠民政策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沙吾尔从兴平乡党委副书

记岗位上退了下来ꎬ 可在 ２０１１ 年村班子换届

时ꎬ 他再一次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ꎬ 同时

兼任村委会主任ꎮ 那时ꎬ 沙吾尔已经是 ６２ 岁的

老人ꎬ 但他依然打出 “红色达西” “品牌达西”
“数字达西” 几套可持续发展的组合拳ꎬ 把以

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多元化发展轨道ꎬ 使

村里的第二、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达到 ４０％以

上ꎬ 为村民开辟了新的致富途径ꎮ
沙吾尔芒力克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工作者、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热爱

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 主题教育活动先进个

人、 第二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ꎮ

吉日嘎拉ꎬ 男ꎬ 蒙古族ꎬ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生前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

乌珠穆沁旗农牧业局局长ꎮ
面对草原熊熊大火ꎬ 为保护牧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ꎬ 他不顾个人安危ꎬ 身先士卒冲到

一线投入战斗ꎻ 生死瞬间ꎬ 掩护他人先撤ꎬ 不

幸壮烈牺牲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中午 １２ 时左右ꎬ 高日罕

镇发生草原大火ꎬ 牧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正面临

威胁ꎮ 接到电话后ꎬ 吉日嘎拉立即带领几名同

事火速赶赴事发现场ꎮ 火灾现场草木茂盛ꎬ 八

九级大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ꎬ 火势借着风势ꎬ
快速形成几条火龙横在他们面前ꎬ 滚滚浓烟让

人窒息ꎮ 吉日嘎拉拿着灭火器冲在最前面ꎮ 在

扑灭了一个山头后ꎬ 风向突然转变ꎬ 大风夹带

着大火、 浓烟ꎬ 从山上向大家猛然扑来ꎮ 吉日

嘎拉迅速安排大家往山下撤离ꎬ 但现场的网围

栏给撤退带来巨大困难ꎮ 危险面前ꎬ 吉日嘎拉

压住网围栏ꎬ 为同事打开逃生缺口ꎬ 而他自己

却被烈焰吞噬ꎮ 一位年仅 ４２ 岁的年轻干部ꎬ 就

这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ꎬ
把青春、 汗水和生命献给了他深爱的草原ꎮ

吉日嘎拉生前始终以一名党员干部的标准

严格自我要求ꎬ 他爱岗敬业、 勇挑重担ꎬ 不论

工程建设、 项目研究ꎬ 还是救灾抗灾ꎬ 都走在

一线ꎻ 他心系群众、 为民解忧ꎬ 经常上门看望

困难牧民ꎬ 帮他们解决困难ꎮ 在高日罕镇工作

的 ４ 年里ꎬ 他走遍了全镇 １４００ 户牧民家ꎮ 在吉

日嘎拉的办公室里ꎬ 家人整理出 ４６ 本工作日

记ꎬ 每本都记录着工作要求ꎬ 记录着群众所需

所盼ꎬ 承载着一名党员干部应尽的沉甸甸的

义务ꎮ
吉日嘎拉荣获锡林郭勒盟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ꎮ

俞复玲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

区党委书记ꎮ
在社区工作 １０ 多年ꎬ 俞复玲自创 “３６５ 社

区工作法”ꎬ 时时处处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ꎬ
人称 “盒饭书记” “小巷总理”ꎮ

多年来ꎬ 无论刮风下雨ꎬ 还是严寒酷暑ꎬ
她每天一早就到社区角角落落走一圈ꎬ 就是想

看看社区的情况ꎬ 听听居民的想法ꎬ 她记满了

厚厚 ４０ 余本 “民情日记”ꎮ 为解决物业管理这

个老大难问题ꎬ 她倡议建立由社区、 党员业主

代表和物业公司三方组成的物居联合党支部ꎬ
共同为居民服务ꎮ

俞复玲把社区内的每一位居民都当成自己

的家人ꎬ 一见面就嘘寒问暖ꎬ 临走了总忘不了

说一句: 有事来找我ꎮ 为了使社区下岗人员重

新就业ꎬ 俞复玲成立了 “为民活页社”ꎬ 根据

失业人员的不同情况、 不同需求ꎬ 进行 Ａ、 Ｂ、
Ｃ、 Ｄ 分类管理ꎬ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ꎬ 为 ２００ 多

人找 到 了 工 作ꎬ 目 前 社 区 就 业 率 达 到 了

９９ ７％ꎮ 社区有不少残疾人ꎬ 时时牵挂着俞复

玲的心ꎮ 军军患自闭症 ２０ 多年ꎬ 严重时连生活

都不能自理ꎮ 俞复玲领着军军走进了 “梦工

坊”ꎬ 每天不忘抽时间陪他说话ꎮ 终于有一天ꎬ
他望着她轻轻地喊出了一声 “书记阿姨”ꎬ 俞

复玲欣喜万分ꎮ 军军母亲几次流着眼泪说:
“是俞书记救了我们一家ꎮ” 台风 “菲特” 侵袭

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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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ꎬ 为了抗洪救灾ꎬ 她 ６ 天 ６ 夜没回家ꎬ 由

于劳累过度ꎬ 嗓子完全哑了ꎮ 因为她时常拎着

一只竹编篮子上下班ꎬ 篮子里装的是自带的午

餐ꎬ 久而久之ꎬ 就获得 “盒饭书记” 的戏称ꎮ
俞复玲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浙江省

“三八” 红旗手、 浙江省优秀社区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２０１２ 年当选党

的十八大代表ꎮ

马善祥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调

研员ꎮ
他扎根基层 ２７ 年ꎬ 成功调解矛盾纠纷

２０００ 多起ꎬ 撰写 １５２ 本、 ５２０ 多万字工作笔记ꎬ
总结形成 “老马工作法”ꎬ 推广到全国ꎮ

人民调解工作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ꎬ 老马

从来不把群众当外人ꎮ “父亲对外人比对家人

好ꎮ” 老马的儿子马仁驹曾经一度对父亲不理

解ꎬ 每当这时ꎬ 老马总是纠正他: “那些不是

外人ꎬ 是群众!” 紧张忙碌ꎬ 马不停蹄ꎬ 是马

善祥工作的常态ꎻ 群众带着怨气来ꎬ 带着满意

走ꎬ 是 “老马工作室” 的写照ꎮ 老马从干上这

一行开始ꎬ 就给自己立下了接待群众的 ２４ 字规

矩: 起立迎接ꎬ 请坐倒水ꎬ 倾听记录ꎬ 交流引

导ꎬ 解决问题ꎬ 出门相送ꎮ 有一次调解纠纷ꎬ
一名当事人因病住进医院ꎬ 老马去医院看他ꎬ
见他腰痛ꎬ 就帮他揉腰ꎬ 边揉边聊ꎬ 揉了半个

小时ꎬ 缓解了病痛ꎬ 也解开了心结ꎮ 来找老马

的群众都说ꎬ 老马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我们ꎬ 让

我们感受到尊严和温暖ꎮ
老马习惯于通过写工作笔记思考工作、 琢

磨事情ꎬ 他的书柜里码放着满满一层的笔记

本ꎬ 每本上面都标明了时间和序号ꎮ 这其中既

有对自身修养的感悟ꎬ 也有对工作的思索ꎬ 还

有对解决各种具体矛盾纠纷的总结ꎮ ２０１２ 年ꎬ
街道成立了以老马为首席调解员的社区思想工

作和调解工作的专业团队——— “老马工作室”ꎬ
在老马总结的 ６０ 多种具体方法基础上ꎬ 提炼形

成了一整套 “老马工作法”ꎬ 包括 “民为本、

义致和” 六字理念、 “法理情事” 十三要则、
“３４４１” 四大保障制度和 “老马三十六策” 等

四个层面ꎮ
马善祥荣获全国时代楷模、 全国先进工作

者、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富民

兴渝贡献奖特别奖等荣誉称号ꎮ

郑久强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河北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首席操作技能专家ꎮ
通过不断钻研ꎬ 郑久强首创低合金品种钢

冶炼操作法ꎬ 在多项冶炼专业方面积极创新ꎬ
创造巨大经济效益ꎬ 为行业技术进步作出突出

贡献ꎬ 被誉为 “华夏第一炼钢工”ꎮ
１９８９ 年ꎬ １９ 岁的郑久强从技校毕业ꎬ 分配

到唐钢第一轧钢厂转炉车间当炉前工ꎬ 靠着勤

学苦练ꎬ 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ꎮ 参加工作不到

４ 年ꎬ 他成为唐钢历史上最年轻的 “炼钢工”ꎮ
之后ꎬ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ꎬ 郑久强攻克了钢

铁冶炼中一个个技术难关ꎬ 为公司乃至行业技

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唐钢引进当时河北省容量最大、

工艺最先进的 １５０ 吨氧气转炉ꎬ 厂党委把炼新

转炉第一炉钢的重担压给郑久强ꎮ 那段时间ꎬ
他每天凌晨 ２ 点睡ꎬ 清晨 ６ 点起ꎮ 经过 ２１ 天的

投产准备ꎬ ６ 月 ２９ 日ꎬ 第一炉合格钢水滚滚而

出ꎬ 唐钢从此走进大转炉时代ꎮ
他首创了低合金品种钢冶炼操作法ꎬ 在全

厂推广后ꎬ 当年创造经济效益 ８００ 多万元ꎮ 他

通过调整工艺ꎬ 促进钢轧成本持续降低ꎬ 改善

程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ꎬ ２０１４ 年至今创效 ２ ３
亿元ꎮ 他还总结出先进操作法ꎬ 使转炉炉龄由

６０００ 炉提高到 １７０００ 多炉ꎬ 且整个炉役不补

炉ꎬ 每年又多创效益 ２０００ 多万元ꎮ 他积极推进

清洁生产ꎬ 实现余热余气、 废水废渣循环利

用ꎬ 二次能源利用率达到 ７０％ꎬ 使唐钢被誉为

“世界最清洁的钢厂”ꎮ
郑久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 中国青年 “五四”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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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等荣誉称号ꎬ 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ꎮ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１６ 名)

李玉枝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居民ꎮ
“钢铁战士” 麦贤得的事迹广为传颂ꎬ 妻

子李玉枝用 ４０ 年的爱照顾、 护理好这名特殊的

一级伤残军人ꎬ 构筑起一个温馨美满的家的港

湾ꎬ 让丈夫摆脱病魔逐步康复ꎮ
１９６５ 年 “八六” 海战中ꎬ 脑部严重受伤的

麦贤得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ꎬ 但由于脑浆流失

过多ꎬ 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几乎全部丧失ꎻ
同时ꎬ 右侧肢体萎缩ꎬ 并留下严重的外伤性癫

痫ꎬ 在最好的状态下ꎬ 智力接近十五六岁的正

常人ꎮ 组织上为麦贤得向当时正在公社担任妇

联干部的李玉枝抛出了爱的绣球ꎮ 经过反复思

量ꎬ 李玉枝放弃了公社妇联的工作ꎬ 并承诺一

定要用自己全部的爱ꎬ 尽力照顾、 护理好老

麦ꎬ 陪伴他一生一世ꎮ
夫妻相伴不是一朝一暮ꎬ 李玉枝觉得只有

掌握丈夫发病的规律ꎬ 才能真正照顾好他ꎮ 为

了更好地护理麦贤得ꎬ 李玉枝四处拜医求教ꎬ
买回多种医学护理书籍ꎬ 自学各种药理和护理

知识ꎬ 每天记录老麦的情绪和身体变化情况ꎬ
连大小便的状况也都仔细观察ꎮ

李玉枝利用下班空闲时间在屋前屋后开垦

出几块荒地ꎬ 自己种菜养鸡、 养鸽、 养兔ꎬ 保

证老麦每天能吃上新鲜的鸡蛋和蔬菜ꎬ 能用自

己养的家禽煲汤给老麦喝ꎬ 变换花样为老麦提

供每天日常所需的营养ꎮ
“文化大革命” 后期ꎬ 麦贤得遭受了不公

正待遇ꎬ 家庭也受到一些凌辱打击ꎬ 一双儿女

在学校经常会听到一些嘲讽之声ꎮ 社会的压力

和父亲的病症ꎬ 令儿女幼小的心灵承受着一般

小孩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ꎮ 李玉枝凭借坚强的

毅力和高超的生活智慧ꎬ 为麦贤得和子女之间

架起了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ꎬ 使得儿女深深

地理解了父亲ꎬ 并对父亲充满了崇高的敬意ꎬ

四口之家变得和谐美满ꎮ 近年来ꎬ 李玉枝先后

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ꎬ 每次她都毫不犹豫地把

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ꎬ 并先后多次向残联、 贫

困地区捐资奉献爱心ꎮ
李玉枝荣获战斗英雄好妻子、 广东好人等

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宁宏昌ꎬ 男ꎬ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政协退休干部ꎮ

他立家训、 树家风、 严家教ꎬ 以德立家ꎬ
以爱传家ꎬ 引导子女孝老爱亲ꎬ 一家和谐ꎬ 其

乐融融ꎮ
宁宏昌四世同堂ꎬ 家中但凡遇上大事要

事ꎬ 他都以召开家庭民主会的方式一起商议ꎬ
全家各司其事、 各美其美、 互敬互爱ꎮ 家里 １２
人中有 ８ 人是党员ꎬ 他叮嘱孩子们时刻牢记:
“党员的最先进的思想是奉献ꎬ 要多为党和人

民做些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事”ꎮ ２００８ 年汶川

地震ꎬ 举国同哀ꎬ 老宁带动全家向组织捐款

１３０３６ 元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尼泊尔地震ꎬ 宁宏

昌主动找到抚州市红十字会捐款 ２０００ 元ꎻ 他把

从报刊上看到的贫困群众视作 “远亲”ꎬ 近的

亲自上门帮助ꎬ 远的就汇去善款ꎮ 多年来ꎬ 他

省吃俭用先后帮助贫困人士 ４０ 多人ꎬ １００ 多

次ꎬ 累计捐款 ５００００ 多元ꎮ 全家人在他的感召

下ꎬ 都树立了热心助人、 乐善好施的好品质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７２ 岁的宁春莲带着 ８ 岁的养

女ꎬ 敲开了老宁的家门ꎬ 一见面ꎬ 便号啕大

哭ꎮ 原来ꎬ 宁春莲一家无房无地ꎬ 老伴去世ꎬ
没有经济来源ꎬ 生活艰难ꎮ 老人四处求助无

果ꎬ 几度想轻生ꎬ 听说宁宏昌人好ꎬ 便找上门

来试试ꎮ 了解情况后ꎬ 老宁竭力援助ꎬ ８ 个月

里奔波 ４０ 多次ꎬ 找了 ９ 家单位ꎬ 帮助她们办理

户口和低保ꎬ 解决了养女上学问题ꎮ 此后ꎬ 一

直关心不减ꎬ 带老人看病、 带领儿女们帮老人

做家务、 天寒给她们送食送衣送炭ꎬ 这一帮就

是 １４ 年ꎮ
宁宏昌家庭荣获 “全国最美家庭” 荣誉

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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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桂英ꎬ 女ꎬ 满族ꎬ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生ꎬ 吉林

省白城市通榆县育才社区居民ꎮ
她注重家风家教ꎬ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

子女晚辈对上尽孝ꎬ 对下管教有方ꎬ 悉心经营

着 ３６ 口四世同堂的大家庭ꎬ 相亲相爱、 和谐

向上ꎮ
樊桂英 ７ 岁丧父ꎬ ８ 岁时走进大山放羊ꎮ

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读过书、 不识字ꎬ 为此

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成为有文化的人ꎮ 由

于丈夫体弱多病ꎬ 樊桂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ꎮ
为了孩子的学业ꎬ 樊桂英两次举家搬迁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搬到通榆县城郊区ꎬ 樊桂英夏天卖西瓜ꎬ
春秋打工ꎬ 冬季卖鞭炮ꎬ 含辛茹苦地供养子女

读书学习ꎮ 功夫不负有心人ꎬ 夫妻俩终于将 ７
个子女都培养成有知识的文化人ꎮ 这个大家庭

里ꎬ 出了许多高才生ꎬ 有硕士学历 １ 人、 本科

学历 １７ 人、 专科生 ５ 人ꎬ 有国家公务员 ９ 名、
事业单位人员 ８ 名、 军官 ２ 名、 个体工商业户

７ 名ꎬ 还有在读大学生 ４ 名ꎮ
樊桂英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ꎬ 苦难的岁月

历练成正直如山、 善良如水的品格ꎬ 用自己独

特的方式影响了三代人ꎮ 她常说 “挨着勤的没

懒的” “人说话半拉儿用嘴说、 半拉儿用心说”
“不怕人不敬ꎬ 就怕己不正”ꎮ 她用一言一行告

诫孩子们要互帮互助、 勤奋向上、 做人做事态

度要认真ꎮ
樊桂英平时过着简朴生活ꎬ 但当别人需要

帮助的时候ꎬ 她一点也不吝啬ꎬ 把衣服钱物拿

出来捐给他们ꎮ 在她的教育下ꎬ 这个大家庭勇

于担当社会责任ꎬ 长期资助 ６ 名孤儿ꎮ 近几年ꎬ
全家共向社会无偿捐款 ６０ 余万元ꎮ

樊桂英荣获 “全国教子有方最美家庭”、
第四届吉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米德格玛ꎬ 女ꎬ 蒙古族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生ꎬ
中共党员ꎬ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右旗克尔伦苏木耐日莫德勒嘎查妇代会主任ꎮ
她先后接纳并抚养了贫困亲友的 ８ 个孩子、

５ 位老人ꎬ 为身患重病或残疾的其中 ４ 人奔波

求医ꎬ 爱心比草原还广阔ꎬ 比大海还深沉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米德格玛结婚成家ꎬ 当时小两口

只有 ６０ 多只羊ꎬ 收入微薄ꎮ 当时她大姐家生活

更困难ꎬ 有 ４ 个孩子需要抚养ꎮ 米德格玛与丈

夫商量后ꎬ 决定把两个大一点的外甥 (分别为

４ 岁、 ５ 岁) 领回来抚养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米德格玛

一家靠着勤劳能干ꎬ 牲畜已发展到 １００ 多只ꎬ
并且先后有了自己的 ３ 个孩子ꎮ

在此期间ꎬ 米德格玛还收养了儿时邻居乌

云其木格的 ３ 个孩子 (两个结核病ꎬ 一个智

障)ꎬ 并照料乌云其木格的智障丈夫ꎮ 从此ꎬ
丈夫带着布德在外面放牧ꎬ 米德格玛一个人在

家拉扯 ８ 个孩子ꎬ 劳作之余以制作奶制品和搓

毛绳维持生计ꎮ 直到 ２０００ 年ꎬ 她家的羊群已发

展到 １０００ 余只了ꎮ 在此期间ꎬ 她先后为布德的

两个孩子治好了结核病ꎬ 并为患上软骨病和尿

毒症的老三四处奔波、 求医问药ꎬ 始终用母爱

呵护这个不幸的孩子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本嘎查牧民巴图苏和因放羊时冻

掉双手和一只脚而丧失劳动能力ꎬ 走投无路之

下ꎬ 带着 ６８ 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找到米德格

玛ꎮ 米德格玛一家热情地接纳了他们ꎬ 并和他

们一起一直生活到现在ꎮ
米德格玛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百名优

秀母亲、 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陈春林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生ꎬ 广西

壮族自治区贺州高级中学学生ꎮ
母亲离世、 父亲患病ꎬ 家庭接连遭遇不

幸ꎬ 陈春林把父亲带在身边ꎬ 一边认真学习ꎬ
一边精心照顾父亲ꎬ 演绎了 “带父上学” 的孝

心故事ꎮ
陈春林原本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ꎬ 然而 ９

岁那年母亲因脑溢血离开人世ꎬ １５ 岁那年父亲

因中风导致偏瘫、 卧病在床ꎮ 陈春林与年幼的

弟弟不得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ꎮ 为了更好地照

顾父亲ꎬ 陈春林决定休学一年在家照顾父亲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渴望读书的陈春林又重新回到了学

校ꎬ 她决心要一边学习一边照顾父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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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父亲尽快康复ꎬ 她每天给父亲拍打

全身ꎬ 搀扶父亲做四肢屈伸动作ꎬ 有时一做就

是几个小时ꎬ 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ꎬ 她

仍然咬牙坚持着ꎮ 就这样ꎬ 学校和医院这两点

一线就成了陈春林一天的生活轨迹ꎮ 为了不让

自己的功课落下ꎬ 陈春林争分夺秒地学习ꎬ 她

每天在教室都自学到晚上 １１ 点ꎬ 直到教室关

门ꎮ 辛勤的付出终有回报ꎬ 陈春林的成绩一直

保持全年级前列ꎬ 不仅是师生眼中的 “孝女”ꎬ
还是同学们心目中的 “学习尖子”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陈春林以七科全 Ａ＋的优异成绩被贺州市重点

中学———贺州高中录取ꎮ
贺州高中在校内特别提供了一间房给陈春

林和父亲居住ꎬ 使她得以一边上学ꎬ 一边照顾

父亲ꎮ 陈春林说: “在爸爸没有康复之前ꎬ 无

论去哪儿读书ꎬ 我都会带着他!”
陈春林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德模范、 广

西壮族自治区十大孝心人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

青年 “五四” 奖章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陈　 明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生ꎬ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一团社区政工员ꎮ
陈明是兵团军垦后代ꎬ 在突遭家庭变故

后ꎬ 用年幼的肩膀承担起照顾瘫痪父亲的责

任ꎬ ２０ 多年来不离不弃ꎬ 在行孝尽孝中坚强

成长ꎮ
１９８７ 年ꎬ 陈明的父亲在煤矿检查安全工

作时ꎬ 突发事故ꎬ 导致其腰以下双下肢瘫痪ꎬ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ꎮ 事故发生后ꎬ 一家搬到

四十一团团部附近的煤矿菜地居住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不堪生活重负的母亲离开瘫痪在床 ６ 年的丈

夫和年仅 １１ 岁的陈明ꎬ 再无音信ꎮ 从此ꎬ 一

家人的生活压力ꎬ 全压在陈明身上ꎮ 除了每

天完成学业外ꎬ 他在放学后还要以最快的速

度回家ꎬ 为父亲翻身按摩、 煎药喂药、 做家

务ꎮ 糊炉子、 倒火墙、 安烟筒、 挑煤担粮ꎬ
陈明啥事都干ꎮ

在照顾父亲的日子里ꎬ 陈明放弃了自己

发展的机会ꎬ 大学没有读完就被迫中途辍学ꎮ

艰难的生活让陈明变得越发坚强ꎬ 把父亲照

顾好成了他最大的心愿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在四十一

团党委的关怀下ꎬ 陈明被就近安排在社区当

政工员ꎬ 一家人也搬进了新建的楼房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陈明的父亲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ꎬ
这给陈明带来不小的打击ꎮ 但他很快走出心

理阴影ꎬ 一边以饱满的热情工作ꎬ 一边悉心

照顾他的父亲ꎮ 他的努力ꎬ 也鼓起父亲战胜

病魔的信心ꎮ 如今父亲的病情得到较好控制ꎬ
创造了晚期癌症病人生命延续的奇迹ꎮ

善良打动人心ꎮ 陈明从小尽孝侍父的感人

事迹和可贵品质ꎬ 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ꎬ 也

赢得了一位好姑娘的芳心ꎮ 让他父亲一直放心

不下的婚事ꎬ 终于有了希望ꎮ
陈明荣获兵团道德模范荣誉称号ꎮ

陈若星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陕西省 «文化艺术报» 总编辑ꎮ
面对母亲患老年痴呆ꎬ 父亲瘫痪在床ꎬ 自

己又身患癌症的困境ꎬ 不管自己身体剧痛ꎬ 陈

若星悉心照料病危的父母ꎬ 用坚强毅力换来父

母的转危为安ꎬ 为自己、 为家庭重燃生命新

希望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陈若星的父亲因脑梗和严重的糖

尿病并发症而卧病在床ꎬ 丧失了听力及语言表

达能力ꎬ 吃喝拉撒都要她管ꎮ 父亲卧床 １７ 年ꎬ
从未患上褥疮ꎬ 这背后是陈若星心细如发的精

心护理ꎮ 同时ꎬ 她还照料患有痴呆症的母亲ꎮ
２００８ 年从汶川地震灾区采访回来后ꎬ 陈若

星被确诊为乳腺癌ꎬ 并开始住院治疗ꎮ 母亲偶

然得知陈若星癌症住院ꎬ 立刻高血压病发作ꎬ
倒在了地上ꎮ 当时正在接受化疗的陈若星得知

后拔掉针管ꎬ 披上病号服ꎬ 跑到医院门口接救

护车ꎮ 送进抢救室ꎬ 医生立即就给陈若星母亲

下了病危通知书ꎮ
母亲的病情稍有缓解之时ꎬ 父亲也被送到

重症监护室ꎬ 又一张病危通知书递到了陈若星

的面前ꎮ 就这样ꎬ 西安交大二附院同时住进了

他们一家三口ꎬ 两个病危ꎬ 一个癌症ꎮ 化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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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ꎬ 陈若星顾不上自己止不住的呕吐及深入

骨髓的剧痛ꎬ 在楼上楼下步履蹒跚、 晃晃悠悠

地奔忙着ꎬ 咨询医生ꎬ 联系护工ꎬ 为父母端馄

饨、 送稀饭、 喂水果、 换床垫在她的精心

照料下ꎬ 父母病情缓解ꎬ 脱离危险ꎬ 先后出

院ꎬ 而她又留在医院里继续着自己的化疗ꎮ
陈若星荣获陕西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陈如豪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居民ꎮ 吴清琴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生ꎬ 陈

如豪的妻子ꎮ
儿子陈文亮因公负伤成为植物人ꎬ 陈如

豪、 吴清琴夫妇 １８ 年如一日精心照料ꎬ 从不向

组织提特殊要求ꎬ 还多年坚持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ꎬ 受到各方广泛好评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时年 ２１ 岁的陈文亮在

抓捕飞车抢夺的犯罪嫌疑人时身负重伤ꎬ 先后

接受了 １０ 多次大小手术ꎬ 尽管战胜了死神ꎬ 但

从此进入 “植物人” 状态ꎮ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

的变故ꎬ 陈如豪夫妇在悲痛中选择了坚强ꎮ 为

了照顾儿子ꎬ 陈如豪关闭了公司ꎬ 转让了养殖

场ꎬ 吴清琴也提前办理退休ꎮ 陈文亮住院三

年ꎬ 他们日夜看护ꎬ 睡觉从未脱过一次外套ꎮ
待陈文亮病情稳定之后ꎬ 他们把儿子接回家

中ꎬ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照顾他吃喝拉撒ꎬ
给他做康复训练、 翻身擦背、 推拿按摩ꎮ 正是

陈如豪夫妇 １８ 年从不间断的医疗护理和康复训

练ꎬ 使陈文亮突破了 “最多只能活三年” 的预

判ꎬ 不断改写着生命的记录ꎬ 他从来没有生过

褥疮ꎬ 尤其臂、 腿、 背、 臀部ꎬ 仍保持肌肉弹

性ꎬ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ꎮ
１８ 年来ꎬ 尽管夫妇俩为了照顾儿子花费了

巨大的开销ꎬ 他们还经常出手帮助别人ꎮ 老家

村里修路搭桥ꎬ 建老人院和幼儿园ꎬ 还有汶川

地震、 玉树地震、 华南雪灾、 舟曲泥石流、 鲁

甸地震ꎬ 每一次他们都以 “陈文亮” 的名义积

极捐款ꎬ 到现在为止ꎬ 已超过 １２ 万元ꎮ

陈如豪、 吴清琴荣获感动广东十大人物荣

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周淑琴ꎬ 女ꎬ 回族ꎬ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生ꎬ 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丽日社区居民ꎮ
１８ 年来ꎬ 周淑琴用柔弱的双肩ꎬ 支撑着这

个家ꎬ 精心照顾婆家患有精神病、 癌症等疾病

的公公、 婆婆、 小姑子、 小叔子、 大伯哥ꎬ 给

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家ꎮ
周淑琴 １９９８ 年结婚ꎬ 婆家 ３ 个病人都需要

她照看: ７０ 多岁的婆婆长年患有精神病ꎬ 小姑

子也患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ꎬ 小叔子手脚残

疾ꎬ 生活不能自理ꎮ 面对这个老弱病残的家

庭ꎬ 周淑琴夫妇挑起家庭重担ꎮ
婚后不久ꎬ 周淑琴的公公就被查出患有肝

病ꎬ 没过多久ꎬ 又并发脑溢血引起偏瘫ꎬ 两年

后又查出患有食道癌ꎮ 三年里ꎬ 周淑琴每天要

为瘫在床上的公公做吃做喝ꎬ 端屎端尿ꎬ 擦洗

身子ꎮ 三年后ꎬ 公公撒手人寰ꎮ 在公公离开人

世不久ꎬ 离异后的大伯哥又查出肝癌ꎮ 周淑琴

毫不犹豫地把他也接到自己家ꎬ 精心照顾ꎮ
大伯哥去世后ꎬ 周淑琴又把患病的婆婆、

小姑子、 小叔子接到自己家ꎬ 过起了大家庭的

日子ꎮ 一家老小病的病、 残的残ꎬ 一切的生活

开支都依靠周淑琴夫妇二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周淑琴

的丈夫陈志明查出患有肝炎ꎬ 周淑琴大哭一场

后ꎬ 又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ꎮ 面对丈夫有病

不能累着、 营养要跟上ꎬ 婆婆、 小姑子、 小叔

子都需要人照顾的现实ꎬ 周淑琴坚强地咬紧牙

关挺住ꎮ 她每天凌晨 ４ 时就起床做饭收拾屋子ꎬ
打发走上班的丈夫和上学的孩子后ꎬ 给婆婆洗

脸穿衣ꎬ 再把饭菜端到婆婆、 小姑子、 小叔子

面前ꎮ 一日三餐ꎬ 里里外外ꎬ 她没有停歇的

时候ꎮ
周淑琴荣获第二届宁夏回族自治区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ꎮ

冷　 木ꎬ 女ꎬ 藏族ꎬ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甘南州迭部县尼傲乡原妇联主任ꎮ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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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如一日ꎬ 悉心照料与自己毫无血缘

关系的流浪老人ꎬ 无怨无悔ꎬ 不离不弃ꎬ 冷木

的真情付出传递的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关怀帮

助ꎬ 更是对人间大爱的不懈追求ꎮ
四十多年前ꎬ 一位年过六十、 轻微智障的

老人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出现在一位老阿妈的大

门口ꎬ 头上还带着伤ꎬ 一脸的可怜ꎬ 善良的老

阿妈一家出于同情收留了他ꎮ 这位老阿妈就是

冷木的婆婆ꎮ 十年后ꎬ 冷木加入这个温馨的小

家庭ꎮ 本性善良的她自嫁过来的那一天起ꎬ 在

照顾好一家老小的同时ꎬ 也担负起了照顾流浪

老人的责任ꎮ 在她的眼里ꎬ 老人就像是自己的

亲 “阿尼” (爷爷)ꎮ 时光荏苒ꎬ 冷木的公婆相

继离世ꎬ 不久ꎬ 丈夫也随之而去ꎮ 这个原本欢

声笑语不断的家庭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ꎬ 冷

木身边除了年幼的孩子们ꎬ 还有这位年迈的智

障老人ꎮ 在冷木一家几度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

之时ꎬ 她也没有轻言放弃ꎮ 在艰难的岁月里缩

衣节食照顾一家老小ꎬ 在老人病重的时候彻夜

相守ꎮ 在冷木看来ꎬ 就像藏族人常说的谚语

“使父母愉快的是孝敬ꎬ 让众人点头的是积

德”ꎬ 上天安排这样一件事给自己做ꎬ 肯定是

有道理的ꎬ 那些受过的苦和付出的艰辛ꎬ 都是

值得的ꎮ ２０１４ 年的冬天ꎬ 年近百岁的 “阿尼”
带着微笑离开了大家ꎬ 冷木一家为 “阿尼” 举

办了当地藏族最隆重的葬礼ꎮ
冷木荣获甘肃省道德模范荣誉称号ꎮ

由艳丽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生ꎬ 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先锋医院护士ꎮ
她年轻时顶着未婚妈妈的压力收养一个脑

瘫女婴ꎬ 为女儿寻医问药、 不离不弃照料ꎬ 用

１９ 年美好时光演绎超越血缘的母女亲情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由艳丽在工地上捡到一个弃婴ꎮ

出于医护人员的本能ꎬ 她抱起一息尚存的婴儿

直奔医院ꎮ “新生儿窒息ꎬ 以后很可能脑瘫ꎬ
目前表现不明显ꎬ 需三个月后才能确诊ꎮ” 面

对这样的诊断ꎬ 当时未婚的她ꎬ 毅然决定收养

这个可怜的孩子ꎮ

孩子两个月时得了新生儿硬肿症ꎬ 由艳丽

用自己刚好配型成功的血治愈了她ꎮ 孩子七个

月时被确诊为重症脑瘫与癫痫综合征ꎬ 每天都

在抽搐ꎮ 两个月后ꎬ 由艳丽终于找到对症药

物ꎬ 孩子的病情得到控制ꎮ 此后ꎬ 由艳丽始终

没有放弃对女儿的治疗ꎮ ２０００ 年起ꎬ 她多次往

返牡丹江、 北京、 山东等地ꎬ 为孩子看病支出

近 １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听说北京一家医院

能做脑干细胞移植手术ꎬ 让脑瘫患者站起来ꎮ
于是ꎬ 由艳丽便背着女儿ꎬ 满怀希望地来到北

京ꎮ 然而ꎬ 北京专家了解情况告诉她ꎬ 孩子的

病情极为特殊ꎬ 如果脑干细胞移植手术成功ꎬ
虽然意识会清醒很多ꎬ 但来自外界的刺激会让

癫痫病频繁发作ꎬ 孩子会更加痛苦ꎮ 那一晚ꎬ
由艳丽彻夜未眠ꎬ 暗暗告诉自己要倍加珍惜孩

子的生存时光ꎮ
由于服用治疗癫痫的药物ꎬ 女儿体质越来

越差ꎮ 由艳丽一方面坚持给孩子打营养针ꎬ 一

方面想方设法为其食补ꎮ 每个夜晚ꎬ 她都设好

闹铃ꎬ 以便给孩子翻身、 处理大小便ꎮ 即使在

父母相继病逝的日子里ꎬ 由艳丽也是强忍悲

痛ꎬ 笑脸面对女儿ꎮ
由艳丽荣获 “三八红旗手标兵” 等荣誉称

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王峥嵘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佛山村 ４
组村民ꎮ

２０ 年来ꎬ 她照顾年迈体弱的公公婆婆ꎬ ８０
多岁聋哑的大爷公ꎬ 以及患有癫痫病的大伯

哥ꎬ 用淳朴善良酿造大家庭的和谐美满、 其乐

融融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王峥嵘与丈夫结婚后ꎬ 走进佛山

村这样一个人口多、 病人多、 缺少劳动力的家

庭ꎮ 婚后ꎬ 丈夫为了生活外出打工ꎬ 照顾一家

老小的重担全都压在她一人肩头ꎮ 她没有一句

怨言ꎬ 宁可自己受苦受累ꎬ 也不亏待老人ꎮ
王峥嵘的公公婆婆年纪都大了ꎬ 身体特别

不好ꎬ 经常住院ꎮ ２００５ 年春天ꎬ 公公突然得了

０３４



典型宣传

脑血栓住进医院ꎮ 她白天到医院照顾老人ꎬ 晚

上还要回来照顾孩子ꎮ 从家里到医院坐车要 １
个多小时ꎬ 她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ꎮ 经过一个

多月的治疗ꎬ 公公的病好了ꎬ 她却累得瘫坐在

医院的走廊里ꎮ 为能让公公尽快好起来ꎬ 她每

天晚上坚持为老人按摩 １ 个多小时ꎮ 老人康复

后ꎬ 她却瘦了 ２０ 多斤ꎮ 公公婆婆逢人便夸ꎬ
“王峥嵘比自己闺女还亲ꎬ 有这样的媳妇是一

家人的福分ꎮ”
王峥嵘的大爷公是个聋哑人ꎬ 一辈子没结

婚ꎬ 一直和丈夫一家人生活在一起ꎮ 因为上了

年纪ꎬ 生活已经不能自理ꎬ 全靠王峥嵘伺候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大爷公被诊断为肺癌ꎬ 王峥嵘时

刻陪伴在老人身边ꎬ 给老人接屎接尿ꎬ 对老人

不离不弃ꎬ 陪伴老人走过人生最后的日子ꎮ
王峥嵘靠着自己的努力ꎬ 照顾着一家老

小ꎬ 得到邻里乡亲的一致好评ꎮ
王峥嵘荣获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第六

届辽宁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ꎮ

赵小参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生ꎬ 河南

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万金店镇王寨村村民ꎮ
公婆早年离世ꎬ 她含辛茹苦 ３０ 多年ꎬ 把婆

家未成年的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抚养成人ꎻ 自己

身患癌症ꎬ 却又毅然抚养两个侄子ꎬ 被弟弟妹

妹们尊称为 “嫂娘”ꎮ
１９７９ 年ꎬ 青春正好的赵小参嫁给了王寨村

的李雪太ꎬ 并育有两子ꎮ 然而ꎬ 天有不测风

云ꎮ １９８３ 年夏秋ꎬ 短短 ５４ 天内ꎬ 公公婆婆相

继去世ꎬ 撇下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ꎬ 大的不足

１７ 岁ꎬ 小的才 ６ 岁ꎮ 赵小参挨家借钱ꎬ 让公婆

入土为安ꎮ 几天之后ꎬ 老屋突然坍塌ꎬ 她咬牙

又借了 １１００ 元钱为五姐弟置办了新家ꎮ 此后ꎬ
赵小参辞去了自己心爱的民办教师工作ꎬ 节衣

缩食ꎬ 没日没夜地为一大家子人的生计操劳ꎮ
７ 年之后ꎬ 她让两个妹妹风光出嫁ꎬ 帮二弟三

弟盖了新房办了喜事ꎮ 接下来ꎬ 她独自南下广

州ꎬ 一边拾荒挣钱ꎬ 一边求情借款ꎬ 为四弟凑

足 １ ５ 万元的建房钱ꎮ 没有宅基地ꎬ 她把自己

儿子的宅基地让出来ꎮ １９９９ 年的冬天ꎬ 终于为

四弟娶了媳妇ꎮ
２００２ 年秋ꎬ 赵小参被查出患了食道癌ꎮ 期

间ꎬ 二弟的妻子突然暴病身亡ꎬ 二弟在外打工

失去联系ꎮ 当时ꎬ 两个侄子一个读高中ꎬ 一个

读初中没人照顾ꎮ 赵小参不顾自己疾病缠身ꎬ
又毅然担负起抚养他们的重任ꎮ 她自己少花

钱ꎬ 拖延治疗ꎬ 省下钱供养孩子上学ꎮ 直到大

侄子接到北京化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ꎬ 在外打

工误入黑砖窑厂 ４ 年没有音讯的二弟才回到家ꎬ
他扑通跪在赵小参面前ꎬ 声泪俱下: “嫂子ꎬ
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就是您ꎬ 您就是俺的嫂

娘啊!”
赵小参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任全来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生ꎬ 中

共党员ꎬ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高井社区

居民ꎮ
任全来前妻去世后ꎬ 与同样带着两个孩子

的妻子再婚ꎬ 抚养新家庭 ４ 个孩子ꎬ 照料妻子

父母、 前妻父母、 妻子前夫父母共 ６ 个老人ꎬ
好男儿将 “六老四小” 一肩扛ꎮ

为了照顾老人ꎬ 任全来彻底放弃了自己的

休息时间ꎬ 每逢节假日ꎬ 他就三边跑ꎬ 为几位

老人擦身、 洗脸、 洗脚、 剪指甲、 做饭ꎮ 这些

事任全来一干就是 ２０ 年ꎮ 为了让老人和孩子吃

饱穿暖ꎬ 任全来夫妻俩省吃俭用ꎬ 日子过得十

分拮据ꎮ 老人们的衣、 食、 住、 行ꎬ 看病花

费、 住院护理都由任全来来承担ꎮ 老人胃口

差ꎬ 消化不好ꎬ 每顿饭前ꎬ 他总要先问问老人

想吃什么ꎬ 挑他们喜欢吃的做ꎬ 并主动给老人

买这买那ꎬ 陪老人聊天ꎮ 任全来的尽心照料ꎬ
使妻子的前公婆不仅获得了生活上的帮助和便

利ꎬ 而且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ꎮ 两位老人感动

地说: “小任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孩子ꎮ”
任全来多年以来的言传身教让四个儿女懂

得了什么是孝道ꎬ 孩子们对三家的爷爷、 奶奶

也都格外关心ꎮ 现在ꎬ 妻子刘克清的儿子和儿

媳主动将奶奶接到了自己家ꎬ 几个孩子没事就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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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家陪陪任全来老两口ꎬ 孝老爱亲的种子已

经在这个家庭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ꎮ
任全来荣获全国最美家庭、 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奖等荣誉称号ꎬ 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姜威威ꎬ 女ꎬ 汉族ꎬ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生ꎬ 天津

市西青区大寺镇王村村民ꎮ
“８０ 后” 的姜威威ꎬ １０ 年如一日照顾脑瘫

的儿子、 精神受到刺激的丈夫、 因脑梗瘫痪的

公公、 腰椎骨断裂长期卧床的婆婆ꎬ 支撑起了

这个 “四患之家” 的天空ꎮ
２００１ 年姜威威和田金龙喜结姻缘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儿子田玉宇降生ꎬ 一家人其乐融融ꎮ 没

想到ꎬ 厄运降临ꎮ 小玉宇六个月的时候被医

院诊断为脑瘫ꎬ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ꎮ 后来ꎬ
丈夫与人合伙经商被骗ꎬ 再加上孩子的病久

治不愈ꎬ 精神上受到刺激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公公突

发脑梗塞ꎬ 瘫痪在床ꎬ 而婆婆不慎摔断了腰

椎骨ꎬ 长期卧床ꎬ 一家四口全部都需要姜威

威照顾ꎮ 那年ꎬ 她只有 ２５ 岁ꎮ 在这个淳朴的

女人心里ꎬ 家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ꎬ 最

深切的爱ꎬ 就是陪伴ꎬ 不离不弃ꎮ 就这样ꎬ
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多灾多难的家ꎬ
这一扛ꎬ 就是 １０ 年ꎮ

尽管儿子的病久治不愈ꎬ 姜威威却没有一

天停止过复健训练ꎮ 孩子已经牵扯了太多的精

力ꎬ 可是无论多忙多累ꎬ 她也没有疏于对公婆

的照料ꎮ 每天早晨五六点ꎬ 她就要起床ꎬ 给公

公喂水喂药、 端屎端尿、 擦洗换衣ꎬ 老人多年

来没有得过一次褥疮ꎮ 公公咀嚼有困难ꎬ 她就

将营养的饭菜都弄碎了一口口喂给公公ꎮ 婆婆

经过她的精心照顾ꎬ 也已经能下地走动了ꎮ 丈

夫由于精神受刺激ꎬ 有时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

情ꎬ 姜威威并没有委屈和埋怨ꎮ 丈夫的姐姐含

着泪说: “威威这些年来ꎬ 处处都想着家人ꎬ

唯独不想着她自己ꎮ”
姜威威荣获全国乡村好青年、 天津市道德

模范、 天津农村好青年等荣誉称号ꎮ

贺　 频ꎬ 男ꎬ 汉族ꎬ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生ꎬ 中共

党员ꎬ 青海省小岛文化教育发展基地信息宣传

科科长ꎮ
贺频照顾双目失明的妻子 ３３ 年ꎬ 承担起所

有家务ꎬ 与妻子相敬如宾、 相濡以沫ꎬ 并照顾

年迈的岳父岳母 １０ 多年ꎮ
他的爱人高英杰原来是西宁市第十八中学

的一名普通教师ꎬ １９８２ 年因患视网膜色素变

性ꎬ 导致双眼视力严重低下ꎮ 贺频曾带着患病

的妻子北上长春、 北京ꎬ 南下上海、 广州ꎬ 几

乎走遍了国内所有能治疗眼疾的地方ꎬ 终无法

治愈ꎬ 被确定为盲残二级ꎬ 生活基本不能自

理ꎮ 自此ꎬ 照顾妻子饮食起居、 承担起几乎所

有家务ꎮ 早上他要去市场买菜ꎬ 平时要陪妻子

散步、 聊天ꎬ 讲电视上演的内容ꎬ 出门时帮助

她挑选搭配衣服
贺频对妻子多年的精心照顾ꎬ 感动着妻

子、 家人、 邻里ꎬ 也感动着同事、 朋友ꎮ 这么

多年来ꎬ 贺频和妻子相敬如宾、 不离不弃ꎬ 相

扶相携走过了 ３０ 多个春秋ꎬ 一家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ꎮ

贺频孝敬老人、 尊敬长辈ꎬ 岳父岳母均是

８０ 多岁的高龄老人ꎬ 与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ꎮ
为了让老人居住得更舒适ꎬ 他把家中唯一一间

阳面暖和的卧室腾给老人住ꎬ 另一间卧室给女

儿居住ꎬ 自己和妻子住在客厅里ꎮ 为了让老人

吃得更舒心ꎬ 他特意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ꎮ 为

了让老人心情舒畅ꎬ 大事小情总是按照老人的

要求去做ꎮ
贺频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青海省 “和

谐文明家庭标兵” 等荣誉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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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时代楷模”

文朝荣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男ꎬ
彝族ꎬ 贵州人ꎬ 生前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

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ꎮ 他始终牢记党的宗

旨ꎬ 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ꎮ 他带领干部群

众把 “苦甲天下” 的穷村子带上了 “林茂粮

丰” 的致富路ꎬ 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爱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宣部授予文朝荣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李　 超ꎬ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鞍钢集团鞍钢股份公司冷轧厂 ４ 号线设备作业

区作业长兼党支部副书记ꎮ 参加工作 ２５ 年来ꎬ
他始终坚定 “技术报国” 理想信念ꎬ 勤学不

辍、 苦练本领ꎬ 主导完成多项国际领先的技术

改造革新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中宣部授予李超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邹碧华 (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男ꎬ 江西奉新人ꎬ 中共党员ꎬ 生前任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庭长、 副院长ꎮ 邹碧华投身司法事

业 ２６ 年ꎬ 先后指导或参与审理了上海社保基金

追索案等一大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ꎬ
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试点作出了突出贡献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ꎬ 经

抢救无效因公殉职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中宣部授予

邹碧华 “时代楷模” 称号ꎮ 中组部追授邹碧华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ꎮ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医疗

队是一支青年人为主体的医疗团队ꎬ 主要承担

麻风病治愈畸残者的医疗、 护理、 康复以及重

症现症麻风病人的救治工作ꎮ 他们十年如一日

坚守在偏僻、 艰苦的山村ꎬ 甘于寂寞、 无私奉

献ꎬ 树立了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形象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中宣部授予其 “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是一支由业余冬泳爱

好者组成的志愿者队伍ꎬ 志愿队队员发扬 “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长年累

月值守江边ꎬ 挽救了数以百计的生命和家庭ꎬ
用善行义举诠释了人间大爱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中

宣部授予其 “时代楷模” 称号ꎮ
张国春 (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生前是国防大学兵棋专家ꎮ 他

一丝不苟钻研战争、 战法ꎬ 埋头科研一线ꎬ 和

团队成员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大型兵棋演习系

统ꎮ 他长期超负荷工作ꎬ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ꎬ
体现了革命军人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

品德的价值追求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中宣部授予张

国春 “时代楷模” 称号ꎮ
吕榕麟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生前是福建省福州市群众路小

学校长ꎮ 他 ３０ 年如一日扎根基础教育一线ꎬ 用

师道大爱立德树人ꎬ 把一所普通小学打造成全

国和谐校园先进校ꎬ 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

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被中

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 称号ꎮ
廉福章 (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生前曾任青海省海北州副州

长、 海北州委副书记、 海北州人大常委会主

任ꎮ 他把毕生精力倾注到民族地区改革建设事

业中ꎬ 恪守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真挚的为民情

怀ꎬ 作出了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ꎬ 生

动诠释了 “三严三实” 要求ꎬ 是共产党人的优

秀代表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中宣部授予廉福章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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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楷模” 称号ꎮ
江苏南京站 “１５８” 雷锋服务站是南京火

车站学雷锋先进集体ꎮ 长期以来ꎬ 一代代铁路

职工坚持立足岗位学雷锋、 走向社会做公益ꎬ
形成了 “温暖社会甘当一团火” 的 “１５８” 精

神ꎬ 成为全国铁路学雷锋志愿服务的一面旗

帜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宣部授予其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汪　 勇ꎬ １９７１ 年生ꎬ 男ꎬ 土家族ꎬ 中共党

员ꎬ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

所副所长、 咸东社区民警ꎮ 他立足基层、 恪尽

职守ꎬ 帮扶困难群众ꎬ 化解矛盾纠纷ꎬ 着力为

广大辖区群众热忱服务ꎬ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ꎬ 赢得了辖区群众的信任和爱

戴ꎮ 荣获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称号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宣部授予汪勇 “时代楷

模” 称号ꎮ
毛丰美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ꎮ 生前是辽宁省凤城市凤山经济开发

区大梨树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ꎮ 担任村书

记 ３０ 多年来ꎬ 他带领村民苦干实干ꎬ 把贫困落

后的穷山村建设成为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中宣部授予毛丰美 “时代楷

模” 称号ꎮ
第二炮兵某洲际战略导弹旅是我国第一

支战略导弹部队ꎮ 组建 ５６ 年来ꎬ 他们聚焦

强军目标ꎬ 以忠诚基因筑魂励志ꎬ 以担当精

神真打实备ꎬ 以严实要求锤炼作风ꎬ 精练苦

练战略铁拳ꎬ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ꎬ 不愧为仗

剑卫国的 “东风第一枝” ꎬ 展示了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的良好精神风貌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中宣部授予

第二炮兵某洲际战略导弹旅 “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黄志强 (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男ꎬ 生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ꎬ 解放军总医院专

家组组长ꎮ 他从小经历抗日战争ꎬ 立下学医报

国志向ꎬ 从医 ７７ 年ꎬ 将全部心血投入医学事业

直至生命最后ꎬ 铸就大医为民、 德技双馨的人

生丰碑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中宣部授予黄志强 “时
代楷模” 称号ꎮ

金春燮ꎬ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生ꎬ 男ꎬ 朝鲜族ꎬ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关工委主任ꎮ
他长期致力于挖掘和保护当地丰富的红色资

源ꎬ 考证全县烈士牺牲地和抗战遗址ꎬ 整理抗

战书籍资料ꎬ 组织抗战故事报告ꎬ 有力传承和

弘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中宣部

授予金春燮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郑福来ꎬ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生ꎬ 男ꎬ 北京市丰

台区卢沟桥镇居民ꎬ 曾任新中国卢沟桥镇首

任镇长ꎮ 他常年在卢沟桥上为参观者义务讲

解抗战历史ꎬ 经常深入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 学校ꎬ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抗战故事ꎬ
使人们牢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中宣部授予郑福来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李文祥ꎬ １９２５ 年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河南

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农民ꎮ １９４７ 年参军入

伍ꎬ 先后参加了济南、 淮海等战役ꎬ 荣获 “战
斗英雄” “特等人民功臣” 等称号ꎮ １９６２ 年ꎬ
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 主动回乡务农ꎬ 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ꎬ 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被评为第三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中宣部授予李文祥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李登海ꎬ １９４９ 年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国家

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 主任、 山东登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ꎮ 他以国家粮食安

全为己任ꎬ 致力于高产玉米的育种和推广ꎬ 两

次创造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ꎬ 增加经济效

益 １１００ 多亿元ꎬ 被誉为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

米之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敬业奉

献模范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宣部授予李登海 “时
代楷模” 称号ꎮ

贠恩凤ꎬ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生ꎬ 女ꎬ 中共党员ꎬ
原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团长ꎬ 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ꎮ 从艺 ６０ 多年来ꎬ 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连续 ２０ 多个春节主动下基层

义务演出ꎬ 多次把演唱所得捐赠给灾区群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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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孩子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宣部授予贠恩凤

“时代楷模” 称号ꎮ
段江华ꎬ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ꎮ 从事美术

教育 ２５ 年来ꎬ 他把德艺双馨作为人生追求ꎬ 勇

攀艺术高峰ꎬ 多次捐画义卖ꎬ 捐赠灾区、 资助

学生ꎮ 他不顾个人安危ꎬ 将一名不慎落水的女

童救上岸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中宣部授予段江华

“时代楷模” 称号ꎮ
广西军区某边防团十连ꎬ 坚持以强军目标

为指引ꎬ 铁心跟党走、 铁拳守边关、 铁纪正作

风、 铁血凝友情ꎬ 打造了风清气正、 团结奋进

的战斗集体ꎬ 圆满完成守边固边任务ꎬ 连队党

支部被评为 “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中宣部授予其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郭　 峰ꎬ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基地三级军士长ꎮ 入伍 １７
年来始终把 “当精兵、 当尖兵、 当好兵” 作为

不懈追求ꎬ 刻苦钻研武器装备ꎬ 倾心传授战斗

本领ꎬ 成长为精武强能的 “全能士官”ꎬ 多次

立功受奖ꎬ 荣立一等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宣

部授予郭峰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阎　 肃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中

共党员ꎬ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ꎮ 从艺 ６５ 年

来ꎬ 他始终坚定爱党报国的理想信念ꎬ 把弘扬

时代主旋律作为崇高使命ꎬ 把真诚为民为兵服

务作为价值追求ꎬ 创作了 «江姐» «党的女儿»
«我爱祖国的蓝天» 等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ꎬ
激励了几代中国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宣部授

予阎肃 “时代楷模” 称号ꎮ
高思杰ꎬ １９７３ 年生ꎬ 男ꎬ 中共党员ꎬ 安徽

省阜阳市广播电视台外宣科副科长ꎮ 他把火热

实践作为报道主题ꎬ 把普通百姓作为报道主

角ꎬ 采写编发了大量鲜活生动的新闻稿件ꎬ 积

极传播党的声音ꎬ 弘扬社会主流价值ꎬ 并用善

行义举做 “无言的宣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宣

部授予高思杰 “时代楷模” 称号ꎮ
崔光日ꎬ １９６６ 年生ꎬ 男ꎬ 朝鲜族ꎬ 中共党

员ꎬ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城区中队指导员ꎮ 他长期战斗在治安、
缉毒、 交通管理等基层一线ꎬ 面临困难和危险

总是冲在前头ꎬ 身患重病后仍坚守岗位忘我工

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宣部授予崔光日 “时代

楷模” 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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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最美人物

最美女性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授予李元敏、 梁芳、 董明珠、 王桂

云、 王焕荣、 秦开美、 王丽萍、 章金媛、 次仁

卓嘎、 柳清菊等 １０ 位为全国 “最美女性”ꎮ

最美基层公安民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ꎬ 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授

予王聪颖、 宝音德力格尔、 关吉文、 薛军毅、
孙长江、 王保军、 胡敏、 刘永超、 黄墁、 尤武

健等 １０ 位为 “最美基层公安民警”ꎮ

最美职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华全

国总工会授予王进、 刘军、 沙夕兰、 谢坚、 郑

久强、 秦世俊、 鲁朝忠、 钟日胜、 肉孜麦麦

提巴克、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所

特种发动机团队等个人和团体为 “中国梦劳

动美” 最美职工ꎮ

最美检察官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中央宣传部、 最高人

民检察院授予彭少勇、 刘龙清、 丁殿勤、 张敬

艳、 刘文胜、 王盛、 程然、 陈运周、 童勤、 陈

永洁等为 “ 最美人物———群众最喜爱的检

察官”ꎮ

最美家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中央宣传部、 全国妇

联授予汪宝柱、 刘世昌、 刘聪玲、 林双凤、 王

克华、 刘时粘、 何利群、 意西泽仁、 吕昕烛、
贺俊花等为全国教子有方 “最美家庭”ꎮ

国企敬业好员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中央宣传部、 国务院

国资委授予王征、 洪刚、 薛梅、 陈牧云、 张润

时、 其美多吉和边巴卓玛夫妇、 曹锟、 陆建

新、 陈英军、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四方股份公司

高速动车组设计团队等个人和团体为 “国企敬

业好员工”ꎮ

最孝美家庭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中央宣传部、 全国

妇联授予刘学洪、 郭迎春、 余美芳、 白智超、
龚彪、 蓝绍会、 关志明、 封孝利、 王金香、
尹云峰等 １０ 户家庭为全国孝老爱亲 “最孝美

家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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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中国好人榜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孙梦麟 (北京朝阳区)、 何秀

奎 (天津西青区)、 爱心妈妈团 (河北邢台

市)、 张建新 (河北沧州市)、 白方礼 (河北沧

州市)、 韩雅琴 (山西太原市)、 王玉贤 (辽宁

盘锦市)、 丁克 (黑龙江双鸭山市) 蒋孔悌、
赵琴 (上海宝山区)、 张纪清 (江苏无锡市)、
明玉荣 (江苏南通市)、 陈丙堂 (江苏徐州

市)、 何纪豪 (浙江温州市)、 苗勇 (安徽阜阳

市)、 张菁 (福建莆田市)、 欧阳辉 (江西抚

州)、 麻本运 (山东临沂市)、 张曙 (山东青岛

市)、 毛山林 (河南新乡市)、 “锤钉兄弟” 谢

舒明、 彭龙 (湖北武汉市)、 缪文霞 (湖南长

沙市)、 郑水顺 (广东汕尾市)、 甘武居 (广西

南宁市)、 杨艾菁 (贵州贵阳市)、 李智华 (陕
西西安市)、 冯岩 (甘肃兰州市)

见义勇为: 李向洲 (天津北辰区)、 燕山

大学冰海救人团体 (河北秦皇岛市)、 韩宇

(山西太原市)、 程相福 (内蒙古满洲里市)、
刘善岩、 王春天 (辽宁鞍山市)、 项鹤林 (浙
江绍兴市)、 李军 (安徽宿州市)、 马力 (安徽

淮北市)、 严志飞 (江西南昌市)、 宋慧峰 (山
东威海市)、 李耀文 (河南驻马店市)、 周发发

(广西桂林市)、 符传道 (海南农垦)、 何徐波

(重庆酉阳县)、 崔义胜 (陕西安康市)、 岳红

波 (甘肃金昌市)
诚实守信: 刘学红 (北京怀柔区)、 王红

(河北保定市)、 贺印娣 (山西临汾市)、 刘巴

彦尔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王振英 (辽宁抚

顺市)、 高海燕 (吉林四平市)、 贾秀芳 (黑龙

江哈尔滨市)、 卜芸 (上海虹口区)、 王雪园

(浙江衢州市)、 林永平 (福建福州市)、 蒋新

东 (江西吉安)、 刘利贤 (山东枣庄市)、 卫小

军 (河南济源市)、 毛勐 (湖南长沙市)、 冯欢

弟 (广东中山市)、 罗云淑 (重庆南川区)、 金

少林 (四川眉山市)、 张治强 (贵州遵义市)、
聂增 (西藏林芝)、 程毅 (新疆和田地区)

敬业奉献: 沈向东 (北京市卫计委)、 张

岩梅 (北京门头沟区) 甄良成 (河北廊坊市)
魏成明 (辽宁大连市)、 于海滨 (吉林长春

市)、 李永光 (江苏盐城市)、 陈静 (江苏常州

市)、 劳光荣 (浙江衢州市)、 王光明 (浙江宁

波市)、 唐大卫 (安徽合肥市)、 卓加罗 (福建

厦门市)、 王勇 (江西上饶市)、 张殿银 (山东

济南市)、 段新宽 (河南洛阳市)、 鲁新占 (河
南驻马店市)、 屈启化 (湖北襄阳市)、 张新华

(湖北宜昌市)、 胡丙炎 (湖南长沙市)、 张爱

平、 何仁秀 (湖南株洲市)、 戴芬 (广东阳江

市)、 周博文 (广西梧州市)、 曾维奋 (海南澄

迈)、 向光荣 (重庆忠县)、 袁雅逊 (四川甘孜

州)、 车著明 (四川凉山州)、 吴儒美 (贵州黔

东南州)、 郭其芳 (云南昆明市)、 李湘云 (云
南昭通市)、 马培仁 (甘肃金昌市)、 郑俊基

(新疆塔城地区)
孝老爱亲: 杜秀兰 (黑龙江哈尔滨市)、 郭

月华 (江苏苏州市)、 田丽 (山东莱芜市)、 朱

萌萌 (河南新乡市)、 庞世云 (湖北十堰市)、
姚冬梅 (湖南湘潭市)、 冯月桂 (广东中山市)、
谭玉芳 (广西百色市)、 万明素 (四川成都市)、
梅海波 (四川广安市)、 杨晓明 (云南昆明市)、
马佩瑶 (陕西商洛市)、 王龙 (青海海西州)、
张桂琴 (宁夏石嘴山市)、 阿依巴提叶力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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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克苏市)、 陶留碗 (兵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韩瑞芬 (北京石景山区)、 张

家兰 (天津和平区)、 周军阳 (河北廊坊市)、
程红光 (山西长治市)、 温常革 (内蒙古赤峰

市)、 李光祥 (辽宁大连市)、 刘文珍 (上海长

宁区)、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关爱自闭儿童志

愿服务团队 (浙江湖州市)、 杨同海 (安徽宣

城市)、 石狮阳光太太志愿者协会 (福建泉州

市)、 王桂珠 (福建三明市)、 陈风雨 (江西上

饶市)、 李振刚 (山东青岛市)、 和西梅 (山东

泰安市)、 冷中玉 (河南新乡市)、 屠礼华 (湖
北武汉市)、 韩无盐 (湖南株洲市)、 李凤玲

(广西南宁市)、 刘开红、 王忠荣 (重庆北碚

区)、 唐明宪 (四川攀枝花市)、 张经国 (四川

达州市)、 綦芳 (贵州省国资委)、 蔡永旭 (云
南西双版纳州)、 张弘德 (甘肃武威市)

见义勇为: 刘国权 (北京丰台区)、 王志

国 (河北邯郸市)、 贺冰 (山西临汾市)、 李

鹏、 杜勒根、 满意、 郑海涛、 韩小平 (内蒙古

包头市)、 代占庆 (辽宁本溪市)、 李冬生 (吉
林长春市)、 单国勇 (黑龙江绥芬河市)、 陈群

(江苏南通市)、 仲磊 (江苏扬州市)、 黄鹏虎

(安徽阜阳市)、 陈素珍 (福建厦门市)、 高新

华、 李后贵 (江西鹰潭市)、 吴德成 (江西吉

安市)、 陈刚 (山东淄博市)、 许立顺 (河南周

口市)、 周海明 (湖南长沙市)、 郑嘉霖 (广东

珠海市)、 岱娥贵 (海南农垦) 雷电 (重庆铜

梁区)、 宁超云 (云南玉溪市)、 秦军 (陕西安

康市)、 绥德消防队李治群体 (陕西榆林市)、
苗忠园 (新疆哈密市)

诚实守信: 齐永强 (河北保定市)、 邹刚

平 (江西吉安市)、 王龙飞 (山东东营市)、 周

国荣 (河南郑州市)、 邓双生、 何运香 (湖北

孝感市 /武汉市)、 范文山 (湖南长沙市)、 古

毓龙 (重庆万盛经开区)、 蒲学芳 (四川南充

市)、 赵明镜 (贵州黔南州)、 马恒 (云南红河

州)、 王坚 (甘肃张掖市)、 汪正英 (新疆阿克

苏市)
敬业奉献: 李宏、 王宏 (北京怀柔区)、

苏俐 (河北沧州市)、 刘鹏远 (辽宁朝阳市)、
金旭 (吉林延边州)、 程来品 (江苏盐城市)、
张鹏 (江苏泰州市)、 俞复玲 (浙江宁波市)、
王明华 (浙江衢州市)、 卢志龙 (安徽宣城

市)、 张启文 (江西九江市)、 王继耕 (山东临

沂市)、 王金成 (河南郑州市)、 张兵 (湖北宜

昌市)、 李锦秀 (广东揭阳市)、 李连庆 (广东

肇庆市)、 段富姣 (广东广州市)、 李葵心 (广
东中山市)、 黄春强、 黄春宁 (广西防城港

市)、 吴忠灿、 曹烈珠 (海南三沙市)、 俄木阿

呷 (四川凉山州)、 雷昌根 (四川内江市)、 曾

忠意 (贵州黔西南州)、 熊朝贵 (云南文山

州)、 尼玛欧珠 (西藏阿里地区)、 孙扬 (甘肃

庆阳市)、 田彦礼 (宁夏中卫市)
孝老爱亲: 孟昭梅 (天津和平区)、 袁成

柱 (河北承德市)、 马伟泓 (山西长治市)、 田

文联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张静 (辽宁沈阳

市)、 陈雪梅 (黑龙江哈尔滨市)、 李男 (黑龙

江鸡西市)、 蒋瑜华 (上海松江区)、 朱兰红

(江苏连云港市)、 马德善 (浙江台州市)、 吴

秀琴 (安徽安庆市)、 宋爱玲 (山东威海市)、
陈相锋 (河南洛阳市)、 熊丰财 (湖北恩施

州)、 石爱林 (湖南常德市)、 何金妹 (广西来

宾市)、 李文全 (陕西宝鸡市)、 张世明 (青海

西宁市)、 刘云斌 (新疆哈密市)、 陈明 (兵团

第三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张瑞亭 (北京延庆县)、 华宝

山 (河北保定市)、 郭启民 (河北邢台市)、 栗

红莲 (山西晋城市)、 李文波 (内蒙古兴安

盟)、 李婷婷 (辽宁鞍山市)、 张连芳 (黑龙江

大庆)、 李海龙 (江苏盐城市)、 雷建功 (江苏

南京市)、 陈绍雷 (浙江宁波市)、 刘光友 (安
徽合肥市)、 唐才英 (江西新余市)、 郭长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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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市)、 邵建波 (山东德州市) 薛让妮

(河南郑州市)、 王大春 (河南驻马店市) 易

勤、 刘宏涛 (湖北武汉市)、 黄日强 (湖南邵

阳市)、 周作堂、 蒙桂凤 (广东东莞市)、 王宇

(重庆丰都县)、 秦坤 (四川成都市)、 任治森

(云南文山州)、 刘文萍 (云南昆明市)、 卜凡

(陕西咸阳市)、 关明贤 (甘肃兰州市)、 于东

昌 (天津宁河县)、 张继勋 (河北秦皇岛市)、
张军胜 (山西晋城市)、 王勇裕 (吉林通化

市)、 张龙 (黑龙江哈尔滨市)、 毛智晟 (上海

杨浦区)、 胡亚良 (浙江嘉兴市)、 潘志俊、 何

凯 (安徽芜湖市)、 鲁华 (山东泰安市)、 王西

广 (河南郑州市)、 刘勇 (湖北荆州市)、 阳雄

(湖北孝感市)、 龚小南 (湖南长沙市)、 刘有

录 (广东肇庆市)、 邱兴和 (广东广州市)、 苏

慧敏 (广西河池市)、 韦京宝 (广西南宁市)、
邵波波 (海南琼海市)、 张超 (西藏拉萨市)、
徐生全 (陕西汉中市)、 李鹏亮 (甘肃庆阳

市)、 韩连周 (山西晋城市)
诚实守信: 于秀琴 (辽宁大连市)、 姚城

民 (江苏淮安市)、 卢富松 (福建宁德市)、 马

波 (山东青岛市)、 彭万军 (河南驻马店市)、
张杰 (广西南宁市)、 李其云 (重庆铜梁区)、
朱祥云 (四川乐山市)、 陆庆花 (贵州黔东南

州)、 周新成 (陕西商洛市)、 韩启刚 (新疆哈

密市)
敬业奉献: 李勇杰 (北京市卫计委)、 刘

义婷 (北京丰台区)、 任秀智 (天津武清区)、
王景林 (河北承德市)、 张伟 (内蒙古乌兰察

布市)、 王宁 (辽宁盘锦市)、 贾祥 (吉林长春

市)、 吴坚 (黑龙江哈尔滨市)、 马春元 (上海

嘉定区)、 周浩 (江苏南通市)、 倪永祥 (江苏

苏州市)、 王淼 (浙江杭州市)、 李杨 (安徽铜

陵市)、 王桂发 (福建龙岩市)、 廖建强 (江西

赣州市)、 冷志成 (江西宜春市)、 王本珍 (山
东济南市)、 林大康 (广东惠州市)、 秦兴国

(广西桂林市)、 凌家范 (海南琼海市)、 冯晓

晓 (重庆忠县)、 马丽 (四川凉山州)、 廖占

富、 张兴琼 (四川巴中市)、 吴良梅 (贵州黔

南州)、 张艳华 (云南昆明市)、 魏弘 (甘肃金

昌市)、 塞尔山加汗 (新疆哈密市)、 范春霞

(兵团五家渠市)
孝老爱亲: 姜玲玲 (河北廊坊市)、 包姑

娘 (内蒙古通辽市)、 刘凯华 (辽宁营口市)、
陈爱霞 (浙江衢州市)、 胡玉娣 (安徽宣城

市)、 黄玉彬 (福建漳州市)、 邱艳芳 (江西抚

州市)、 李秀英 (山东潍坊市)、 郭小多 (河南

驻马店市)、 陆新梅 (河南周口市)、 李克柱

(湖北宜昌市)、 刘自强 (湖南长沙市)、 贺晓

英 (湖南张家界市)、 李玉枝 (广东广州市)、
麦容欢 (广东中山市)、 袁怀强 (四川宜宾

市)、 杨再明 (贵州黔东南州)、 施尤俊 (云南

昆明市)、 刘青莲 (青海西宁市)、 马钊 (宁夏

银川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栗翠华 (北京海淀区)、 李静

芝 (天津河西区)、 季康 (天津静海县)、 王元

顺 (河北廊坊市)、 贺小玲 (山西孝义市)、 张

润喜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孙恩洪 (辽宁辽

阳市)、 魏志刚 (吉林松原市)、 朱旭明 (上海

黄浦区)、 代贤伟 (江苏南京市)、 杨钧卿 (江
苏无锡市)、 许乃荣 (江苏宿迁市)、 袁晓恩

(浙江台州市)、 徐逸云 (浙江湖州市)、 陈翠

华 (安徽滁州市)、 徐国凤 (江西景德镇市)、
甘宜强 (山东烟台市)、 郭保刚 (河南驻马店

市)、 严昌筠 (湖北荆门市)、 首嫣嫣 (湖南郴

州市)、 谭翠莲 (广东东莞市)、 尚丙辉 (广东

广州市)、 刘炳泽 (广西南宁铁路局)、 文兵、
文艺博 (海南五指山市)、 罗九如 (海南三亚

市)、 “扬帆” 盲童管乐队 (重庆南岸区)、 丁

爱谱 (四川攀枝花市)、 王英 (贵州贵阳市)、
顾大勇 (云南临沧市)、 李友谊 (陕西铜川

市)、 刘洋 (陕西西安市)、 窦桂芳 (新疆哈密

市)
见义勇为: 孙洪军 (北京怀柔区)、 王秋

生 (山西孝义市)、 周文国 (江苏常州市)、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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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 朱洪图 (安徽亳州市)、 张飞 (安徽六

安市)、 许月恒 (山东省直机关)、 杨永峰、 杨

文凯、 栗睿、 程现增、 李元平 (河南安阳市)、
周谷强 (湖南湘潭市)、 翁强枝、 欧桂标、 胡

炯枝 (广东中山市)、 马清静 (重庆酉阳县)、
李红兵 (云南西双版纳州)、 安淋 (西藏那曲

地区)、 赵振华 (陕西咸阳市)、 赵纪中 (新疆

哈密市)
诚实守信: 李勇 (河北张家口市)、 杨爱

功 (河北邯郸市)、 郭爱萍 (山西孝义市)、 王

洪亮 (黑龙江哈尔滨市)、 庞云芬 (江苏苏州

市)、 李立光 (江苏连云港市)、 马小华 (江苏

扬州市)、 陆茂生 (江苏镇江市)、 倪崇晖 (浙
江绍兴市)、 陈邦宜 (安徽蚌埠市)、 钟焕然

(江西萍乡市)、 李连明 (山东东营市)、 王振

(河南周口市)、 黄大菊 (湖北宜昌市)、 谢子

龙 (湖南长沙市)、 丁红玉 (四川德阳市)、 彭

明贵 (贵州安顺市)、 宁蒋娟 (陕西西安市)、
郭斌 (甘肃嘉峪关市)

敬业奉献: 姜影 (北京石景山区)、 付东

华 (河北保定市)、 冉志江 (辽宁鞍山市)、 索

贵成 (吉林长春市)、 茆盛泉 (上海闵行区)、
刘卫民 (江苏徐州市)、 潘锡荣 (江苏南通

市)、 王成女 (江苏盐城市)、 任祖镛 (江苏泰

州市)、 李婧如 (江苏连云港市)、 钱小英 (浙
江湖州市)、 吴祥江 (福建三明市)、 陈盈瀚

(福建南平市)、 肖卿福 (江西赣州市)、 邢朝

霞 (山东滨州市)、 张锦文 (河南新乡市)、 鲁

素珍 (湖北武汉市)、 赵久富 (湖北黄冈市 /十
堰市)、 陈超新 (广东茂名市)、 刘章南 (广东

肇庆市)、 莫振高 (广西河池市)、 罗昊 (重庆

长寿区)、 张建忠 (四川成都市)、 郭兴利 (四
川广元市)、 陈绪贤 (陕西安康市)、 梁国仕

(甘肃兰州市)、 王永福 (兵团第四师)
孝老爱亲: 佟庆华 (北京丰台区)、 卜凡

龙 (河北沧州市)、 王果花 (内蒙古乌海市)、
陈秀丽 (辽宁沈阳市)、 王玉 (黑龙江双鸭山

市)、 朱立梅 (江苏淮安市)、 倪桂勇 (浙江台

州市)、 夏本琴 (安徽马鞍山市)、 庄茉莉 (福

建泉州市)、 张秀桃 (江西上饶市)、 王洪英

(山东枣庄市)、 何治乐 (河南洛阳市)、 唐纯

清 (湖南常德市)、 寸守杏 (云南德宏州)、 达

吉卓玛 (青海玉树州)、 蒯自琴 (宁夏吴忠

市)、 艾玉 (新疆博州)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朱绍梅 (天津河西区)、 张阳

(天津和平区)、 张晓钰 (河北邢台市)、 刘忠

利 (山西大同市)、 刘显亮 (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 高宝华 (吉林长春市)、 李振海 (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 孙瑞英 (上海黄浦区)、 郑小

祥 (江苏盐城市)、 宋冬华 (江苏南通市)、 沈

燕琴 (江苏无锡市)、 赵茜 (江苏淮安市)、 黄

禹格 (江苏泰州市)、 杨春芳 (江苏徐州市)、
刘国娟 (浙江宁波市)、 朱金凤 (安徽芜湖

市)、 程学勤 (福建漳州市)、 宁宏昌 (江西抚

州市)、 崔恩丽 (山东日照市)、 孙在前 (山东

潍坊市)、 王金宽 (河南郑州市)、 高秋玲 (湖
北武汉市 /省计生委)、 唐白莉 (湖南邵阳市)、
李桂泉 (广东广州市)、 赵仕斌 (广西贺州

市)、 周业生 (海南乐东县)、 王伯康 (重庆丰

都县)、 陆学英 (四川攀枝花市)、 张京京 (陕
西西安市)、 阿布都热哈曼居马洪 (新疆伊

犁州)
见义勇为: 师帅、 任铮、 童豪 (河北秦皇

岛市)、 王泽溥 (辽宁营口市)、 宋嘉宝 (黑龙

江哈尔滨市)、 仲壮壮 (江苏宿迁市)、 孙龙英

(江苏常州市)、 李俊 (江苏扬州市)、 贺丽明

(江苏镇江市)、 何祥、 曹龙、 韩洋、 刘文章、
刘华军 (江苏连云港市)、 何俊斌 (浙江杭州

市)、 王振 (安徽淮北市)、 郑俊峰 (福建莆田

市)、 张峻茗 (山东日照市)、 徐辉 (山东威海

市)、 侯广志 (河南周口市)、 黄澎哮 (广东东

莞市)、 谢林波 (四川广安市)、 向贞吉 (陕西

安康市)
诚实守信: 许涛 (北京朝阳区)、 胡殿文

(北京平谷区)、 常勇 (山西大同市)、 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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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连市)、 孙文亚 (江苏徐州市)、 叶华

林、 周根耀、 丰国平等 ７ 人 (浙江衢州市)、
徐飞 (安徽铜陵市)、 沈志勇 (江西上饶市)、
万金河 (山东德州市)、 刘卫家 (广东中山

市)、 谢世凤 (广西南宁市)、 宋克成 (四川眉

山市)、 梁达松 (云南楚雄州)、 张五政 (陕西

西安市)、 张树红 (兵团第七师奎屯)
敬业奉献: 金英华 (北京房山区)、 李海

群 (河北邯郸市)、 郭二仁 (山西朔州市)、 朱

振峰 (辽宁鞍山市)、 初建美 (吉林通化市)、
邹碧华 (上海长宁区)、 汪明如 (江苏苏州

市)、 刘二伟 (江苏连云港市)、 陈鹏 (江苏常

州市)、 刘文胜 (江苏盐城市)、 翁丽芬 (浙江

台州市)、 穆玲 (安徽合肥市)、 李廷梅 (福建

福州市)、 肖林军 (江西赣州市)、 宫卫平 (山
东淄博市)、 吴吉林 (山东胜利石油)、 侯红军

(山东威海市)、 孙向东 (河南驻马店市)、 赵

登太 (河南焦作市)、 沈胜文 (湖北武汉市)、
董朝兵 (湖北襄阳市)、 何志杰 (湖南郴州

市)、 牛开成 (海南儋州市)、 卢攀 (重庆九龙

坡区)、 硕忍巴巴 (四川乐山市)、 韦华 (贵州

黔西南州)、 彭长明 (贵州黔南州)、 斯那定珠

(云南迪庆州)、 王庭虎 (陕西安康市)、 李凤

鸣 (甘肃兰州市)、 裴光湖 (青海玉树州)、 马

乃 (新疆伊犁州)
孝老爱亲: 孙维芹 (河北沧州市)、 柏翠

云 (江苏南京市)、 王爱月 (浙江温州市)、 孙

国芳 (山东济南市)、 冯春菊 (山东济宁市)、
位改青 (河南濮阳市)、 刘重香 (湖南湘潭

市)、 刘琼英 (广东惠州市)、 陈龙珍 (四川凉

山州)、 李锦莲 (云南大理州)、 李晓莉 (陕西

渭南市)、 贺九花 (甘肃庆阳市)、 马国兰 (宁
夏吴忠市)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卢稳子 (天津南开区)、 刘红

权 (山西晋中市)、 肖英 (山西晋中市)、 郝锦

荣 (山西晋中市)、 郭唐珍 (山西晋中市)、 董

金保 (山西晋中市)、 魏凤和 (辽宁营口市)、
袁辉 (吉林长春市)、 陆亚行 (江苏南通市)、
刘卫国 (江苏扬州市)、 戴杏芬 (浙江台州

市)、 穆鑫 (安徽阜阳市)、 王发洲 (安徽安庆

市)、 肖而乾 (江西萍乡市)、 谭新军 (山东潍

坊市)、 李倡议 (山东泰安市)、 毛成秀 (湖北

宜昌市)、 杜诚诚 (湖北武汉市)、 吴石林 (湖
南益阳市)、 黄丽群 (广东肇庆市)、 蒙瑞江

(广西河池市)、 郑渝军 (重庆璧山区)、 刘源

(四川成都市)、 代琼兰 (云南昆明市)、 拉巴

卓玛 (西藏拉萨市)、 薛存虎 (陕西商洛市)、
杜春立 (甘肃金昌市)

见义勇为: 康克华 (北京密云县)、 张永

利 (河北唐山市)、 杨飞 (山西晋中市)、 谢明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宋世刚 (辽宁盘锦市)、
方江 (上海黄浦区)、 仲健 (江苏连云港市)、
祝香凤 (浙江衢州市)、 朱俊火 (安徽芜湖

市)、 阮德平 (江西九江市)、 骆洪昌 (山东临

沂市)、 王炳强 (山东东营市)、 任忠信 (河南

洛阳市)、 孟瑞鹏 (河南濮阳市)、 李到信 (河
南驻马店市)、 段江华 (湖南长沙市)、 高铀效

(广东广州市)、 卢武团 (广西崇左市)、 盛承

敏 (贵州黔西南州)、 官绍琴 (云南丽江市)、
张虎群 (陕西西安市)、 尚飞飞 (新疆哈密市)

诚实守信: 陈沫 (北京朝阳区)、 吴振山

(河北石家庄市)、 白玉忠 (山西晋中市)、 姜

洋 (黑龙江哈尔滨市)、 熊汉云 (江苏无锡

市)、 杜长胜 (江苏徐州市)、 凌秀英 (江苏镇

江市)、 樊冬梅 (江苏泰州市)、 周丽锋、 周丽

梅 (浙江湖州市)、 汪秀云 (安徽安庆市)、 张

书兰 (山东德州市)、 李克善 (山东烟台市)、
杨成立 (河南南阳市)、 钱锋 (湖南常德市)、
蒙萍 (广西河池市)、 黄良辉 (海南海口市)、
王安全 (四川甘孜州)、 赵秀梅 (陕西铜川

市)、 杨林 (宁夏银川市)
敬业奉献: 黎晓新 (北京市卫计委)、 张

朋 (天津河东区)、 温守文 (河北秦皇岛市)、
王斌俊 (山西晋中市)、 卢润峰 (内蒙古赤峰

市)、 刘娟 (辽宁鞍山市)、 罗丽秋 (吉林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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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朱国萍 (上海长宁区)、 陈亚平 (江苏盐

城市)、 钟煜 (江苏南京市)、 殷勇 (江苏宿迁

市)、 潘伊玫 (浙江杭州市)、 龙荣根 (福建三

明市)、 陈爱兰 (江西宜春市)、 王进 (山东省

直机关)、 李学岭 (河南焦作市)、 官东 (湖北

武汉市 /安徽宣城市)、 谭耀华 (广东广州市)、
邵小轶 (重庆渝北区)、 芮银超 (四川成都

市)、 印江县木黄镇高石坎林场护林队 (贵州

铜仁市)、 耿家盛 (云南昆明市)、 孙庆勇 (陕
西安康市)、 巨涛 (甘肃庆阳市)、 李邦文 (新
疆塔城地区)

孝老爱亲: 刁炳申 (北京门头沟)、 卢秀

环 (河北廊坊市)、 安永义 (山西晋中市)、 张

冰 (黑龙江鸡西市)、 闻春红 (安徽安庆市)、
林玉娇 (福建福州市)、 张兰美 (山东临沂

市)、 孙青花 (河南平顶山市)、 钱瑞 (湖北武

汉市)、 叶桂生 (广东中山市)、 黄惠鹂 (四川

眉山市)、 赵凤林 (四川南充市)、 艾克英 (陕
西榆林市)、 高红 (兵团第十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寇忠槐 (天津河西区)、 李强

(天津河北区)、 王勉 (河北秦皇岛市)、 侯明

华 (山西阳泉市)、 曹占金 (内蒙古赤峰市)、
杜丽梅 (辽宁盘锦市)、 王正旺 (黑龙江哈尔

滨市)、 高雁 (江苏扬州市)、 应吟吟 (浙江温

州市)、 黄万香 (安徽芜湖市)、 袁大明 (安徽

滁州市)、 李永军 (安徽铜陵市)、 周斌 (安徽

蚌埠市)、 吕斌 (山东菏泽市)、 贾云英 (山东

济宁市)、 李新琴 (山东青岛市)、 李连峰 (河
南开封市)、 李瑛 (河南商丘市)、 邱英梅 (河
南焦作市)、 郭自伟 (河南濮阳市)、 蒋友亮

(河南商丘市)、 东船事件监利志愿服务群体

(湖北荆州市)、 杨士泉 (湖南长沙市)、 李林

(广东惠州市)、 黎富炎 (广东茂名市)、 陈瑞

修、 孙凤奎 (广西贺州市)、 付勇 (重庆垫江

县)、 邓朝彩 (四川巴中市)、 王远贵 (贵州省

直工委)、 朱良文 (云南昆明市)、 嘎吉桑姆

(西藏那曲地区)、 屈玉渊 (陕西榆林市)、 努

尔买买提尼牙孜 (新疆伊犁州)、 卡小花

(兵团第一师)
见义勇为: 侯玉峰 (北京西城区)、 姬文

明 (山西阳泉市)、 陈松 (吉林白山市)、 周建

国 (上海黄浦区)、 张日坤 (浙江丽水市)、 陈

孝林 (安徽黄山市)、 李成杰 (安徽淮北市)、
童葛敏 (安徽芜湖市)、 朱水坤 (福建厦门

市)、 陈昊天 (山东济宁市)、 李新明 (山东潍

坊市)、 王建国 (河南濮阳市)、 李夏阳 (河南

洛阳市)、 张建启 (河南安阳市)、 徐兆春 (河
南新乡市)、 何文科 (河南南阳市)、 陈建良

(湖南长沙市)、 张生苟、 张逃 (广东东莞市)、
欧庚有、 黄德福等 ９ 位村民 (广西桂林市)、
刘昭生 (重庆忠县)、 陈明富 (四川绵阳市)、
姬远奎、 骆开素夫妇 (贵州遵义市)、 唐仲远

(云南昭通市)、 石峰 (甘肃兰州市)、 马义仁

(宁夏固原市)
诚实守信: 李汶声 (河北保定市)、 李艳

飞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胥申 (内蒙古赤峰

市)、 陈丽 (上海崇明县)、 卢秀强 (江苏宿迁

市)、 孙光翠 (安徽马鞍山市)、 李善金 (山东

聊城市)、 靖大才 (河南南阳市)、 宋小周 (河
南郑州市)、 徐一骐 (四川广元市)、 扎克尔
买买提艾力 (新疆伊犁州)

敬业奉献: 高宝来 (北京市公安局)、 李

德春 (河北廊坊市)、 李文元 (山西阳泉市)、
卢玉宝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姜永波 (辽宁

鞍山市)、 陈首杰 (黑龙江鹤岗市)、 张忠 (江
苏常州市)、 袁亚琴 (江苏泰州市)、 崔巨发

(安徽阜阳市)、 王文德 (江西抚州市)、 曾建

芳 (江西上饶市)、 蔡建召 (山东滨州市)、 董

宣和 (山东莱芜市)、 路德芝 (山东淄博市)、
吕平安 (河南焦作市)、 郝建民 (河南开封

市)、 张国祖 (湖北天门市)、 周国忠 (湖南常

德市)、 杨科璋 (广西玉林市)、 姚庆英 (四川

成都市)、 李顺麒 (云南昆明市)、 柏华 (陕西

西安市)
孝老爱亲: 云效东 (吉林吉林市)、 苗灯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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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江苏连云港市)、 宣仲英 (浙江绍兴市)、
冯丙刚 (安徽宿州市)、 林志明 (福建漳州

市)、 周青青 (江西吉安市)、 姜维修 (山东潍

坊市)、 陆磊 (河南永城市)、 刘素萍 (河南焦

作市)、 王良英 (湖北咸宁市)、 李宗权 (广东

阳江市)、 李昌女 (海南儋州市)、 赵同竹 (贵
州贵阳市)、 张德凤 (陕西商洛市)、 高荣 (甘
肃嘉峪关市)、 银花 (青海玉树州)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郝秋晨 (北京通州区)、 刘琴

琴 (山西吕梁市)、 司刚娟 (黑龙江牡丹江

市)、 钱敏丹 (江苏苏州市)、 戴三南 (江苏无

锡市)、 唐奎之 (江苏宿迁市)、 徐云明 (浙江

嘉兴市)、 刘志文 (安徽马鞍山市)、 胡兵 (安
徽安庆市)、 刘柏 (福建福州市)、 张自远 (江
西鹰潭市)、 谭悦华 (山东潍坊市)、 王春华

(山东青岛市)、 王连成 (山东德州市)、 宋亚

萍 (河南濮阳市)、 杨爱玲 (河南焦作市)、 皮

建军 (湖北黄石市)、 雷显添 (广东佛山市)、
郭伟光 (广东汕尾市)、 张向海 (广东珠海

市)、 张彦杰 (四川巴中市)、 谢增发 (贵州威

宁县)、 陈国万 (云南曲靖市)、 谯泽德 (陕西

汉中市)、 乌云吉尔格力 (新疆博州)
见义勇为: 王耕籍 (天津南开区)、 高纪

斌 (山西吕梁市)、 李玉春 (内蒙古包头市)、
邢朝江 (吉林吉林市)、 李春潮 (江苏淮安

市)、 王丹萍 (浙江台州市)、 王吉权 (安徽黄

山市)、 苏运亭 (安徽宿州市)、 蔡忠新 (福建

三明市)、 白友波 (山东聊城市)、 王树新 (山
东烟台市)、 张伟、 樊中华、 牛新春、 杨庆峰、
樊宗让 (河南长垣县)、 艾顺平、 王玉金 (河
南鹤壁市)、 刘海清 (湖南怀化市)、 廖盛文

(广西贺州市)、 周明华 (重庆江北区)、 丹林

(四川甘孜州)、 陈开元 (贵州黔南州)、 闫彪

(贵州贵阳市)、 魏梦强 (西藏日喀则市)、 王

吉龙 (甘肃嘉峪关市)、 邬建杰 (新疆伊犁州)
诚实守信: 许建军 (河北定州市)、 岳慧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刘汉 (吉林松原市)、
刘枝群 (浙江衢州市)、 盛孝如 (安徽芜湖

市)、 林水英 (安徽宣城市)、 黎定焱 (江西景

德镇市)、 张晓东 (山东威海市)、 王凤胜 (山
东临沂市)、 韩成章 (河南驻马店市)、 陈西海

(河南濮阳市)、 李红艳 (湖北宜昌市)、 蓝昌

德 (广西来宾市)、 敖小龙 (重庆铜梁区)
敬业奉献: 孙占良 (河北保定市)、 王玉

梅 (辽宁沈阳)、 陈汇喜 (黑龙江哈尔滨市)、
胡双钱 (上海浦东新区)、 胡朝霞 (浙江宁波

市)、 汪开宽 (安徽马鞍山市)、 周贵民 (安徽

滁州市)、 刘义桂 (安徽合肥市)、 朱潜 (安徽

合肥市)、 何必山、 陈贵春 (安徽六安市)、 王

宜国、 李康、 钱开铭 (安徽六安市)、 谢蓉雅

(江西新余市)、 宁允展 (山东青岛市)、 冯琨

(山东济宁市)、 王克 (山东威海市)、 赵根生

(河南开封市)、 郭爱玲 (河南濮阳市)、 段逸

群 (湖北武汉市)、 吉湘林 (湖南衡阳市)、 王

再德 (湖南长沙市)、 范瑜 (广东广州市)、 伍

锡品 (广西桂林市)、 洪庆芝 (海南海口市)、
文娟 (重庆江津区)、 彭文才 (四川乐山市)、
张玉金 (四川成都市)、 刘树军、 伊亚莉夫妇

(贵州黔西南州)、 岩嫩 (云南西双版纳州)、
移动华阴维护班 (陕西渭南市)、 李颖 (甘肃

兰州市)
孝老爱亲: 周红 (北京顺义区)、 付华

(河北秦皇岛市)、 肖万余 (辽宁鞍山市)、 洪

照生 (上海松江区)、 张梅 (江苏连云港)、 梁

庆华 (浙江丽水市)、 贾长江 (安徽滁州市)、
吴福平 (安徽黄山市)、 吴菊连 (江西萍乡

市)、 高丕英 (山东济南市)、 钟洪坤 (山东潍

坊市)、 张延波 (山东济宁市)、 张文敬 (山东

滨州市)、 李秋云 (河南濮阳市)、 杨秀兰 (广
西南宁市)、 王开菊 (贵州黔南州)、 徐成 (云
南昆明市)、 吕小红 (陕西商洛市)、 张建萍

(宁夏吴忠市)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吕士旺 (北京顺义区)、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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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东区)、 苏春峰 (河北廊坊市)、 张瑞

(山西晋城市)、 姚振波 (内蒙古赤峰市)、 赵

革东 (辽宁锦州市)、 王艳波 (吉林长春市)、
张金龙 (上海嘉定区)、 孙雅芳 (黑龙江大庆

市)、 孙凤山 (黑龙江大庆市)、 孙祝林 (江苏

连云港市)、 陈怀路 (江苏南通市)、 周仁甫

(江苏盐城市)、 袁松才 (浙江宁波市)、 张家

骐 (安徽合肥市)、 沈思红 (安徽合肥市)、 赵

刚军 (安徽六安市)、 张清泉 (安徽马鞍山

市)、 黄文谦 (福建莆田市)、 马云庚 (江西赣

州市)、 李强、 张春霞 (山东泰安市)、 高明

(山东潍坊市)、 李振华 (山东淄博市)、 马洪

学 (山东济宁市)、 张智博 (河南周口市)、 张

立锋 (河南南阳市)、 汪太银 (河南商丘市)、
田正西 (湖北宜昌市)、 夏昭炎 (湖南株洲

市)、 许小鸣 (广东揭阳市)、 吴继周 (广西桂

林市)、 刘群英 (重庆渝中区)、 黄再军 (四川

成都市)、 张如举 (贵州六盘水市)、 杨会春

(云南保山市)、 杨钝 (陕西榆林市)、 恰力
阿布勒哈斯木 (新疆阿勒泰地区)

见义勇为: 孙玲、 王金钰等 ３ 人 (天津和

平区)、 王海滨 (上海闵行区)、 叶方 (浙江温

州市)、 谢光荣 (安徽黄山市)、 曾阿煌 (福建

泉州市)、 邓文财、 邓文学 (江西南昌市)、 黄

保铭 (山东济南市)、 陈汝群 (山东青岛市)、
杨育凡 (山东烟台市)、 王会岑 (河南南阳

市)、 田发祥 (河南濮阳市)、 梅雄 (湖南常德

市)、 李金林 (广东东莞市)、 常星、 王占刚、
刘乔生 (四川攀枝花市)、 冉光福 (贵州铜仁

市)、 李正明 (云南楚雄州)、 丹增森格 (西藏

拉萨市)、 夏雨含 (陕西西安市)、 史长川 (甘
肃嘉峪关市)

诚实守信: 周万平 (江苏盐城市)、 章昌

兵 (安徽宣城市)、 何厚江 (山东菏泽市)、 张

灿玾 (山东济南市)、 左建峰 (山东东营市)、
刘红伟 (河南平顶山市)、 余昌权 (湖北武汉

市)、 何冰 (四川广元市)、 梅怀成 (甘肃庆阳

市)
敬业奉献: 曹毅 (北京市公安局)、 李拥

军 (河北邢台市)、 杨静萧 (河北保定市)、 刘

金龙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杨建夫 (辽宁沈

阳市)、 郭勇 (吉林四平市)、 孙耕耘 (吉林白

城市)、 蒋龙生 (江苏南通市)、 奚家凯 (江苏

盐城市)、 胡方斌 (江苏泰州市)、 俞德芳 (安
徽滁州市)、 阳昌绍 (江西萍乡市)、 王远平

(山东日照市)、 越玉环 (河南驻马店市)、 倪

秀兰 (湖北黄石市)、 谭里和 (湖南长沙市)、
赵一兵 (湖南常德市)、 曾子其 (湖南湘潭)、
唐海明 (广东汕尾市)、 覃剑 (广西河池市)、
林亚业 (海南海口市)、 郑璇 (重庆沙坪坝

区)、 景祥俊 (四川巴中市)、 刘胜平 (四川成

都市)、 王朝会 (贵州毕节市)、 邓先余 (云南

昆明市)、 李红梅 (陕西延安市)、 才叶合加

(青海海西州)、 马忠斌 (宁夏吴忠市)、 达

瓦那木吉力 (新疆塔城地区)
孝老爱亲: 王升起 (北京丰台区)、 牛盘

法 (山西晋城市)、 吕仕珊 (浙江丽水市)、 姚

艳 (安徽六安市)、 张金水 (安徽马鞍山市)、
李桂俭 (安徽黄山市)、 陈金海、 章伟、 师丰

收 (安徽宣城市)、 孙立荣 (山东德州市)、 曹

静静 (山东莱芜市)、 邓爱敏 (山东威海市)、
李世同 (河南开封市)、 邓广台 (广东广州

市)、 闭小莲 (广西南宁市)、 李永平 (贵州仁

怀市)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张志伟 (北京海淀区)、 史北

海 (河北邯郸市)、 张平 (河北保定市)、 葛丽

娟 (山西临汾市)、 陈振 (辽宁盘锦市)、 任钰

(吉林长春市)、 刘金发 (吉林四平市)、 宋文

魁 (黑龙江牡丹江市)、 王秀兰 (黑龙江黑河

市)、 张志勇 (上海徐汇区)、 褚庆峰 (江苏徐

州市)、 侯先栋 (江苏泰州市)、 李洪强 (江苏

无锡市)、 陈仲德 (江苏宿迁市)、 周晓丽 (浙
江金华市)、 王平 (安徽马鞍山市)、 邱小燕

(江西抚州市)、 孔祥利 (山东泰安市)、 张凤

芝 (山东威海市)、 贾峰 (河南驻马店市)、 裴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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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 (河南南阳市)、 刘国保 (湖北黄石市)、
蒋合琴 (湖北荆门市)、 胡昭林 (湖南湘潭

市)、 陈茵明 (广东广州市)、 高锋 (广东中山

市)、 赵春柏 (重庆南岸区)、 杨池 (四川南充

市)、 颜家学 (贵州铜仁市)、 刘小康 (甘肃兰

州市)、 梅花伊利亚斯 (新疆阿勒泰地区)、
尤良英 (兵团第一师)

见义勇为: 陈磊 (北京顺义区)、 李玉川

(河北邯郸市)、 王建、 郑财友 (江苏连云港

市)、 赵笑功 (浙江嘉兴市)、 邱海 (安徽黄山

市)、 任新钊 (安徽蚌埠市)、 熊仁水 (安徽马

鞍山市)、 陈永辉 (福建龙岩市)、 王登国 (江
西上饶市)、 董丹、 李凤军、 张宇 (山东济南

市)、 马维杰 (山东潍坊市)、 邵先涛 (山东淄

博市)、 牛兆科、 王臣诚 (山东青岛市)、 孙含

蓄 (河南南阳市)、 陈正 (河南焦作市)、 郭慧

仁 (广西南宁市)、 何国荣 (重庆石柱县)、 何

国锋 (贵州黔南州)、 谈海云 (云南昆明市)、
李学涛 (甘肃张掖市)

诚实守信: 胡其骅 (辽宁大连市)、 张茂

香 (江苏苏州市)、 孔昭龙、 赵美 (江苏镇江

市)、 侯传龙 (山东日照市)、 李红太 (河南洛

阳市)、 凌红册 (广西玉林市)、 聂正远 (四川

巴中市)
敬业奉献: 白文彬 (天津国资委)、 陈景

利 (吉林白山市)、 林龙全 (上海黄浦区)、 浦

建平 (江苏苏州市)、 袁为国 (江苏盐城市)、
黄建生 (江苏南通)、 叶中央家庭 (浙江宁波

市)、 葛海燕 (安徽蚌埠市)、 孙明伦 (安徽淮

南市)、 蔡荣铁 (福建泉州市)、 席根如 (江西

宜春市)、 张楠 (山东临沂市)、 牛宜兵 (山东

济宁市)、 赵翔宇 (山东日照市)、 李寿岸 (山
东莱芜市)、 李德彬 (河南周口市)、 庞题 (湖
北随州市)、 管延安 (广东珠海市)、 沈忠民

(广东惠州市)、 郑文泰 (海南万宁市)、 杨刚

(重庆忠县)、 王永法 (四川成都市)、 王暾

(四川成都市)、 向莉 (贵州六盘水市)、 陈友

凤 (云南曲靖市)、 董伯岩 (西藏昌都市)、 康

全清 (陕西西安市)、 李元敏 (新疆伊犁州)

孝老爱亲: 张影 (天津东丽区)、 杨新胜

(山西临汾市)、 陈亚飞 (江苏南通市)、 余美

芳 (江苏常州市)、 王新桃 (安徽池州市)、 黄

广琴 (江西九江市)、 李忠玲 (山东滨州市)、
姜红艳 (山东青岛市)、 顾长美 (山东淄博

市)、 靳旭 (河南周口市)、 马雪琴 (河南开封

市)、 谭建平 (湖南郴州市)、 邹高洲 (湖南常

德市)、 邓爱琼 (广西桂林市)、 陈星银 (重庆

丰都县)、 商忠会 (云南普洱市)、 柯善凤 (陕
西安康市)、 拉本加 (青海海北州)、 周学英

(宁夏中卫市)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张秋景 (河北保定市)、 胡红

斌 (河北邢台市)、 杨春霞 (山西运城市)、 王

玉堂 (山西运城市)、 褚立志 (内蒙古乌海

市)、 王维 (辽宁盘锦市)、 迟东岩 (吉林辽源

市)、 李峰九、 李玉女夫妇 (黑龙江牡丹江

市)、 龚卫初 (江苏苏州市)、 陈双、 冯小冉

(江苏宿迁市)、 陈福春 (浙江温州市)、 丁祖

德 (安徽铜陵市)、 吴华扬 (安徽蚌埠市)、 王

玲、 王菲 (江西宜春市)、 陈霞 (山东淄博

市)、 曹芍芬 (山东潍坊市)、 ８ ５ 献血群体

(山东济南市)、 张振美 (山东德州市)、 徐亮

(河南郑州市)、 唐高群 (湖北黄冈市)、 苏虎

(湖南株洲市)、 王新法 (湖南常德市)、 马相

华 (广东惠州市)、 江礼君 (重庆渝北区)、 王

正国 (四川自贡市)、 拉孟 (四川成都市)、 范

忠贵 (四川成都市)、 潘乾富 (贵州安顺市)、
段连斌 (云南楚雄州)、 郭红波 (云南昆明

市)、 张选朝 (甘肃兰州市)
见义勇为: 苏志顺 (北京顺义区)、 周希

忠 (河北沧州市)、 张文元 (辽宁沈阳市)、 王

吉爱 (江苏徐州市)、 高建勇 (江苏盐城市)、
张新国 (安徽蚌埠市)、 郭维佳 (山东青岛

市)、 曹冰 (山东淄博市)、 刘科元、 张涛 (河
南南阳市)、 罗灿 (湖南湘潭市)、 劳高智 (广
西钦州市)、 刘文彬 (重庆合川区)、 刘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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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州市)、 翁光成 (贵州贵阳市)、 雁丽

(陕西咸阳市)、 张肖飞、 何振、 冯勇 (兵团阿

拉尔市)
诚实守信: 李华松 (安徽淮北市)、 黄立

群 (福建三明市)、 钟针生 (江西赣州市)、 高

宝同 (山东滨州市)、 宁青 (山东威海市)、 宋

祥善 (山东日照市)、 刘祥国 (河南信阳市)、
马晓春 (广东广州市)、 罗家齐 (广西来宾

市)、 杨云新 (云南临沧市)
敬业奉献: 孟繁信 (北京通州区)、 翟宏

海 (天津静海县)、 李红芳 (山西运城)、 段树

春 (内蒙古赤峰市)、 金七仙 (吉林吉林市)、
张彦 (上海浦东新区)、 薛法根 (江苏苏州

市)、 徐锦奎 (江苏南通市)、 滕晓武 (江苏南

京市)、 严怀林 (江苏常州市)、 万少华 “细菌

战受害者” 救助团队 (浙江衢州市)、 严挺

(安徽合肥市)、 刘龙清 (福建漳州市)、 潘昌

荷 (江西赣州市)、 易建萍 (江西萍乡市)、 隋

玉群 (山东威海市)、 霍洪祥 (山东东营市)、
任敦明 (山东青岛市)、 逯功让 (河南商丘

市)、 杨留艳 (河南周口市)、 雷孟宣 (湖南长

沙市)、 刘立忠 (湖南湘潭市)、 马兰 (广东阳

江市)、 王静 (广西桂林市)、 陈桂芳 (海南海

口市)、 江德华 (云南怒江州)、 王辉 (陕西杨

凌市)、 卡德尔别克瓦提汗 (新疆阿勒泰

地区)
孝老爱亲: 赵青 (山西运城市)、 于洪普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 杨锡华 (上海宝山

区)、 范川海 (江苏镇江市)、 武红梅 (江苏盐

城市)、 郑桃菊 (浙江舟山市)、 李红梅 (安徽

马鞍山市)、 王涛 (江西吉安市)、 姜娜 (山东

烟台市)、 李建梅 (山东莱芜市)、 朱娜 (山东

东营市)、 柴爱荣 (河南焦作市)、 孟雨、 闫蕾

(河南濮阳市)、 龙茂芝 (湖北恩施州)、 周元

玉 (湖北宜昌市)、 罗丽英 (广东肇庆市)、 龙

明芝 (贵州黔东南州)、 索朗央宗 (西藏拉萨

市)、 李余霞 (甘肃金昌市)、 陈肆花 (青海海

南州)、 魏耀华 (宁夏银川市)、 王举昌 (新疆

阿勒泰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上榜名单

助人为乐: 刘存发 (天津静海区)、 邢台

书法院公益传播团队 (河北邢台市)、 张广新

(河北沧州市)、 杨静 (山西太原市)、 沈波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吕庆荣 (辽宁营口市)、
吴大义 (吉林白城市)、 张继馨 (江苏苏州

市)、 郑承营 (江苏淮安市)、 王金大 (江苏苏

州市)、 陈宝华 (浙江舟山市)、 俞志和 (浙江

衢州市)、 冯霞 (安徽铜陵市)、 周玉阳 (江西

九江市)、 程贵超 (山东临沂市)、 丁春源 (山
东青岛市)、 刘国栋 (山东潍坊市)、 张庆涛

(山东菏泽市)、 张桂山 (河南开封市)、 赵继

云 (湖南长沙市)、 周灵芝 (湖南湘潭市)、 闫

艳 (湖南常德市)、 吴永赞 (海南海口市)、 徐

宗易 (重庆涪陵区)、 张金贵 (贵州遵义市)、
藏乡八善 (云南迪庆州)、 何沛 (陕西西安

市)、 刘晏辰 (甘肃兰州市)、 许生智 (宁夏石

嘴山市)
见义勇为: 张佳佳 (北京延庆县)、 韩东

(黑龙江哈尔滨市)、 朱桂英 (江苏常州市)、
余健 (浙江宁波市)、 何九春 (安徽合肥市)、
王春河 (安徽亳州市)、 王学忠 (安徽亳州

市)、 廖景隆 (福建泉州市)、 张金璐 (山东东

营市)、 田永礼 (山东淄博市)、 刘创进 (山东

青岛市)、 尹爱国 (山东莱芜市)、 孙宾、 别晓

盼夫妇 (河南南阳市)、 赵宏杰 (广东东莞

市)、 黄元加、 黄若强、 韦明登 (广西河池

市)、 詹永胜 (海南海口市)、 何华云 (四川南

充市)、 杨宇 (贵州毕节市)、 罗金云 (云南德

宏州)、 林非 (西藏拉萨市)
诚实守信: 吴松航 (北京市国资委)、 杨

占利、 田俊丽 (山西阳泉市)、 金春来 (江苏

南通市)、 李明丽 (安徽淮北市)、 庄席福 (江
西赣州市)、 丁立民 (山东淄博市)、 徐进英

(山东日照市)、 刘德兵 (河南信阳市)、 刘发

生 (湖南株洲市)、 包向前 (广东广州市)、 石

世姨 (海南乐东县)、 赵孝春 (重庆城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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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觉哈 (四川凉山州)、 李明飞 (云南昆明

市)、 马丁热吾列 (新疆阿勒泰地区)
敬业奉献: 何伟群 (北京怀柔区)、 李旺

(天津和平区)、 黄云武 (河北石家庄市)、 李

峻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高玉森 (吉林通

化市)、 李仁杰 (上海长宁区)、 顾哲 (江苏无

锡市)、 徐鉴华 (浙江宁波市)、 任士福 (安徽

芜湖市)、 段鹏飞 (福建厦门市)、 吴子云 (福
建南平市)、 王喜忠 (江西新余市)、 曾灵芝

(江西九江市)、 宋忠法 (山东威海市)、 芦继

红 (山东济南市)、 张新利 (河南焦作市)、 董

英俊 (河南驻马店市)、 向勤仕 (湖北恩施

州)、 魏正兰 (湖北荆门市)、 谢华山 (湖北十

堰市)、 杨来娣 (湖南怀化市)、 黄植忠 (广东

惠州市)、 冯文保 (广西来宾市)、 罗旦华 (重

庆武隆县)、 耿琦 (四川成都市)、 高向东 (陕
西榆林市)、 郭玉双 (新疆阿勒泰地区)

孝老爱亲: 彭桂荣 (北京丰台区)、 赵光

哲 (辽宁抚顺市)、 赵永和 (黑龙江大兴安岭

地区)、 周丽娟 (上海奉贤区)、 樊继志、 范

益霞 (江苏连云港市)、 陆桂香 (江苏镇江

市)、 蓝香梅 (浙江丽水市)、 朱生莲 (江西

赣州市)、 高爱静 (山东潍坊市)、 范建法

(山东东营市)、 李志欣 (山东烟台市)、 刘厚

江 (山东威海市)、 韦孝歌 (河南郑州市)、
梁凤燕 (广东江门市)、 吴妙君 (广西梧州

市)、 孟江 (四川甘孜州)、 田刁 (贵州黔西

南州)、 李小梅 (甘肃嘉峪关市)、 邹玉香

(青海西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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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

山东省威海市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　 人民因城市而骄傲

历史上ꎬ 威海因威震海疆而得名ꎻ 今天ꎬ
威海因文明创建而扬名ꎮ 全国文明城市这块沉

甸甸的奖牌ꎬ 承载着 ２８０ 多万威海人的夙愿ꎬ
凝结着全市人民 “十年磨一剑” 的不懈追求ꎮ
十年来ꎬ 我们始终坚持两手抓、 两手硬ꎬ 以造

福市民的理念和深入扎实的工作ꎬ 把创城过程

变成了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优秀文化的过程ꎬ
变成了造福人民群众、 凝聚党心民心的过程ꎬ
变成了提升管理水平ꎬ 加快建设现代化幸福威

海的过程ꎮ
一、 突出价值引领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文明创建之魂ꎬ 既加强教育引导ꎬ 营造氛围ꎬ
更注重实践养成ꎬ 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

于行ꎬ 让核心价值观看得见、 记得牢、 用得好ꎮ
看得见ꎬ 就是正面灌输ꎬ 造浓氛围ꎬ 让核心价值

观随时随地入眼入耳ꎮ 精心设置公益广告ꎬ 融入

城市景观ꎬ 让人民群众在赏心悦目中受到教育ꎻ
精心策划公益活动ꎬ 贴近群众生活ꎬ 让人民群众

在喜闻乐见中受到启发ꎻ 精心开展公益宣传ꎬ 走

进群众心里ꎬ 让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加深理

解ꎮ 市民对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达到 ９８％以上ꎮ
记得牢ꎬ 就是突出特色ꎬ 贴近生活ꎬ 让核心价值

观易学易记入脑入心ꎮ 把培育核心价值观与挖

掘城市内涵历史结合起来ꎬ 以甲午海战 １２０ 周年

为契机ꎬ 开展了 ５０ 多场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ꎬ
凝聚强国共识ꎬ 激发爱国热情ꎻ 与弘扬传统文化

结合起来ꎬ 开展了 “优秀文化进社区、 进学校”
系列活动ꎬ 延续历史文脉ꎬ 倡导时代新风ꎻ 与反

映现实生活结合起来ꎬ 行业选标兵、 身边树典

型ꎬ 用身边人感染、 教育、 带动身边人ꎮ 用得

好ꎬ 就是以上率下ꎬ 上下联动ꎬ 让核心价值观落

实落地入言入行ꎮ 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ꎬ 引导各级干部用核心价值观引

领政绩观ꎬ 守土有责、 造福一方ꎻ 通过推动核心

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

想信念ꎬ 陶冶道德情操ꎬ 提升文明素质ꎬ 塑造美

好心灵ꎻ 通过建设 “君子之风美德威海”ꎬ 引

导全体市民从自身做起ꎬ 从点滴小事做起ꎬ 讲文

明树新风ꎬ 开展志愿服务ꎬ 凡人善举正在由一个

个 “盆景” 变成了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ꎮ
二、 强化为民情怀
群众最关心的事情ꎬ 就是我们最该用心

的ꎮ 我们坚持小事小情ꎬ 落实责任、 马上就

办ꎻ 大事难事ꎬ 征求意见、 协商解决ꎬ “让绝

大多数群众过得好ꎬ 决不让一名困难群众过不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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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 在山东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和群众满意

度调查中ꎬ 我市连续 ７ 年名列第一ꎮ 一是征求

意见挨家挨户ꎮ 在办好用好公开电话、 行风热

线的同时ꎬ 深入开展 “联系群众大走访” 活

动ꎬ 市级领导带头ꎬ 区市、 镇街全体机关干部

分片包户ꎬ 对城乡所有居民每年走访两次ꎬ 并

由相关职能部门回访和抽查ꎬ 确保一户不漏、
应访尽访ꎮ 各级干部单车徒步ꎬ 走遍了威海的

大街小巷、 角角落落ꎮ 二是民生改善市域一

体ꎮ 财政支出的 ７０％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发

展ꎬ 全市就业保障始终保持全省领先水平ꎬ 教

育、 卫生、 体育、 文化等社会事业实现了城乡

优质均衡发展ꎮ 市区 ７９ 个城中村全部完成了改

造任务ꎬ 全市老旧生活小区都得到全面改善ꎬ
２０００ 多个村全部完成环境综合整治ꎮ 三是便民

服务送到家门ꎮ 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向镇街延

伸、 便民服务向村居延伸ꎬ 与群众密切相关的

审批事项全部下放到镇街ꎬ 城市社区普遍设立

不低于 ２０００ 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ꎬ 居民无论

身居城市何处ꎬ 步行 １５ 分钟ꎬ 就能享受到便捷

的医疗、 养老、 文化、 教育等公共服务ꎮ
三、 夯实基层基础
坚持求实、 务实、 落实ꎬ 注重日常、 平

常、 经常ꎬ 把创城十年的每一天都当作考评的

攻坚期ꎬ 夯实基层、 打牢基础ꎬ 推进文明城市

建设常态化ꎮ 一是全民发动ꎬ 横到边、 纵到

底ꎮ 市、 区、 街道、 社区 “四级联动”ꎬ 全市

上下积极参与ꎮ 机关争创 “服务品牌”ꎬ 窗口

争创 “文明单位”ꎬ 企业争上 “诚信榜”ꎬ 人人

争做文明人ꎬ 家家争当文明户ꎮ 二是平台建

设ꎬ 抓互通、 促共享ꎮ 将市区两级信息系统进

行资源整合ꎬ 集中建立了公共行政服务、 警务

指挥调度、 公共视频监控和 １２３４９ 居家服务四

大平台ꎬ 实现了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社会治

理整体联动ꎮ 三是制度完善ꎬ 接地气、 好操

作ꎮ 强化法治思维ꎬ 先后制定一系列规范性文

件ꎬ 大到城市综合管理ꎬ 小到市民言行举止ꎬ
凡事有人干、 有人管、 有人监督ꎬ 让城市的日

常管理ꎬ 事事有章可循ꎻ 让广大市民的行为ꎬ
处处展现文明城市的风采ꎮ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ꎬ 人民因城市而骄傲ꎮ
全国文明城市的崇高荣誉ꎬ 对我们是肯定、 是

鞭策ꎬ 更是奋力前行的新起点ꎮ 我们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ꎬ 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旗ꎬ 唱响中国梦时代主旋律ꎬ 大力提

升文明建设水平ꎬ 在千里海岸线上抒写盛世文

明的华章ꎮ

(山东省威海市委书记　 孙述涛)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

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老区全面奔小康的样板镇

２００３ 年ꎬ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

梁弄镇考察时指示: “要把梁弄建设成为全国

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康样板镇ꎮ” １２ 年来ꎬ 梁

弄镇党委、 政府始终遵照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

示精神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ꎬ 以民风建设

和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创建ꎬ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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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全国革命老区全面奔小康、 创文明的排

头兵ꎮ
一、 继承老区革命传统ꎬ 致力打造精

神家园
梁弄镇是全国 １９ 个抗日根据地之一ꎬ 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ꎮ 我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宝

贵精神财富ꎬ 在新时代发扬光大ꎮ 一是把红

色记忆传下去ꎮ 我们修缮革命旧址ꎬ 建立红

色讲堂、 “红军小学”ꎬ 建设红色景区ꎬ 推出 ３
条红色旅游线路ꎬ 引导人们在访旧址、 祭英

烈中受到革命传统洗礼ꎮ 二是使红色文化活

起来ꎮ 组建 “红色之光” 宣讲团ꎬ 拍摄专题

片ꎬ 编印歌谣、 图书ꎬ 开展 “走红色之路、
做红色传人” 活动ꎬ 传承红色基因ꎬ 进行红

色教育ꎬ 让丰富的红色资源焕发出更大的时

代价值ꎮ 三是把梁弄精神建起来ꎮ 发扬艰苦

奋斗、 坚韧不拔、 敢为人先的梁弄精神ꎬ 让

老区革命精神融入群众思想ꎬ 形成推动老区

奔小康的精神支柱ꎮ
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 致力打造人

文家园
梁弄是千年古镇ꎬ 王阳明和浙东学派创始

人黄宗羲曾在此讲学ꎮ 我们以优秀传统文化为

重要基础和深厚源泉ꎬ 以文化人、 涵育文明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细落小落

实ꎮ 一是延续我们的根脉ꎮ 制定实施保护规

划ꎬ 投入近亿元资金ꎬ 加强对古村落、 古建

筑、 古民居、 古街区的保护和修缮ꎬ 保留历史

风貌ꎬ 延续历史文脉ꎮ 二是搞旺 “我们的节

日”ꎮ 利用清明、 重阳等民族传统节日ꎬ 组织

开展缅怀先贤、 敬老尊老、 开蒙礼仪、 “书香

梁弄”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日活动ꎬ 使人们继

承传统、 不忘本来ꎮ 三是做强我们的阵地ꎮ 推

进文化礼堂建设ꎬ 建成 “家园馆” ４ 个ꎬ 设置

“文化长廊” １１５ 条ꎬ 建立全国首个农民诗社ꎬ
建成 ２４ 块诗碑、 １ 处诗壁和诗词一条街ꎬ 以诗

词楹联讴歌时代、 展示成就、 宣传美德故事ꎬ
弘扬核心价值观ꎮ

三、 培育良好乡风民风ꎬ 致力打造和

谐家园
我们坚持破立结合、 综合施策ꎬ 涵育优良

家风民风乡风ꎬ 建设风清气正的美丽乡村ꎮ 在

“立” 字上下功夫ꎮ 开展 “弘扬核心价值观”
“传家训、 树家规、 展家风” 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评选 “最美梁弄人” ３２ 人、 “最美家庭” ２５０
余户、 “诚信商户” ５０ 户ꎮ 组建 “爱在梁弄”
志愿服务总队ꎬ 招募 ２３００ 余名注册志愿者ꎬ 开

展常态化的志愿服务ꎮ 开展村民小组、 行政

村、 镇三级道德积分评定ꎬ 并以 “道德做担

保、 诚信做抵押”ꎬ 向农户提供免担保、 免抵

押、 低利率的信用贷款 ３００ 余万元ꎮ 在 “破”
字上动真格ꎮ 针对殡葬中的陈规陋习ꎬ 开展乱

建坟墓专项整治ꎻ 针对 “黄赌毒” 等不良风

气ꎬ 开展集中整治网络赌博等专项行动ꎮ 坚持

问题为导向ꎬ 建立 “每月例行检查、 不定期突

击检查、 每季度召开通报会” 的常态化管理机

制ꎬ 狠刹歪风邪气ꎬ 农村社会风气不断优化ꎮ
村民们说ꎬ 过去 “麻将牌九不离手”ꎬ 今朝

“跳舞唱戏算能手”ꎮ
四、 开展环境综合治理ꎬ 致力打造美

丽家园
坚持让群众满意、 使群众受益ꎬ 着力提升

农村建设管理水平ꎬ 打造路净、 村洁、 水清、
景美的幸福村镇ꎮ 一是持续推进村镇环境提升

工程ꎮ 连续五年开展集镇秩序专项整治行动ꎬ
拆迁改造危房ꎬ 整治河道沟渠ꎬ 美化村庄环

境ꎮ 目前所有行政村道路已硬化到户ꎬ 卫生厕

所和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１００％ꎮ 二是着力提升

常态保洁水平ꎮ 以市场化方式引进保洁公司ꎬ
出台监管办法ꎬ 推动保洁工作常态化ꎬ 真正做

到了 “垃圾入箱不外流ꎬ 污水汇集管道走ꎮ”
三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ꎮ 组织开展 “五水

共治” “生态资源修复保护” 专项行动ꎬ 投资

１ ５ 亿元实施集镇和行政村污水收集工程ꎬ 完

成生态修复 ５０００ 余亩ꎬ 新增绿化面积 １ ５ 万平

方米ꎬ 森林覆盖率达 ７２％ꎬ 真正做到让人们看

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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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ꎮ 我们将乘这次表彰大会

的东风ꎬ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

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持续深化文明村镇创

建ꎬ 用勤劳双手建设美丽家园ꎬ 用美丽乡村扮

靓美丽中国!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党委书记　 严忠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

以航天梦助推中国梦
打造国际一流航天企业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共有 １２ 家科研单位ꎬ 是

我国唯一集战略战术导弹武器和运载火箭主动

力系统、 轨姿控动力系统及空间飞行器推进系

统于一体的专业研制单位ꎮ 我院研制的液体火

箭发动机发射了迄今为止我国所有的卫星和航

天器ꎬ 圆满完成了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 高新

工程、 二代导航等重大任务ꎬ 为国防现代化建

设和航天事业实现技术跨越与持续发展ꎬ 奠定

了坚实动力基础ꎬ 被誉为 “中国航天动力之

乡”ꎮ 多年来ꎬ 航天六院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航天精神ꎬ 坚持不懈开展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获得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双丰收ꎮ
一、 坚定报国信念ꎬ 以航天梦助推中

国梦
航天事业是推动我国科技发展、 提升综合

国力的重要支撑ꎬ 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的战

略制高点、 彰显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之

一ꎮ 伟大事业孕育崇高精神ꎬ 崇高精神成就伟

大事业ꎮ 我们牢牢把握 “发展航天ꎬ 动力先

行” 这一铁律ꎬ 坚持做到 “航天动力要强大ꎬ
首先是人的精神要强大”ꎮ 我们以中国梦为引

领ꎬ 积极践行 “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严谨务

实、 勇于攀登” 为核心内容的航天精神ꎬ 牢固

树立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的价值追求ꎬ 突出

航天报国的坚定信念ꎬ 广泛开展 “用成功报效

祖国ꎬ 为党旗增添光彩” “祖国在我心中、 质

量在我手中” 等主题实践活动ꎬ 不断夯实全体

员工的思想根基ꎮ 有了强大的 “向心力”ꎬ 就

有了创一流业绩的行动力ꎬ 我们成功研制了近

百种液体火箭发动机和空间推进系统ꎬ 其中液

氧煤油发动机、 液氢液氧发动机、 神舟飞船发

动机、 嫦娥三号变推力发动机等系列液体动力

新技术ꎬ 使我国航天动力技术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ꎮ
二、 坚持自主创新ꎬ 建设航天强国
火箭发动机是人类航天活动的核心装置ꎬ

它既是航天器问鼎太空的力量之源ꎬ 又是一

个国家进驻空间能力的重要依托ꎮ 越是尖端

技术ꎬ 越受到发达国家封锁ꎮ 我们坚定自主

创新理念ꎬ 努力研制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一流火箭动力ꎬ 与世界航天强国一争高低ꎮ
我们把践行核心价值观融入科研生产和经营

管理的各个环节ꎬ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强化使

命意识、 树立担当精神ꎬ 越是条件艰苦、 基

础薄弱ꎬ 越是要增强我们的创新力、 创造力ꎮ
我们开辟 “党员责任区”ꎬ 设立 “液体动力先

锋岗”ꎬ 开展 “十大榜样巡回报告” 等系列活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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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点燃了干部职工的创业激情ꎬ 激发了攻

坚克难的闯劲韧劲ꎮ 我院最新研制成功的大

推力火箭发动机ꎬ 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和核心

技术ꎬ 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ꎬ 使我国航天火

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 １０ 吨跃升到 ２５ 吨ꎬ 地

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从 ５ ５ 吨提高到

１４ 吨ꎬ 使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动力之巅ꎮ 据国

际权威统计ꎬ 国际航天发射的故障率中ꎬ 有

３８ ５％是由火箭发动机引起的ꎮ 而我院研制的

液体火箭发动机创造了重点型号飞行发射成

功率 １００％的纪录ꎬ 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航天领

域赢得了尊严!
三、 坚守道德高地ꎬ 锻造航天圆梦的

一流队伍
我院承担的国家多种型号研制和飞行发射

任务十分艰巨ꎬ 越是尖端产品ꎬ 越需要德才兼

备的队伍ꎮ 我们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六院特色

的动力文化ꎬ 探索 “新老交替带队伍、 领军人

物作示范、 技能人才早培养” 的规律ꎬ 为完成

科研任务提供根本保障ꎮ 我们着力建设 “厚德

六院”ꎬ 为了保证型号研制的进度节点ꎬ 我院

科技人员有的离开病床前的父母ꎬ 有的撇下临

产的妻子ꎬ 有的无暇顾及子女学业ꎬ 义无反顾

地投身在科研一线ꎮ 我们着力打造质量文化ꎬ
树立 “道道工序维系民族尊严ꎬ 颗颗螺钉连着

航天事业” 的严谨作风ꎬ 坚决不带故障出厂、
不带疑点转场、 不带隐患上天ꎮ 我们着力培育

团队精神ꎬ 面对一台发动机上千个零件、 上万

道工序ꎬ 经历设计、 生产、 试验高度集成的严

格考验ꎬ 依靠团结协作、 同舟共济ꎬ 实现了一

个又一个飞天壮举ꎬ 完美诠释了高素质团队的

精神内涵ꎮ
航天六院所有的成功和辉煌都离不开党中

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ꎮ 近年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先后来我院视察ꎬ 为我

们指明开拓前进的方向ꎮ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 “发展航天事业ꎬ 建设航天强国” 的殷殷

重托ꎬ 继续巩固和发展文明单位创建成果ꎬ 以

“可上九天揽月” 的勇气ꎬ 不断打造新动力ꎬ 助

推航天梦ꎬ 托举中国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六研究院院长

　 谭永华)

青海省海北电视台少儿栏目

格桑花为我引路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金银滩大草原ꎬ 那是诞

生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氢弹并孕育伟大的

“两弹一星” 精神的地方ꎮ 我对少儿节目主持

工作的热爱ꎬ 源于一次难忘的采访ꎮ 那是在一

个牧区幼儿园ꎬ 我发现一名叫央金拉毛的藏族

小姑娘很腼腆、 不合群ꎮ 老师说她母亲已过

世ꎬ 父亲在外打工ꎬ 她跟着多病的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ꎬ 性格比较孤僻ꎮ 我就带着她和小朋友

们一起玩游戏ꎬ 鼓励她大胆唱儿歌、 跳藏舞ꎮ
临走时ꎬ 我拿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ꎬ 委托老

师为孩子买些学习生活用品ꎮ 小央金紧紧拉着

我的衣角ꎬ 怯怯地说ꎬ 我能叫你一声 “阿妈”
吗?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ꎬ 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说: “以后我就是你的阿妈!” 从那以后ꎬ 我常

去幼儿园看望小央金ꎬ 如今她变成了快乐的

“小羚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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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在我建议下ꎬ 我们在青海省的市

州级电视台率先开办了少儿栏目 «小小格桑

花»ꎮ 栏目开办之初ꎬ 我既要主持、 采访ꎬ 又

承担撰稿、 制作ꎬ 困难之大超出我的想象ꎮ 好

几次ꎬ 我想到了放弃ꎮ 但想到 “小央金” 们渴

望的眼神ꎬ 我又浑身是劲ꎮ 我策划设计了 «我
的祖国真美丽»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等主题ꎬ 向孩子们教唱爱国歌曲ꎬ 播放优秀少

儿影视剧ꎬ 讲述丰富精彩的励志故事ꎮ
在我和同事们一起努力下ꎬ 栏目越办越

好ꎬ 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ꎬ 先后获得国家

广电总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彰ꎬ 我本人

也被评为青海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

作者ꎮ 我们摄制的专题片 «厚德明理善于行»
«才亨措的一天» 先后在全国获奖ꎬ 我也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 “格桑花姐姐”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 青海玉树发生 ７ １ 级强

烈地震ꎮ 灾情牵动着我的心ꎬ 灾区的孩子怎么

样? 我第一时间向台里递交了申请ꎬ 先后三次

奔赴灾区采访ꎬ 制作了多期以灾区少年儿童为

主题的节目ꎬ 其中公益广告片 «我们又可以上

学了» 获第五届国际广告节入围奖ꎬ 这也是我

们台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ꎮ 从灾区返回后ꎬ
我将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感人故事讲给孩子们

听ꎬ 让孩子们感受祖国大家庭里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的亲情和温暖ꎮ

由于我一人担负着多项工作ꎬ 熬夜加班是

常态ꎬ 爱人是一名刑警ꎬ 工作也很忙ꎬ 常常没

有时间照顾老人和年幼的儿子ꎮ 前段时间爱人

生病住院ꎬ 我也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ꎮ 作为一

名女儿、 妻子和妈妈ꎬ 我时常有愧疚之感ꎬ 但

一听到电视少儿节目前孩子们的欢声笑语ꎬ 我

便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ꎮ
荣誉代表过去ꎬ 未来充满希望ꎮ 在发言的

最后ꎬ 我要代表受表彰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先进工作者ꎬ 向全国广大新闻和电视工作者

发出如下倡议ꎮ
一、 胸怀责任ꎬ 履行神圣使命
未成年人是亿万家庭的希望ꎬ 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不竭力量ꎮ 塑造未成年人良好思想

品德ꎬ 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ꎮ 我们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 为了亿万孩子

们成长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ꎬ 殚精竭虑地工作ꎬ
满怀激情地奉献ꎬ 倾力打造启迪孩子心灵的精

神家园ꎬ 引领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ꎬ 培育美好

情操ꎬ 打牢人生根基ꎬ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ꎮ
二、 立德树人ꎬ 勇于担当责任
各类媒体都是传播知识、 滋养心灵、 传递

正能量的重要阵地ꎮ 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

作者ꎬ 都是灵魂的工程师ꎮ 我们要始终牢记党

的教育方针ꎬ 始终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己任ꎬ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ꎬ 坚持守

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ꎬ 坚持用清新向

上、 丰富多样的节目内容和节目形式ꎬ 生动形

象地宣传核心价值观ꎬ 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ꎬ
用自身的良好形象潜移默化地引导孩子们从小

立志向、 有梦想ꎬ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ꎬ
在核心价值观的沐浴下健康成长ꎮ

三、 充满爱心ꎬ 创造育人精品
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 唱响正气歌ꎬ 坚持

贴近未成年人学习生活ꎬ 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

精神食粮ꎬ 着力满足孩子们的精神文化需求ꎬ
在真实可信、 鲜活生动上动脑筋ꎬ 在创新创

造、 入脑入心上下功夫ꎬ 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

力ꎬ 让孩子们爱听爱看、 产生共鸣ꎬ 使我们的

少儿节目成为传播知识、 传递梦想、 弘扬真善

美的优秀作品ꎬ 引导各民族少年儿童成长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ꎮ
在我家乡的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捧着一颗虔诚的心ꎬ 去追寻梦想ꎬ 格桑花会

为你引路ꎮ” 草原上的格桑花ꎬ 不畏严寒、 傲

然开放ꎬ 指引着我们以这次盛会为新的起点ꎬ
继续投身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事业ꎬ 把对

未成年人的那份爱心、 那份责任不断发扬

光大!

(青海省海北电视台少儿栏目主持人 　 仁

青措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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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

教育部

努力办好农村教育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办好农村教育ꎬ 是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

的民生工程ꎮ 教育部大力发展农村教育ꎬ 积极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ꎮ
一、 抓办学条件ꎬ 建设农村美丽校园
一是实施重大工程项目ꎮ 近年来实施了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校安工程、 初中工程、
薄改计划等重大项目ꎮ ２０１４ 年启动实施了

“全面改薄” 项目ꎬ 五年规划投入 ５１００ 多亿

元ꎬ 其中中央资金 ２２００ 亿元ꎮ 实施农村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ꎬ 惠及 ３２００ 万名学生ꎮ 二是中

央财政倾斜支持ꎮ 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支出 ６０％以上投向农村地区ꎮ 完善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ꎬ 自 ２００７ 年以

来ꎬ 连续七次提高农村生均公用经费标准ꎬ
达到小学 ６００ 元以上、 初中 ８００ 元以上ꎮ 三是

合理布局农村学校ꎮ 部署制定了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布局调整专项规划ꎬ 支持办好必要的

村小和教学点ꎬ 满足农村学生就近上学需要ꎮ
四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ꎮ 组织实施一期、 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ꎬ 支持扩大农村学

前教育资源ꎮ 经过努力ꎬ 农村学校面貌焕然

一新ꎬ 很多学校已成为当地农村最好的建筑ꎬ

是最安全、 家长最放心的地方ꎮ
二、 抓教师队伍ꎬ 充实农村人才资源
一是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ꎮ 提出了八项

支持措施ꎬ 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ꎬ 让乡村教

师下得去、 留得住、 教得好ꎬ 支持乡村、 扎根

乡村、 奉献乡村ꎮ 二是推动优秀教师服务农

村ꎮ 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ꎬ 引导优秀教师向

农村校、 薄弱校流动ꎮ 实施教师特岗计划ꎬ 鼓

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农村地区任教ꎬ
２０１４ 年共招聘特岗教师 ４１ ６ 万人ꎮ 每年向边

远贫困、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选派 ３ 万名

优秀教师支教一年ꎮ 三是加强农村教师培训ꎮ
统一实行五年一周期不少于 ３６０ 学时的教师全

员培训制度ꎬ 办好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

目ꎬ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ꎮ 四是提高农村教师待

遇ꎮ 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０３ 万名乡村教师发放了生活补助ꎬ 建成了

２５ ３ 万套农村教师周转宿舍ꎮ 农村教师队伍的

不断完善和优化ꎬ 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保障ꎮ
三、 抓教育质量ꎬ 助力农村学子圆梦
一是巩固提高普及水平ꎮ 利用中小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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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信息管理系统监控学生异动ꎬ 指导完善辍学

学生登记、 劝返和书面报告制度ꎮ 二是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ꎮ 加强学段、 学科、 教育教学环节、 育

人力量和阵地五个统筹ꎮ 推动城乡学校对口帮

扶和集团化办学ꎬ 统筹安排课程ꎬ 开展巡回教

学、 连片教研ꎬ 帮助农村学校提升教育质量ꎮ 出

台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ꎬ 提高学校管理水平ꎮ
三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ꎮ 实施农村贫困地

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ꎬ 在统招基础上ꎬ ２０１５ 年

由重点高校安排了 ５ 万名招生名额定向招收农村

学生ꎮ 四是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ꎮ 实施教学点数

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ꎬ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ꎬ 一些地方还引进在线课堂、 “互联网＋”、 微

课等新兴教学手段ꎬ 消弭城乡教育鸿沟ꎮ 农村教

育质量的提升ꎬ 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好发展机会ꎬ
增强了农村劳动者素质ꎮ

四、 抓学校德育ꎬ 引领农村道德风尚
一是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ꎮ 牢牢把握学校德育工作方向ꎬ 坚持立德树

人ꎬ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ꎮ
改进课程育人、 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和管理育

人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使学生

入脑入心ꎬ 笃实践行ꎮ 二是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ꎮ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和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教育ꎬ 开展 “少
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系列活动ꎬ 组织中小学

生开学第一课和太空授课ꎮ 三是加强农村校外

教育ꎮ 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建设 １５０ 个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１ ２ 万个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普遍开展蒲公英行动计划ꎬ 组织农村学生看县

城和城乡学生牵手活动ꎮ 四是促进体美劳教育

协同

发展ꎮ 普遍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ꎬ 要求每

天至少锻炼一小时ꎬ 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ꎮ 启

动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ꎬ 研究制定

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ꎮ 农村学校是

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

地ꎬ 抓好学校德育ꎬ 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奠

定了基础ꎮ
五、 抓儿童关爱ꎬ 培育农村新生力量
一是加强留守儿童关爱ꎮ 出台政策文件ꎬ

要求优先改善留守儿童教育条件、 营养状况和

交通需求ꎬ 部署推动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试点ꎮ 普遍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登记制度ꎬ 加

强心理健康、 法治安全教育和家校联动ꎮ 依托

学校建设 “留守儿童之家”ꎬ 普遍建立视频聊

天和亲情电话室ꎬ 加强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联

系ꎮ 二是保障随迁子女教育ꎮ 研究制定关于加

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相关文件ꎬ 完善入学政

策ꎬ 强化流入地政府责任ꎬ 加强财政保障和学

位供给ꎬ 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ꎮ 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随迁子女是农村的未

来ꎬ 加强教育关爱ꎬ 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ꎮ
下一步ꎬ 教育部将积极落实会议精神ꎬ 结

合编制教育 “十三五” 规划ꎬ 大力促进农村教

育发展ꎮ 一是继续坚持向农村倾斜ꎬ 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ꎬ 缩小城乡差距ꎻ 二是适应新型城镇

化要求ꎬ 解决好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新困难新

问题ꎻ 三是继续提高办学水平ꎬ 为农村培养更

多人才ꎬ 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力量ꎮ

(教育部副部长　 刘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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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一、 抓住重点取得突破
农村生活垃圾一直是农村环境脏乱差最突

出的问题ꎬ 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我部会同中央文

明办等 ９ 部门启动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５ 年专

项行动ꎬ 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ꎬ 推广四

川、 山东等地的治理经验ꎬ 提出用 ５ 年时间使

全国 ９０％村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目标ꎮ
我们的做法: 一是明确治理任务ꎮ 在设施

上ꎬ 要求县县有处理能力ꎬ 乡镇有中转设施ꎬ
村村有集中收集点ꎻ 人员上ꎬ 要求村村有保洁

队伍ꎻ 模式上ꎬ 推行垃圾就地减量、 就近处

理ꎮ 二是广泛宣传发动ꎮ 我们专门请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做了系列报道ꎬ 会同中央文明办印

制了近百万张宣传海报ꎬ 在去年春节期间张贴

到每一个行政村ꎮ 三是逐省组织验收ꎮ 对达到

９０％治理目标的省份ꎬ 就组织验收并予以宣传ꎮ
四是合力统筹推进ꎮ 经国务院同意ꎬ 我部会同

中农办、 中央文明办、 环保、 农业等部门ꎬ 一

并推进农村生活垃圾、 农业生产垃圾、 农村工

业垃圾的统筹治理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展顺利ꎬ 各地积

极性比较高ꎮ 不仅山东、 江苏等发达地区省份

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ꎬ 治理质量和水平高ꎬ 而

且经济欠发达的广西、 四川通过努力ꎬ 也基本

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全覆盖ꎮ 目前ꎬ 四川

省的验收基本结束ꎬ 山东、 江苏、 北京、 上海

等省市ꎬ 今年也准备接受验收ꎮ 全国所有省区

市都向我们提出了 ５ 年内完成目标的计划ꎮ 我

们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可以完成 ９０％的治理目标ꎬ 这

将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后ꎬ 成效十分明显ꎮ 一

是村庄环境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ꎮ 治理工作开

展较好的省份ꎬ 几乎看不到垃圾乱丢乱扔的现

象ꎬ 路边、 河边、 房前屋后干干净净ꎬ 一些地

方清理了数十年甚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陈年垃

圾ꎮ 二是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ꎮ 干净的

环境促使农民群众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ꎬ 初

步形成了文明、 健康的新风尚ꎬ 老百姓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改变ꎬ 更加踊跃地参加环境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ꎮ
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方面ꎬ 除垃圾治理

外ꎬ 我们还推进了其他工作: 第一ꎬ 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启动试点至今ꎬ 中央累计

安排补助资金 １５５７ 亿元ꎬ 共支持 １９９７ 万贫困

农户改造危房ꎮ 这项工作极大改善了农村贫困

群众的住房条件ꎬ 也带来了精神面貌的巨大改

变ꎮ 改造后的农房质量和安全性能大大提升ꎬ
在近几年的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ꎬ 保护了农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ꎮ 每次下基层ꎬ 我们都深

切地感受到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由衷的感激之

情ꎮ 第二ꎬ 启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ꎮ 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程ꎬ 也是农

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我们计划在江苏等

省份搞试点ꎬ 同时在全国 １００ 个县 (市) 开展

示范ꎬ 然后在全国梯次推开ꎮ 第三ꎬ 保护传统

村落和民居ꎮ 我们从 ２０１２ 年开展了全国传统村

落普查工作ꎬ 将有重要保护价值的 ２５５５ 个村落

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予以保护ꎮ 这项工作

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ꎬ 取得了明显

９５４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成效ꎬ 传统村落的家底基本摸清ꎬ 快速消失的

局面得到控制ꎬ 中央财政给予了大力支持ꎬ 一

些村落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ꎬ 传统文化也得

到大力弘扬ꎬ 大大激发了各级政府和村民的保

护意识ꎮ
二、 主要经验
(一) 必须坚持既要见物、 更要见人

持续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ꎬ 要通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ꎬ 为农民创造一

个幸福美好的家园ꎬ 用良好的环境促进农民素

质的普遍提升ꎬ 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ꎮ 安

徽、 贵州等地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有机农

业、 观光农业、 农家乐等新兴业态结合ꎬ 形成

了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ꎬ 农民实现了就地就近

就业ꎬ 致富意愿很强烈、 干劲也很足ꎬ 他们更

愿意留在农村ꎬ 甚至不少年轻人看到农村的发

展潜力ꎬ 也纷纷返乡创业ꎮ
(二) 必须坚持党领民办、 群众自治

持续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ꎬ 必须强

化党的引领作用ꎬ 在资金上帮扶、 技术上辅导ꎬ
同时坚持依法民主议事决策ꎬ 放手发动群众ꎮ 广

西为了推进 “美丽广西” 乡村建设活动ꎬ 全区

选派 ８ 万多名干部组建了 ２ ４ 万支工作队ꎬ 进驻

所有的行政村ꎬ 协调资金、 落实项目、 组织监督

检查ꎬ 指导成立清洁乡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ꎬ 引

导制定村规民约ꎮ 全区有 ７８％的自然村建立了

理事会ꎬ ９５％的自然村订立了村规民约ꎬ 乡村建

设活动中干什么、 怎么干农民定ꎬ 农民受益程度

高ꎬ 参与积极ꎬ 投工投劳率超过 ９５％ꎬ 建设后的

设施使用率也高达 ９０％以上ꎮ
(三) 必须坚持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

文明

持续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ꎬ 要坚持

改造物质环境和提升人文环境相结合ꎬ 通过人

文环境的潜移默化、 移风易俗ꎬ 进一步促进物质

环境的改善ꎮ 我们很多传统村落至今还保留着

传承数百年的村规民约ꎬ 这些村规民约要求村

民不准随意倾倒垃圾、 不准乱砍滥伐ꎬ 这些村落

不仅环境宜人ꎬ 群众文明素质也很高ꎮ 去年我部

配合中宣部选取 １００ 个代表性传统村落拍摄 «记
住乡愁» 大型纪录片ꎬ 展示了村落的自然和人

文景观ꎬ 传递了孝道传家、 勤俭节约、 以和为

贵、 诚信赢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ꎬ 这既是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脉的一次溯源ꎬ 也是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ꎮ
我们相信经过长期努力ꎬ 农村人居环境一

定能建设得更加美好ꎬ 农民一定能安居乐业ꎬ
农村一定能成为中华文明复兴、 精神文明建设

的坚强阵地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易军)

文化部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丰富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是建设美丽乡村、 提

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内容ꎮ 近年

来ꎬ 文化部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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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构建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 保基本、 促公平

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ꎬ 以基层为重

点ꎬ 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为

手段ꎬ 统筹发展ꎬ 协调推进ꎬ 加快推动城乡文

化发展一体化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ꎬ 保障农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ꎮ “十五” 以来ꎬ 中央财政先

后投入 ４０ 多亿元建设了 １０８６ 个县级图书馆、
文化馆ꎬ ２ ４２ 万个乡镇综合文化站ꎬ 基本实现

了 “县有图书馆、 文化馆ꎬ 乡镇有综合文化

站” 的建设目标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文化部与财政部共

同开展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站) 免

费开放工作ꎬ 每年对县级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

补助 ２０ 万元ꎬ 对乡镇文化站补助 ５ 万元ꎮ 开展

县乡公共文化机构评估定级工作ꎬ 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 规范化水平ꎮ 不断创新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模式ꎬ 推动建立以县公共图

书馆、 文化馆为总馆ꎬ 乡镇文化站为分馆ꎬ 村

文化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体系ꎬ 努力形成

“人员互通、 资源共享、 服务联动” 的格局ꎬ
逐步实现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统筹、 规范和均

衡发展ꎮ
二是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ꎬ 为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文化支撑ꎮ 大力加强传统村

落建设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住建部、 文化部、 财政

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了传统村落调查登记

工作ꎬ 先后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ꎬ 涵

盖 ３１ 个省 (区、 市) 的 ２５５５ 个村落ꎮ ２０１４ 年

以来又先后启动了两批共 １５１ 个传统村落整体

保护利用项目ꎮ 加强对优秀乡土文化的挖掘和

培育ꎮ 命名 ４４２ 个县 (县级市、 区)、 乡镇

(街道) 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ꎬ 广泛开展以繁荣民间文化艺术为主

题的传播交流、 普及推广活动ꎮ 实施地方戏曲

振兴工程ꎬ 开展送戏下乡活动ꎬ 加强对地方戏

曲的保护与传承ꎮ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群研修培训计划ꎬ 提升民间艺人的艺术修养和

传承能力ꎮ 浙江省开展乡土文化保护工程和乡

土故事征集等活动ꎬ 山东省实施乡村儒学推进

计划ꎬ 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乡村

建设ꎮ
三是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ꎬ

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ꎮ 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ꎬ 推动群众文艺的繁荣发展ꎬ 为

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ꎮ 深入

基层 “送文化”ꎬ 大力推动 “文化下乡”ꎮ 开展

“春雨工程” ———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和

“大地情深” ———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

层活动ꎬ ２０１４ 年共实施 ５００ 多个文化志愿服务

项目ꎬ 服务近 ２００ 万人ꎮ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赴

农村演出达到 １１４ 万场ꎬ 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８ ５％ꎬ
农村观众达到 ５ ６ 亿人次ꎬ 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５ ５％ꎮ 扎根基层 “种文化”ꎬ 着力培养乡村文

化土壤ꎮ 各地乡镇文化站组织农村群众开展各

类文艺活动达 ４５ ６ 万次ꎬ 形成了一批乡土文化

品牌ꎬ 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农村文化能人ꎬ 使农

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角ꎮ
四是整合各类文化惠民项目和资源ꎬ 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ꎮ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

建成 ３ ５５ 万个分中心、 支中心和乡镇 (街道)
基层服务点ꎬ ７０ 万个村 (社区) 基层服务点ꎬ
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网络ꎬ 累计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进城务工人员

以及基层文化队伍 ２４００ 万人次ꎮ 公共电子阅览

室建设计划已在农村乡镇建成 ３１３７７ 个标准化

公共电子阅览室ꎮ “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
已在草原牧场、 边贸集市、 海疆岛屿等建设了

３１０４ 个数字文化驿站ꎮ 内蒙古实施 “数字文化

走进蒙古包” 项目ꎬ 向牧区群众提供文化、 科

技、 金融等 “一站式” 数字服务ꎮ 实施流动舞

台车项目ꎬ 为 ９７６ 个中西部县级剧团配备了流

动舞台车ꎮ 积极推进乡镇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试点ꎬ 涌现出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
安徽省农民文化乐园和广西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等一批先进典型ꎬ 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ꎮ
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ꎬ 我

们主要有以下体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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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服务大局ꎬ 统筹推进ꎮ 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农村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 要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

入精神文明建设大局ꎬ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要内容ꎬ 坚持重心下移ꎬ 统筹各方资源ꎬ 提升

服务能力ꎬ 努力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基层

文化阵地ꎬ 促进农民群众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

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二是坚持立足实践ꎬ 做好顶层制度设计ꎮ

近年来ꎬ 各地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涌现出

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ꎮ 及时总结基层经验ꎬ 加

强政策指导ꎬ 是实现公共文化建设统筹发展、
均衡发展的关键ꎮ 今年年初ꎬ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

见»ꎬ 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公共文化工作的重要

遵循ꎮ 文化部将结合实际ꎬ 加大贯彻力度ꎬ 将

各项措施落实到位ꎮ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ꎬ 分类指导ꎮ 我国农村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ꎬ 风土人情各

异ꎬ 农村文化建设应根据各地实际ꎬ 体现地域

特色ꎮ 要在落实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责任的前

提下ꎬ 根据群众实际需求和政府财政能力制定

适合本地区的服务标准ꎮ 同时ꎬ 加强对农村文

化遗产的保护ꎬ 努力形成承载历史记忆、 富有

民族特点的乡村文化生态ꎮ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ꎬ 提升服务效能ꎮ 改革

创新是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ꎮ 应以制

度创新为重点ꎬ 通过整合基层文化资源、 拓宽

社会参与渠道、 完善评估和监督机制等措施ꎬ
注重发挥政府、 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ꎬ 着力

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和管理水平ꎬ 为农村文化建

设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ꎮ
今年是宣传文化战线的 “基层工作加强

年”ꎮ 下一步ꎬ 文化部将认真贯彻刘奇葆同志

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基层工作加强年” 的要

求ꎬ 以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为重点ꎬ 加快推进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更大努力ꎮ

(文化部副部长　 项兆伦)

浙江省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抓实农村精神文明

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ꎮ
浙江省委、 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三农” 工

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

亲自谋划下ꎬ 全省部署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 工程ꎮ ２０１１ 年又提出了 “四美三宜二

园” 的美丽乡村建设目标ꎮ 十多年来ꎬ 浙江

省委、 省政府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

接着一任干”ꎬ 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年底ꎬ 已有 ９４％的行政村完成了村庄整治任

务ꎬ 被誉为 “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ꎬ 党

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 最为受益的一

件实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我们紧紧围绕科学

规划布局美、 村容整洁环境美、 创业增收生

活美、 乡风文明身心美ꎬ 致力于培养新型农

民、 繁荣农村文化、 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优

美环境ꎬ 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创造农民群众美好新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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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抓理念培育
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群众ꎮ 我们坚

持理念先行、 教育先行、 宣传先行ꎬ 引导广大

农民群众理解、 接受美丽乡村建设ꎬ 并转化为

自觉追求和行动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的重要思想ꎮ １０ 年来ꎬ 我省集聚各类宣

传资源ꎬ 组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两
山路上看变迁” 等专题报道ꎬ 加强 “两山” 重

要思想理论研究ꎬ 组建 “百姓宣讲团” “乡音

宣讲团” 等开展宣讲ꎬ 充分宣传 “两山” 重要

思想的浙江实践ꎬ 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理念ꎮ 党的十八

大以来ꎬ 浙江又全面部署实施 “三改一拆”
(改造旧住宅区、 旧厂区、 城中村和拆除违法

建筑)、 “五水共治” (治污水、 防洪水、 排涝

水、 保供水、 抓节水)、 “四边三化” (在公路

边、 铁路边、 河边、 山边等区域开展洁化、 绿

化、 美化行动) 等组合拳ꎬ 进一步组织动员广

大干部群众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好家园ꎮ 截

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全省共改造旧住宅区、 旧厂

区、 城中村 ３ ７３ 亿平方米ꎬ 消灭垃圾河 ６４９６
公里ꎬ 整治黑臭河 ４６６０ 公里ꎬ 拆出了空间、 拆

出了资源、 拆出了美丽ꎮ “绿水青山” 已经成

为浙江农民群众一种新的生活理念和对美丽乡

村建设的生动诠释ꎮ
二、 抓素质提升
以提高农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 科学文化

素养、 创业致富能力、 民主法治观念为重点ꎬ
着力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ꎮ 我们

一手抓思想素质的提升ꎬ 依托农村基层党校、
微型党课等宣传宣讲平台ꎬ 不断深化以中国梦

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ꎬ 广泛开

展形势政策宣传ꎬ 培育推广余姚 “小载体讲大

道理”、 吴兴 “王金法广播室” 等先进典型ꎬ
积极宣传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 “五水共

治” “三改一拆” “四边三化” 等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ꎬ 凝聚思想共识、 坚定发展信

心ꎮ 我们一手抓致富能力的提升ꎬ 依托 “千万

农民素质提升工程”ꎬ 以农民点单、 政府买单

的方式ꎬ 分层次、 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就业技能

培训和农村劳动力 “双证制” 培训ꎬ 每年培训

农民 ７０ 万人次ꎬ 引领全省农村涌现出种养殖、
手工业、 电子商务、 乡村旅游等特色村、 专业

村 ７０００ 余个ꎬ 形成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良

好环境ꎮ
三、 抓最美风尚
秉持 “村美人更美” 的理念ꎬ 坚持从大处

着眼、 细处入手、 基础抓起ꎬ 着力培育家庭和

睦、 民风淳朴的文明乡风ꎮ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深入实施核心价值观普

及行动、 优秀文化传承行动等 “六大行动”ꎬ
加大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创作刊播和公益广

告宣传力度ꎬ 将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道路、 公

园、 河岸ꎬ 让村民在赏心悦目中受到教育ꎮ 广

泛开展 “最美浙江人” 主题宣传活动ꎬ 采取

“群众评、 评群众” 的方式ꎬ 分层分类做好时

代楷模、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选树

工作ꎬ 每月评选发布 “最美浙江人———浙江好

人”ꎮ 广泛开展 “我们的家训———浙江百姓重

家风” 活动ꎬ 创建培育 “好家风” 家庭ꎬ 大力

推动家训 “挂厅堂、 进礼堂、 驻心堂”ꎬ 让好

家风、 好家训代代相传ꎮ 目前ꎬ 全省有近 ４００
万户家庭参与好家风建设活动ꎬ １００ 万户家庭

新立家训ꎮ 临安以 “好家风” 家庭评选为抓

手ꎬ 发动党员干部带头践行好家风ꎬ 以家风引

领民风社风ꎻ 安吉推出 “十五万户家庭立家

规” 活动ꎬ 积极营造 “家家有家规、 户户好家

风” 的浓厚氛围ꎮ 广泛开展区域道德品牌建

设ꎬ 推动各地传承弘扬向善向美的地域文化基

因ꎬ 打造出嘉善 “善文化”、 德清 “德文化”、
义乌 “信义文化” 等一批区域道德品牌ꎮ 广泛

开展 “举乡贤、 颂乡贤、 学乡贤” 活动ꎬ 专门

制定下发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工作意见»ꎬ
通过乡贤精神、 榜样力量ꎬ 激励群众合力共建

美丽乡村ꎮ 上虞 １５ 年坚持不懈地推进乡贤文化

建设ꎬ 已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ꎮ 广泛开展

农村 “春泥计划”ꎬ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利用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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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传统节日ꎬ 组织农村未成年人开展道德实

践和社会体验ꎬ 已覆盖全省 ８１ ７％的行政村ꎬ
３７７ 万农村青少年受惠ꎮ

四、 抓文化繁荣
顺应农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热切期盼ꎬ 积

极推动文化惠民、 文化乐民、 文化育民ꎬ 让农

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ꎮ 按照 “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的定位ꎬ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部署开展

集思想道德、 文体娱乐、 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

的农村文化综合体———农村文化礼堂建设ꎮ 两

年多来ꎬ 我们始终坚持 “建、 管、 用” 一体化

的思路ꎬ 推动教育教化、 乡风乡愁、 礼仪礼

节、 家德家风、 文化文艺 “五进” 礼堂ꎬ 大力

培育礼堂文化ꎬ 让农民群众身有所憩、 心有所

寄、 梦有所圆ꎮ 目前ꎬ 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

堂 ３７２０ 个、 乡镇综合文化站 １２７２ 个、 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１９３２９ 个ꎬ 覆盖全省农村的公共

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基本建成ꎮ 按照 “让群众受

益、 让群众创造” 的原则ꎬ 深入推进 “千镇万

村种文化” 活动ꎬ ５００ 多家民间职业剧团、 ３
万多支业余文体队伍、 ６１ ４ 万名业余文体骨干

活跃在农村 “种文化” 一线ꎬ 把文化的种子

“种” 入农民群众的心田ꎮ 按照 “记得住乡愁”
的要求ꎬ 以 １１２２ 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和浙

派民居改造为抓手ꎬ 着力打造一村一品、 一村

一业、 一村一韵、 一村一景的特色文化ꎬ 对重

点保护村给予每村 ５００ 万—７００ 万元的资金扶

持ꎻ 以手绘卡通的形式ꎬ 制定出全国首张全省

域的文化地图ꎬ 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 ５Ａ 景

区、 历史文化名人等 １５５ 个标志性文化元素ꎻ
出台 «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ꎬ 每年

安排 １６００ 万元用于 ５６ 个传统戏剧非遗项目的

传承和越剧艺术的振兴发展ꎬ 以 “乡愁” 记忆

凝聚人心ꎬ 把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ꎮ
五、 抓制度规范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不仅需要道德层面的

软约束ꎬ 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硬约束ꎮ 注重强化

村规民约ꎬ 在全省全面开展制订修订村规民约

活动ꎬ 各地以陈规陋习、 新风好事、 大事要事

为重点ꎬ 组织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群众

组织定期开展乡风评议ꎮ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全省有

２ 万多个行政村开展了评议活动ꎮ 注重强化突

出问题治理ꎬ 把宣传教育的重点与解决农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ꎬ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红

白喜事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的现象ꎬ 深入开展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ꎬ 引导农村移风易俗、
勤俭持家ꎻ 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封建迷信、 黄赌

毒、 非法宗教等现象ꎬ 加大法制教育力度ꎬ 引

导农民增强法治观念、 树立法律意识ꎮ 注重强

化正向激励ꎬ 将道德建设的成效融入生产生活

之中ꎬ 推广建立 “道德银行”ꎬ 以 “文明作担

保、 诚信作抵押”ꎬ 为农户提供创业小额信用

贷款ꎮ 出台了 «浙江省道德模范待遇保障若干

规定»ꎬ 探索建立省市县三级 “最美浙江人”
关爱基金ꎬ 推动形成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ꎮ

六、 抓城乡共建
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延伸、 城市文明向农

村辐射ꎬ 坚持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ꎮ 深入实施

扶贫结对帮扶行动ꎬ 注重 “扶贫与扶智” “输
血与造血” 并举ꎬ 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ꎬ
仅 ２０１４ 年省市县三级结对帮扶单位就为 ５０００
个扶贫重点村落实帮扶项目 ８０００ 余个ꎬ 帮扶资

金 ６ ０３ 亿元ꎬ 引进各类资金 ７ １２ 亿元ꎮ 杭州

专门出台了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

乡区域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ꎬ 近五年ꎬ 全市财

政每年新增 １０ 亿元专项资金ꎬ 用于支持县

(市) 发展ꎮ 深入开展 “双万结对共建文明”
活动ꎬ 充分挖掘文明单位资源优势ꎬ 动员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ꎬ 连续 １０ 年累计结对

子 ４ 万余对ꎬ 覆盖全省 ９０％以上的行政村ꎬ 共

为结对村提供扶持资金 １７ ６ 亿多元ꎮ 深入开展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群众性创建活动ꎬ 针对农

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农民文明素质相对较低

的问题ꎬ 从 ２０１１ 年起ꎬ 部署开展覆盖城乡全区

域的浙江省文明县 (市、 区) 创建活动ꎬ 扎实

推进城乡共创文明ꎬ 目前全省已有浙江省文明

县 (市、 区) １３ 个ꎮ
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浙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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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名片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

机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提出的 “干在实

处永无止境ꎬ 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的使命要

求ꎬ 深入学习贯彻刘奇葆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

美丽乡村建设始终ꎬ 着力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

农村文明程度ꎬ 打造美丽乡村建设 “升级版”ꎮ

(浙江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葛慧君)

黑龙江省

坚持 “三高” 标准　 建设美丽乡村

黑龙江地处北国边陲ꎬ 是典型的农业大

省ꎬ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粮食总产实现 “十一连增”ꎬ
增量占全国近一半ꎮ 近年来ꎬ 我们抓住国家实

施松嫩、 三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

的契机ꎬ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ꎬ 大力推

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促进了农村环境改善、
农民收入增加和乡风文明提升ꎮ

一、 坚持高站位谋划ꎬ 形成美丽乡村

建设强势
一是省委高度重视ꎬ 深入研究部署ꎮ 黑龙

江省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改善农村面貌的大

事、 改善农民生活的实事ꎬ 纳入一把手工程ꎬ
加强顶层设计ꎮ 省有关领导多次深入农村调查

研究ꎬ 问需于民ꎬ 问计于民ꎮ 召开省委常委会

和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ꎬ 全面安排部

署ꎮ 省委书记王宪魁在大会上明确要求ꎬ 要努

力建设富有龙江特色的美丽乡村ꎬ 以美丽乡村

扮靓美丽龙江ꎮ 成立以省长为组长、 ４０ 多家成

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ꎬ 统筹协调各有关方面推进工作落

实ꎮ 二是出台专门规划ꎬ 注重科学引领ꎮ 综合

考虑全省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 人

文积淀和发展水平ꎬ 先后制定两个 «美丽乡村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ꎮ 今年ꎬ 以省委省政府名

义印发的 «计划» 明确提出ꎬ 围绕科学规划布

局美、 设施完善生活美、 村容整洁环境美、 服

务健全身心美、 创业增收致富美、 乡村文明和

谐美的 “六美” 要求ꎬ 全面推进改路、 改水等

“六改” 工程ꎬ 集中治理柴草乱放、 粪土乱堆

等 “五乱” 现象ꎬ 扎实开展净化、 硬化等 “四
化” 建设ꎮ 按照合理布局、 因地制宜、 分类指

导的原则ꎬ 编制 «黑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指

南»ꎬ 完成 ４００ 多个乡镇和 １０００ 多个村的规划

编制工作ꎬ 做到先规划后建设ꎬ 不规划不建

设ꎮ 三是层层组织发动ꎬ 创造浓厚氛围ꎮ 各市

(地)、 县 (市、 区) 先后召开常委会、 推进会

和动员会ꎬ 传达贯彻全省会议精神ꎻ 各级各类

媒体开辟 “美丽乡村在行动” 专题专栏ꎬ 刊发

言论评论ꎬ 组织专题访谈ꎬ 报道动态进展ꎬ 引

导广大群众从 “袖手看” 到 “拍手赞”ꎬ 再到

“动手干”ꎮ
二、 坚持高标准推进ꎬ 形成美丽乡村

建设合力
一是明确职能部门责任ꎬ 条块结合抓推

进ꎮ 省委要求省直各职能部门要把指导、 支持

和服务基层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大事来抓ꎮ 省住

建厅、 省交通厅等部门持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ꎬ 农村泥草 (危) 房改造率达到 ８５％以

上ꎬ 全省建制村通村公路覆盖率达 １００％ꎬ 自

来水入户率达到 ９５％以上ꎮ 省文化厅、 省体育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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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部门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文体服务设施建

设ꎬ 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综合文化站全覆盖

后ꎬ 率先启动中心村文体设施建设工程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完善近 １５００ 个中心村文化室设备配置和文

化广场建设ꎬ 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１６００ 多

个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广泛开展 “德礼满

龙江” 文明礼仪普及、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

道德力量” 等道德实践活动和文明村镇创建活

动ꎬ 着力提升乡风文明ꎮ 二是明确县市主体责

任ꎬ 党群结合抓推进ꎮ 各地按照省委关于美丽

乡村建设县 (市) 是主体、 乡镇是基础、 村屯

是关键的要求ꎬ 一方面层层建立组织领导机

构ꎬ 精心谋划ꎬ 狠抓落实ꎻ 另一方面ꎬ 发挥农

民主体作用ꎬ 让他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全过

程ꎮ 目前ꎬ 全省第二批共 １０００ 多个示范村建新

房、 扩道路、 建广场等 ６０００ 多个项目已经开

工ꎮ 三是明确资金整合渠道ꎬ 上下结合抓推

进ꎮ 探索政府投入引导、 农民和集体投入为主

体、 社会力量多方支持的多渠道、 多层次投资

路子ꎮ 前三年ꎬ 全省投入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

金 １１ 亿元ꎬ 建设四星级村 ６００ 个、 五星级村

１４５ 个ꎮ 今年ꎬ 全省将统筹农、 牧、 水、 林、
路和扶贫、 环保、 文卫等方面涉农资金 ４０ 亿到

５０ 亿元ꎬ 由县一级统筹安排ꎬ 用于美丽乡村

建设ꎮ
三、 坚持高水平管理ꎬ 形成美丽乡村

建设长效
一是建立完善督查机制ꎮ 省美丽乡村建设

领导小组根据 «三年行动计划»ꎬ 制定成员单

位任务分解意见ꎬ 列出 «推进台账表»ꎬ 明确

各部门计划安排、 完成时限和推进措施ꎮ 今年

上半年ꎬ 省委主要领导先后多次深入基层检查

指导美丽乡村建设ꎬ 省委督查室对这项工作进

行重点督查ꎮ 二是建立完善管护机制ꎮ 召开全

省农村垃圾整治电视电话会ꎬ 制定 «黑龙江省

村庄垃圾治理规划»ꎬ 引导各地探索建立户分

类、 村收集、 镇转运、 县处理的农村环境管护

长效机制ꎮ 推行农村保洁员制度ꎬ 全省７１ ３％
的行政村建立保洁队伍ꎬ 从业人员近 １５０００ 人ꎮ
探索建立住户付费、 村集体补贴、 各级政府补

助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ꎬ 全省共投入垃圾专项

治理资金 １ 亿多元ꎬ 新增保洁车辆近 ７００ 台ꎬ
增设垃圾箱 １ 万多个ꎬ 有力整治了农村 “五

乱” 现象ꎮ 三是建立完善奖惩机制ꎮ 建立健全

美丽乡村建设考核评价机制、 奖惩激励机制和

退出补充机制ꎮ 把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纳入对省

直、 市 (地)、 县 (市) 的目标考核ꎬ 与干部

评先、 晋级、 奖惩挂钩ꎮ 开发文明村镇网上测

评系统ꎬ 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行网上测评ꎬ
动态管理ꎮ 四是建立完善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

乡” 机制ꎮ 先后建立了省、 市 (地)、 县 (市)
三级联动、 对口包保帮扶等多项 “三下乡”、
常下乡工作机制ꎬ 并不断增大 “三下乡” 的思

想道德含量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在农村文化广场、
集贸市场等场所刊播 “图说核心价值观” 公益

广告 １０ 万多张 (幅)ꎬ 组织核心价值观宣讲、
道德模范事迹报告 ５００ 多场次ꎬ 开展送文化下

乡活动 ３７０ 多场ꎬ 有力地促进了农民道德素质

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ꎮ

(黑龙江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张效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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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打造美好乡村建设的精神高地

近年来ꎬ 安徽在抓好文明城市争创工作的

同时ꎬ 坚持以城带乡、 城乡共建ꎬ 把创建活动

向农村延伸ꎬ 将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ꎬ 兴起新

一轮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热潮ꎬ 促进了城乡文明

统筹发展、 一体发展、 可持续发展ꎮ 我省全国

文明城市总数 ４ 个ꎬ ６ 个省辖市、 ５ 个县 (市)
分获提名ꎬ １０７ 个乡镇村进入全国文明行列ꎬ
省级以上文明乡镇比率达 １ / ５ꎮ

一、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心

骨ꎬ 打造三大平台ꎬ 让文明乡风树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是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根本和引领ꎮ 我们积极创设多样化、 接地

气的平台载体ꎬ 在贯穿结合融入中着力发展新

文化、 培育新农民、 倡导新风尚ꎮ 一是打造以

身边好人评选为牵引的道德实践平台ꎮ 顺应农

民群众比着干、 照着做的道德意愿ꎬ 办好 “农
家好人故事会” 让村组群众推好人ꎬ 办好 “村
级道德评议会” 让乡村贤达议好人ꎬ 办好 “乡
村好人评选会” 让村民代表选好人ꎬ 做到乡村

好人人人评ꎮ 对当选的乡村好人张榜公布ꎬ 颁

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ꎮ 组织好人事迹巡

回宣讲ꎬ 带动更多的村民学好人做好人ꎮ 两年

多来ꎬ 全省共评选产生乡村好人 ２２ 万多名ꎬ 其

中 １８９ 人当选安徽好人ꎬ ７２ 人当选中国好人ꎮ
二是打造以农民文化乐园为阵地的文化涵育平

台ꎮ 在全国率先展开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创新实践ꎬ 整合资源试点建成 ３００
个中心村农民文化乐园ꎬ 推动实施功能定位、
建设形式、 运行管理、 服务内容和资金投入标

准化ꎮ 专门在乐园设立崇德尚贤墙ꎬ 展示当地

先贤名人、 当代乡贤、 道德模范等先进事迹ꎬ
充分利用乐园的礼堂和讲堂ꎬ 组织开展经典诵

读、 家风培育、 家训传承等活动ꎬ 在潜移默化

中育人化人ꎮ 三是打造以农村文化墙为载体的

宣传教育平台ꎮ 利用道路两旁的护坡围墙、 农

户院墙和农村公共场所ꎬ 组织城市文化志愿

者、 美术教师和民间艺人进村入户ꎬ 运用农民

画、 卡通画、 山水画、 顺口溜等图文并茂的形

式传播主流价值ꎬ 既美化环境ꎬ 又净化心灵ꎮ
目前ꎬ 全省建成农村文化墙总面积达 ８００ 万平

方米ꎬ 覆盖 ７０％以上的行政村ꎮ
二、 突出推进 “三线三边” 综合治

理ꎬ 开展三项行动ꎬ 让农村环境美起来
聚焦群众关心关切ꎬ 把环境整治与美好乡

村建设相结合ꎬ 从省级层面部署开展以公路沿

线、 铁路沿线、 江河沿线和城市周边、 景区周

边、 省际周边等 “三线三边” 为突破口的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ꎮ 一是开展脏乱差治理行动ꎮ 加

大 “五乱” 整治力度ꎬ 全面清除城乡接合部、
集贸市场、 村前屋后等重点部位的生产生活垃

圾ꎬ 杜绝死角盲区、 反弹回潮ꎮ 结合农田水利

工程和中小河流治理ꎬ 综合运用截污治污、 水

系沟通、 河道保洁等措施ꎬ 力争让农村的水变

干净、 塘变清澈、 流变顺畅ꎮ 出台 «公路用地

范围内广告标牌设施管理办法»ꎬ 对公路沿线

广告牌设置间距、 技术标准、 管护责任等进行

规范ꎬ 拆除违法大型广告标牌 １２８５ 座ꎬ 同时增

设 ２０％的公益广告ꎬ 将道路沿线打造成为亮丽

风景线ꎮ 二是开展村镇规划整治行动ꎮ 科学编

制美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ꎬ 坚持统筹兼顾、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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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施策ꎬ 结合历史文化、 特色产业和景区周边

等要素ꎬ 培育打造一批示范中心村ꎬ 充分尊重

自然美、 展现个性美、 彰显整体美ꎮ 目前全省

已建成中心村 １９７０ 个ꎬ 占行政村总数的 １５％ꎮ
部署开展县城规划 “三治三增三提升” 专项行

动ꎬ 通过治脏、 治违、 治乱ꎬ 增强功能、 增加

绿量、 增进文明ꎬ 提升规划水平、 提升建设水

平、 提升管理水平ꎮ 三是开展绿化提升行动ꎮ
结合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和森林村庄、 森林长

廊创建ꎬ 全面实施扩带补绿、 见缝插绿、 拆违

还绿和拆墙透绿ꎬ 创建森林长廊示范路段 ２９９８
公里ꎬ “三线三边” 绿化造林新增面积 ２００ 万

亩ꎮ 科学编制矿山治理统一规划ꎬ 明确治理进

度和验收标准ꎬ 对沿线沿边可视范围内的矿山

一律到期关停ꎮ 目前已关停非煤矿山 １１６８ 座ꎬ
复绿治理 ８９５５ 亩ꎬ 有效修复了地貌景观和植被

资源ꎮ
三、 突出强化党政主体和群众主角地

位ꎬ 构建三项机制ꎬ 让创建工作强起来
我们始终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美好乡

村建设的重要抓手ꎬ 结合推进 “基层工作加强

年”ꎬ 推动形成党政一把手主抓、 文明委组织

协调、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积极参与的

工作推进机制ꎮ 一是健全部门联动机制ꎮ 农民

文化乐园建设ꎬ 党委宣传部门指导协调、 政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各相关部门紧密

配合ꎻ “三线三边” 治理实行 “三长” 牵头负

责制ꎬ 省文明委 １０ 家成员单位分别担任 “线

长” “边长” “重点长”ꎬ 制定出台实施方案、
治理标准和技术导则ꎬ 定期调度、 会商问题ꎬ
围着群众转、 对着问题干ꎬ 用治理成果提升群

众的创建获得感ꎮ 二是健全资金驱动机制ꎮ 农

民文化乐园以改扩建为主ꎬ 在财政专项补贴同

时ꎬ 整合扶贫开发、 乡村建设、 文化体育、 科

技教育等资金集中投入ꎮ “三线三边” 治理ꎬ
必要的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ꎬ 省里安排

专项资金进行奖补ꎬ 目前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

百亿元ꎮ 同时ꎬ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环卫设施建

设运营和矿山恢复治理ꎬ 支持种植大户和企业

进入沿路沿线苗木产业ꎬ 累计吸引社会投入

５４ ５ 亿元ꎬ 用市场化办法解决投入不足难题ꎮ
三是健全考核促动机制ꎮ 将农村文明创建增加

权重纳入各类文明争创考核ꎮ 组建省村级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专家指导组ꎬ 深入基

层具体指导、 检查验收ꎮ “三线三边” 治理在

进度上采取 “五账法”ꎬ 即起步阶段建账、 治

理期间查账、 治理中期对账、 完成阶段评账、
验收阶段销账ꎬ 在督查推动上实施 “三问责”ꎬ
省委将治理效果纳入各级党政班子考核内容ꎬ
省效能办将治理任务列入省直厅局工作职责ꎬ
在安徽卫视开设专题专栏ꎬ 对行动迟缓、 问题

突出的进行曝光ꎬ 对整改不力的约谈主要负责

人ꎬ 以压力传导促进责任落实ꎮ

(安徽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曹征海)

四川省巴中市

建好 “巴山新居” 　 构筑精神家园

近年来ꎬ 巴中按照中央美丽乡村建设部署

和四川省委幸福美丽新村 “四好” 要求ꎬ 积极

探索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ꎬ 以农村新居、
乡村道路、 产业培育、 公共服务、 素质提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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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的 “巴山新居”ꎬ 以新居

聚新业、 建新村、 树新风ꎬ 努力构建贫困山区

农村群众的精神家园ꎮ
一、 住上好房子ꎬ 用环境培塑人
从解决农村群众安居问题入手ꎬ 用优美的

人居环境促进群众文明习惯养成ꎬ 实现人改造

环境、 环境改变人的良性循环ꎮ 一是在新建中

播种文明ꎮ 对 ３０ 多万户农村危旧土坯房、 避灾

搬迁户、 边远高寒山区移民户ꎬ 小规模、 组团

式、 生态化建设中心村和聚居点ꎬ 建一座新

村、 留一片乡愁、 兴一地文明ꎮ 通江县王坪村

依托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ꎬ 按照 “文明、
现代、 优美” 的要求ꎬ 建设红区新村ꎬ 守护精

神家园ꎬ 实现居住条件、 生活品质 “一步跨千

年”ꎮ 二是在改造中革除陋习ꎮ 对 ８ 万多户有

产业基础的旧村庄和被撤乡 (镇) 的社区ꎬ 搞

好环境综合治理ꎬ 改路、 改水、 改电、 改厨、
改厕ꎬ 治污、 治水、 治乱ꎬ 绿化、 亮化、 美

化ꎬ 解决垃圾乱倒、 粪便乱堆、 禽畜乱跑、 柴

草乱放、 污水乱泼 “五乱” 现象ꎬ 建设宜居环

境ꎮ “红军精神” 诞生地———通江县毛浴镇迎

春村ꎬ 通过 “巴山新居” 建设ꎬ 强化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功能ꎬ 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ꎮ 三是

在保护中留住乡愁ꎮ 对 ２ 万多户传统风貌、 历

史文化元素独特的民居实施保护修缮ꎬ 彰显地

域特色鲜明的巴中文化、 民俗文化、 红色文化

和孝道文化ꎮ
二、 过上好日子ꎬ 用发展激励人
坚持产业先行ꎬ 夯实物质基础ꎬ 实现聚得

拢、 留得住、 能致富ꎬ 用发展成果凝聚人、 用

幸福指数润泽人ꎮ 一是新型经营主体唤醒小康

梦想ꎮ “巴山新居” 促进村民适度聚居ꎬ 推动

土地、 山林规模化流转ꎬ 吸引 ３０ 多万在外务工

农民回乡创业ꎬ 带来了新理念、 新技术、 新特

色产业和新型经营主体ꎮ 南江县槐树村引进成

都翼展、 喜来登集团ꎬ 建成彩叶种源苗木基地

和杨梅基地ꎬ 昔日贫困村蝶变为文明富饶新农

村ꎮ 二是新兴产业孕育多彩文化ꎮ 突出文农、
文旅、 文商融合ꎬ 走 “巴山新居＋特色农业＋生

态旅游” 大农业路子ꎬ 培育新的业态、 文态、
生态ꎬ 既富 “钱袋”ꎬ 又富 “脑袋”ꎮ 巴州区巾

字村整村流转土地ꎬ 建设花卉园林ꎬ 开展腊梅

之家、 幽兰之家、 文竹之家、 秋菊之家创评活

动ꎬ 实现 “两个文明” 双提升ꎮ 三是新的经营

方式催生新型农民ꎮ 立足绿色生态资源ꎬ 把巴

中作为 “大景区” 打造ꎬ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健康养老、 运动休闲产业ꎮ 实施电商下乡ꎬ 推

动农企、 农市、 农餐对接ꎬ 培育 “巴食巴适”
区域性公用农产品品牌ꎬ 由 “巴中产” 向 “巴
中造” 转变ꎬ 广大农村群众走出 “山门”ꎬ 打

开 “心门”ꎬ 市场观念、 创业意识和经营理念

不断提升ꎮ
三、 养成好习惯ꎬ 用教育提升人
对农村群众文明素质情况建档立卡ꎬ 精准

识别ꎬ 把精神文明送到村、 入到户、 落到人ꎮ
一是 “三个全民” 进村ꎮ 建好文化院坝ꎬ 广泛

开展 “全民阅读、 全民守法、 全民健身” 活

动ꎬ 依托 “农家书屋” 开展 “耕读传家训书

香飘农家” 阅读活动ꎬ 通过巡回法庭进村入户

“大调解”、 现场审理ꎬ 促进 “求知、 乐民、 和

谐” 文化浸润ꎮ 恩阳区钟家坝村打造集普法宣

传、 法律咨询、 矛盾纠纷调解为一体的 “乡村

法治俱乐部”ꎬ 获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称

号ꎮ 二是 “菜单式” 服务到户ꎮ 针对农户各类

需求ꎬ 组建千余支志愿服务队ꎬ 为村民提供点

对点、 零距离 “菜单式” 服务ꎬ 把善意转变为

善行ꎮ 通江县佛驹山村退伍军人冯霖组建村级

志愿消防队ꎬ 志愿灭火救援 ６００ 余次ꎬ 被公安

部表彰为消防先进个人ꎮ 南江县柏梁村 “拐棍

宣传队” 的 “五老” 人员ꎬ 常年用快板、 花

鼓、 小品等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ꎮ 三是

定向引导到人ꎮ 通过开办 “秦巴大讲堂”、 设

置 “山村小喇叭”ꎬ 常态化、 高频次传播现代

文明、 乡土文化ꎮ 深入开展文明习惯养成引

导、 村级免费诊疗、 村民技能提升ꎻ 保证农村

幼儿和适龄儿童就近入园入学率达 １００％、 义

务教育阶段青少年不辍学、 适龄青年掌握一门

实用技术ꎬ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ꎮ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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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形成好风气ꎬ 用党旗凝聚人
发挥农村党支部示范带动作用ꎬ 以党风带

乡风、 促民风ꎮ 一是正党风ꎮ 市委向所有贫困

村选派 “第一书记”ꎬ 选配好 “大学生村官”ꎬ
吸纳致富能人进入村两委ꎬ 通过行为示范、 产

业带动、 结对帮扶ꎬ 提高群众文明素质ꎬ 先后

涌现出 “全国自强模范” ———巴州区枇杷村

“拐杖支书” 杨彬、 “感动四川十大人物” ———
恩阳区大垭口村 “最美大学生村官” 张雪梅等

身边先进典型ꎮ 二是树乡风ꎮ 制定基层民主管

理制度和乡规民约ꎬ 推行网格化、 信息化管

理ꎮ 依靠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禁赌禁毒

会、 红白理事会 “四会”ꎬ 加强民间事务调解、
评议与服务ꎬ 实现 “好人好事有人夸、 歪风邪

气有人抓”ꎮ 巴州区新庙村制定 “九不准” “十
不办”ꎬ 有效规范了农村习俗ꎮ 三是淳民风ꎮ
结合文明村镇创建ꎬ 广泛开展 “五星级文明户”

创评活动ꎬ 传承好家风、 好家训ꎬ 每年评选道

德模范、 巴中好人、 最美人物ꎬ 弘扬乡贤文

化ꎬ 引导向善向上ꎮ 通江县村小教师廖占富、
张兴琼夫妇ꎬ 隔山相望ꎬ 共同撑起一座乡村小

学ꎬ 被评为全国 “最美乡村教师”ꎮ 啸口村村

民聂正远一家四代 ８０ 年如一日ꎬ 义务守护红军

散墓英魂ꎬ 诠释了老区人民朴实、 感恩、 奉献

的优秀品质ꎮ
当年革命先烈在巴中大地卓绝奋斗ꎬ 血染

山河ꎬ 今天我们建新居育新人ꎬ 感恩奋进、 告

慰先烈ꎬ 通过经济发展和建设精神高地ꎬ 加快

同步全面小康步伐ꎬ 让农村群众既有物质 “获
得感” 更有精神 “获得感”ꎬ 不断提升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水平ꎮ

(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　 李刚)

海南省琼海市

建设美丽乡村　 构建幸福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视察海南时指

出ꎬ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ꎬ 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服务产品ꎬ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ꎻ 青

山绿水、 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

钱ꎬ 必须倍加珍惜、 精心呵护ꎮ 琼海市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牢牢把

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ꎬ
按照省委 “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 总体部署ꎬ
全面实施 “打造田园城市、 构建幸福琼海” 发

展战略ꎬ 以群众的期待和认同为准绳ꎬ 以 “农
村美、 农业强、 农民富” 为目标ꎬ 以美丽乡村

建设为主题ꎬ 坚持文化为先、 生态为先、 民生

为先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规划、 同步迈进ꎬ 构筑起 “城在园中、 村在景

中、 人在画中” 的美丽家园ꎮ 目前建成文明生

态村 １８５７ 个ꎬ 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 ７０％ꎬ 有 ８
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ꎮ

一、 坚持以文化人ꎬ 着力推动核心价

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我们坚持大处着眼、 细处入手、 基础抓

起ꎬ 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ꎬ 文化

惠民、 文化乐民、 文化育民、 文化富民ꎮ
多层面覆盖ꎮ 发挥主流媒体宣传、 主题公

园带动和公益广告辐射的作用ꎬ 特别是在万泉

河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等重点生态文明景区和

美丽乡村ꎬ 用石刻、 图说、 灯笼等将核心价值元

素打造成为人们争相拍照留念的一个个艺术品ꎬ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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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核心价值观带回家”ꎬ 耳濡目染、 入脑入心ꎮ
生活化融入ꎮ 开展文明礼仪、 文明环境、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经营等五大文明行

动ꎬ 开展 “好民风之村” “先进典型户” 等典

型评选活动ꎬ 形成好人受尊敬的价值导向ꎮ
历史文化传承ꎮ 嘉积镇大园古村依托 “秀

才村” “博士村” 等人文资源ꎬ 开展古村修复

建设和文化传承工程ꎮ 会山镇依托海南省最大

苗族聚居地ꎬ 搭建非物质文化传承平台ꎬ 以苗

绣产业园为基地ꎬ 发展苗族特色产业ꎮ
二、 坚持生态为重ꎬ 着力打造体现地

域特征的美丽乡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ꎬ 坚持以 “不砍树、 不

占田、 不拆房ꎬ 就地城镇化” 为原则ꎬ 不砍树

就是保护生态的红线ꎬ 不占田就是敬畏自然的

红线ꎬ 不拆房就是和谐发展的红线ꎬ 最大限度

地保护乡村的自然、 历史和文化风貌ꎮ
完善生态型规划ꎮ 按照集约高效、 宜居适

度、 山青水秀的要求ꎬ 通过保护山水田林海的

生态ꎬ 挖掘区域特色的文态ꎬ 构建田园化的形

态ꎬ 丰富生态型的业态ꎬ 调整和谐发展的心

态ꎬ 逐步打造环境一流、 文化鲜明、 业态丰

富、 功能完善的琼海全域 ５Ａ 级景区ꎮ
坚持生态型改造ꎮ 充分保护农村的地形村

貌、 田园风光、 农业业态和生态本色ꎬ 因地制

宜ꎬ 以人为本ꎬ 顺势而为ꎬ 对农村基础设施和

配套改造、 完善、 提升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博鳌镇被评

为全国第一批 ８ 个美丽宜居示范小镇之一ꎮ
建设生态型设施ꎮ 建立起 “户分类、 村收

集、 镇转运、 市处理” 的城乡生活垃圾规范化

处置模式ꎬ 实现全市镇 (农场) 村的城乡垃圾

一体化处理ꎮ 城区污水处理率达到 ８５％ꎬ 农村

生活污水推行湿地生态化处理模式ꎮ
三、 坚持民生为先ꎬ 让广大农民群众

共享精神文明创建成果
我市的民生建设可以比喻为在琼海 １７１０ 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给 ５０ 万老百姓盖一间 “幸福

之屋”ꎬ 让市民感受农村的田园气息ꎬ 让农民

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质ꎮ 这间 “幸福之屋” 由以

下四根柱子来支撑ꎮ
打造特色小镇ꎮ 作为连接城乡的支点和平

台ꎬ 让人们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

愁”ꎮ 挖掘各镇的资源禀赋ꎬ 将全部 １２ 个镇打

造成传承文化、 历史记忆、 地域特色的美丽小

镇ꎮ 潭门镇挖掘千百年来深耕南海的渔业文

化ꎬ 博鳌镇突出融合琼海民居文化与亚洲论坛

所体现的时尚文化ꎬ 中原镇挖掘侨乡的 “下南

洋” 文化ꎬ 等等ꎬ 形成 “一镇一风情ꎬ 一镇一

特色ꎬ 一镇一产业”ꎮ 博鳌、 潭门和中原三个

镇同时入选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ꎮ
建设农业公园ꎮ 作为统筹乡村发展的重要

手段ꎬ 助推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ꎬ 使农村更

美、 农业更强、 农民更富ꎮ 把全市规划为 “龙
寿洋农业公园” “热带滨海农业公园” 和 “万
泉河农业公园” 等三大公园ꎬ 打造具有现代农

业产业化功能、 旅游功能、 休闲功能和运动功

能的综合体ꎬ 带动城乡产业融合化、 农民身份

多元化、 农民收入多样化ꎬ 农民的收入由单一

的生产性收入变为经营性、 财产性、 工资性和

生产性四项ꎮ 农业公园成为农民的家园、 市民

的公园、 游客的乐园ꎮ 龙寿洋公园被评为 “中
国美丽田园”ꎮ 两年来ꎬ 我市返乡就业 ４ 万人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 １３ １％ꎮ 农民在家门口

打工ꎬ 住自家房子ꎬ 种自己的地ꎬ 更能照顾

家人ꎮ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ꎮ 作为就地城镇化的

根本ꎬ 不走 “弃农进城” 的路子ꎮ 把公共财政

的阳光雨露向农村倾斜ꎬ 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向农村覆盖ꎮ 城乡供水一体化达到 ９０％ꎬ
城市公交通达 ６５％的行政村ꎬ 由市、 镇、 片区

和代办点组成的四级服务网络让农民不出村、
不出镇就能把事情办好ꎬ 城区优秀教师和医生

到镇村支教、 坐诊ꎬ 让农民同样享受优质教育

和卫生资源ꎮ
构建旅游绿道联通化ꎮ 把旅游绿道作为全

域 ５Ａ 级景区的纽带ꎬ 成为农民的致富之道、
市民的休闲之道、 游客的观光之道ꎮ 把每个美

丽的田洋、 湖泊、 河流、 村庄串联起来ꎬ 打造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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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式的大景区ꎬ 这个景区没有边界、 没有围

墙、 没有门票ꎬ 主客共享、 居旅相宜ꎬ 农业和

旅游业融合发展ꎮ
琼海市美丽乡村建设ꎬ 就是在演奏一曲委

婉动听的田园小夜曲ꎬ 就是在描绘一幅美丽的

山水画ꎮ 一个个小镇就像一个个珍珠和玛瑙以

各种优美的姿态、 优雅的风情镶嵌在美丽田园

之中ꎬ 一片片美丽的村庄散落在小镇四周ꎬ 一

间间质朴的民居掩映在绿荫之下ꎬ 一条条绿道

将城市、 小镇和村庄连成一体ꎬ 使城乡边界越

来越模糊、 城乡生活品质越来越接近、 城乡百

姓幸福指数越来越提升ꎮ 百姓和游客都说ꎬ 美

丽乡村建设使琼海成为百姓的幸福家园ꎬ 成为

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ꎮ

(海南省琼海市委书记　 符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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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教育部

深入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扎实推进师生思想道德建设

按照中央文明委部署ꎬ 教育系统充分发挥

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大力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一、 师生道德模范群星闪耀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开展以来ꎬ 教育系

统先后有 ５１ 名师生入选ꎮ 殷雪梅、 张丽莉、 何

玥、 吴林香、 周美玲等师生道德模范感动中

国ꎬ 塑造了新时期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学生助

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孝

老爱亲的道德 “群像”ꎬ 展示了广大师生积极

健康的道德追求ꎮ
二、 评先学先争先深入人心
持续开展 ６ 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评选ꎬ 每

两年评选一次师德标兵ꎬ 每五年评选一次全国

模范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ꎬ 连续举办 １０ 届中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 ７ 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评选ꎬ 形成道德榜样层出不穷的生动局

面ꎬ 以评促学、 以学促进ꎬ 有力引导广大师生

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倡导者、 传播者、 实践

者ꎬ 教育系统学习先进、 崇尚先进、 争当先进

氛围日益浓厚ꎮ
三、 典型宣传推广反响热烈
会同中宣部集中宣传 “焦裕禄式的好校

长” 张伟、 “用生命守望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

的好老师” 王强、 “特教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聂品华等一批重大典型ꎮ 开展 “寻找身边的好

老师” 活动ꎬ 拍摄 ４０ 集 “特岗教师” 微电影

和 ３ 集纪录片ꎬ 连续 ８ 年邀请道德模范走进开

学第一课ꎬ 组织道德模范事迹报告团、 宣讲团

在校园巡讲 ２００ 余场次ꎬ 让道德模范成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ꎬ 受到

广大师生认可好评ꎮ
学校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ꎬ 广大师

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群体ꎮ 教育部将以这

次会议为新起点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同志重要讲话

精神ꎬ 以严的要求、 实的作风ꎬ 把师生思想道

德建设不断引向深入ꎮ 一是专题研究、 专门部

署ꎬ 指导各地各校以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全国道

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ꎬ 发挥道德模范

的辐射引领作用ꎬ 努力使师生思想道德建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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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前列ꎮ 二是完善模范人物评

选表彰长效机制ꎬ 继续组织开展特色品牌活

动ꎬ 培育选树一批可亲可信、 可敬可学的优秀

榜样ꎬ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ꎮ 三是实施立德树

人工程ꎬ 紧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个主题ꎬ 把学习道德模范融入教育教学全过

程ꎬ 落实到课堂教学、 社会实践、 校园文化建

设、 志愿服务等各环节ꎬ 在中小学普遍建立综

合素质档案ꎬ 在考生中践行诚信承诺ꎬ 不断增

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ꎮ 四是继承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ꎬ 在中小学广

泛开展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活动ꎬ 在高

校深入开展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动ꎬ
把美德教育有机融入文明校园创建ꎮ

(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

北京市

大力选树道德模范　 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

北京市坚持把选树道德模范作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着力点ꎬ 坚持首

善标准ꎬ 鲜明北京特色ꎬ 以 “北京榜样” 为抓

手ꎬ 高扬道德模范旗帜ꎬ 培育文明社会风尚ꎬ
让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枝繁叶茂ꎮ

一、 创新理念ꎬ 打造 “北京榜样”
首都市民热情开朗、 大气开放、 积极向

上、 乐于助人ꎬ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氛围ꎬ
是道德模范孕育涌现的深厚土壤ꎮ 我们顺应和

把握北京社会道德主流ꎬ 精心打造 “北京榜

样” 品牌项目ꎬ 让市民群众成为举荐榜样人物

的主体力量ꎬ 点燃他们发现美、 弘扬善的热

情ꎬ 形成了一个好人好事的蓄水池、 典型库ꎮ
全市累计张榜身边榜样超过 ６ 万人ꎬ 覆盖各个

群体、 各行各业ꎬ “北京榜样” 已经成为首都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标志活动ꎮ
二、 健全机制ꎬ 彰显模范力量
选树上ꎬ 制定 «首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办

法»ꎬ 成立评选组委会ꎬ 层层举荐、 周周上榜ꎬ
市级层面设立网上举荐平台ꎬ 各区县、 系统层

层设置举荐榜 １ 万多块ꎬ 每周每月发榜ꎬ 年底

推出十大榜样人物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ꎬ 推荐

平台接到推荐人选超过 ５０００ 人ꎮ 宣传上ꎬ 坚持

全媒传播、 立体呈现ꎬ 形成党报党刊、 电台电

视台、 都市类媒体、 重点网站、 微博微信等齐

头并进ꎬ 全方位、 高频次、 立体化的宣传态

势ꎻ 发挥市民学校、 道德讲堂、 百姓宣讲等平

台作用ꎬ 让道德模范讲述先进事迹ꎬ 让 “北京

榜样” 传播核心价值观ꎮ 践行上ꎬ 坚持党员干

部带头ꎬ 活动措施落地ꎬ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带头参加志愿服务ꎬ 全市 ３ ５ 万个党组织 ６９ ２
万名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志愿服务ꎮ 开展以

“学榜样我行动” 为主题的岗位学雷锋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和公益圆梦活动ꎬ 学精神品质、
推先进事迹、 圆模范心愿ꎮ

三、 贯穿融入ꎬ 引领首都发展
核心价值观建设贵在结合、 难在融入ꎮ 我

们把道德模范选树与党委政府提倡的导向结合

起来ꎬ 大力发掘诚实守信、 孝老爱亲、 勤俭节

约的典型ꎬ 带动市民群众在点赞模范、 学习先

进中转变观念ꎮ 把道德模范选树与行风建设结

合起来ꎬ 在窗口行业开展行业学模范、 岗位学

雷锋教育实践活动ꎬ 建立贾立群工作室、 高宝

来爱民服务岗等工作室、 服务队ꎬ 引领行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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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ꎮ 在未成年人中开展 “学、 诵、 做”、 争做

美德少年、 争做社区文明小使者等主题活动ꎬ
全市涌现出助人为乐、 孝老敬亲、 爱护环境模

范少年 １２５ 名ꎬ 社区文明小使者 ２ ６ 万余名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同志重要讲话精

神ꎬ 按照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明办工作部署ꎬ 紧

紧围绕中央要求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ꎬ 抓好全

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ꎬ 健全道德模范

的礼遇和帮扶机制ꎬ 点赞好人好事ꎬ 形成正向激

励ꎬ 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ꎮ
(北京市委常委、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苟仲文)

河南省

用榜样引领风尚　 让美德润泽中原

近年来ꎬ 河南省以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

习宣传为抓手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落实ꎬ 促进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升ꎮ 我们

的主要做法是:
一、 选树模范既推出重大典型又挖掘

凡人善举ꎬ 让每个模范都成为一面鲜艳

旗帜
以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为带动ꎬ “上下结合、

纵横联动” 挖典型ꎬ “分级宣传、 逐级推送”
立榜样ꎮ 广泛开展身边好人、 最美人物、 文明

市民等评选活动ꎬ 挖掘各类先进 ２２１ 万人ꎬ 出

现新乡英模群体、 商丘好人现象等 “井喷效

应”ꎬ 推出大爱至孝谢延信、 老英雄李文祥、
好军嫂吴新芬等一批有影响的全国道德模范ꎬ
从不同角度、 不同领域树立了价值标杆ꎮ

二、 宣传模范既丰富多彩又紧贴地气ꎬ
让模范的崇高品质浸润人心

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和传播手段ꎬ 把模范故

事传开叫响ꎬ 让模范精神直抵人心ꎮ 一是不断

提高道德模范的知名度ꎮ 在省市媒体特别是网

站、 微博、 微信平台ꎬ 持续刊播道德模范事

迹ꎻ 在遍布街头巷尾的公益广告和宣传展板上

“图说道德模范”ꎮ ３００ 多万读者参与媒体点评ꎬ
１０００ 多万人为模范点赞ꎬ 充分体现了道德模范

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认可度ꎮ 二是不断增强道

德故事的感染力ꎮ 发挥戏曲、 曲艺大省优势ꎬ
把模范故事编排成河南坠子、 河洛大鼓、 地方

戏等老百姓爱听爱看的文艺节目ꎬ 深入城乡基

层开展 “道德模范在身边” 巡演ꎻ 利用 ２ 万多

个道德讲堂ꎬ 请模范进机关、 企业、 工地、 社

区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思想ꎮ 共举办巡演巡讲

８１５００ 多场次ꎬ ２４００ 万人接受教育ꎮ 三是不断

扩大模范精神的认同感ꎮ 各市县都把道德模范

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焦裕禄精

神的有形载体ꎬ 有的以市委名义下发学习决

定ꎬ 有的专门为道德模范建立个人展馆ꎬ 有的

邀请社科专家、 伦理学者、 网络博主召开座谈

会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道德模范的崇高精

神ꎬ 不断增强对正确价值观念的认知认同ꎮ
三、 学习模范既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ꎬ

让模范的价值理念成为广大群众的道德

实践
一方面ꎬ 注重模范的 “传帮带”ꎬ 全国道

德模范黄久生义买面馆ꎬ 和志愿者展开了 “一
碗面温暖一座城” 的爱心接力ꎻ 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宋丽萍常年做志愿者ꎬ 她带领的服务队

超过 ５００ 人ꎮ 全省涌现邓州 “编外雷锋团”、
郑州陇海大院等爱心团队 ６０００ 多个ꎮ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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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注重公民的道德养成ꎮ 深入开展 “践行价

值观、 文明我先行” “全民敬业行动” “我为正

能量代言” 等主题活动ꎬ 引导人们做文明人、
办文明事ꎮ

下一步ꎬ 我们要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ꎬ 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

落实刘云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道德建设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中原大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河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赵素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弘扬道德模范大爱精神
建设团结和谐大美新疆

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以来ꎬ 新疆自

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产生 １８ 名全国道德

模范ꎬ 形成了 “道德群星” 现象ꎮ 他们以大爱

情怀呵护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ꎬ 为建设大美新

疆注入了正能量ꎮ
一、 以道德模范高扬 “新疆精神”

旗帜
自治区党委把选树道德模范作为增强各族

干部群众精神力量ꎬ 推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的有效抓手ꎬ 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ꎬ 张春贤同志多次会见慰问道德模范ꎮ 以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为 “指挥棒”ꎬ 建立道德

模范学习宣传常态机制ꎬ 自治区、 地州、 县市

层层开展评选道德模范和 “最美新疆人” 等活

动ꎬ 把每年三月定为 “公民道德建设月”ꎬ 不

断深化公民思想道德教育ꎮ 在政治、 工作、 生

活等各方面关爱帮扶道德模范ꎬ 运用专项经费

为 ５００ 余人次解决困难ꎬ 让好人得到好报ꎮ 天

山南北层出不穷的道德模范ꎬ 充分展现了新疆

人的新形象ꎬ “爱国爱疆、 团结奉献、 勤劳互

助、 开放进取” 的新疆精神成为各族人民的思

想共识和生动实践ꎮ

二、 以道德模范引领社会主流价值
把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作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财富ꎬ 以阿尼帕阿

力马洪为原型ꎬ 推出电影 «真爱»ꎻ 以庄仕华

为原型ꎬ 推出电影 «军医» «默守那份情» 和

话剧 «庄仕华医生»ꎻ 以热汗古丽依米尔为

原型ꎬ 推出电视剧 «有一个古丽»ꎬ 播出系列

广播剧和公益广告ꎬ 多侧面展现他们的崇高精

神ꎮ 在主要新闻媒体开设 «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最美新疆人» 专栏ꎬ 在天山网、 新疆文明

网推出 “网上展馆”ꎬ 长期宣传报道群众中的

凡人善举ꎬ 让核心价值观在各族人民心中

扎根ꎮ
三、 以道德模范凝聚各民族团结奋进

力量
组织全国道德模范到基层、 到农牧区开展

面对面宣讲 ５００ 多场次ꎬ 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

价值理念对冲宗教极端思想、 弘扬新风正气ꎮ
热汗古丽组织 １３００ 多名姐妹外出务工ꎬ 靠劳动

改变了命运ꎻ 沙吾尔芒力克带领村民把达西

村从落后村变成 “南疆第一村”ꎬ 实现了 “口
袋鼓囊囊、 精神亮堂堂”ꎬ 他们的讲述为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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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群众树立了榜样、 增添了信心ꎮ ９ 月

１２ 日ꎬ 刘奇葆同志亲切看望慰问阿尼帕ꎬ 称赞

她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 “最美妈妈”ꎮ 我们

倍受鼓舞ꎬ 结合自治区成立 ６０ 周年ꎬ 广泛宣传

各行各业先进典型ꎬ 又推出把维吾尔族农民当

亲兄弟的兵团职工尤良英等新典型ꎮ
建设美丽新疆、 共圆祖国梦想ꎬ 是 ２３００ 万

新疆人民的共同心声ꎮ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

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

范活动ꎬ 进一步叫响团结、 奋斗、 感恩、 爱国

主题ꎬ 引导各族人民更加珍爱民族团结ꎬ 奋力

推进科学跨越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

长　 李学军)

人民日报

用道德模范群星照亮精神天空

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ꎬ 是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举措ꎬ 每届评选都是

一次时代精神的大检阅、 道德风尚的大弘扬ꎮ
人民日报坚持把推动道德建设、 弘扬传统美

德、 培育时代新风作为核心追求ꎬ 大力颂扬道

德模范、 讴歌榜样力量ꎬ 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 宣传重大典型
２００７ 年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开展以

来ꎬ 人民日报每届都拿出几十个版面ꎬ 一次性

集中刊登 ３００ 多名候选人的事迹ꎬ 既起到权威

发布作用ꎬ 又产生集束传播效应ꎮ 在重视规模

宣传的同时也强化特色宣传ꎬ 比如ꎬ 浓墨重彩

地报道本届候选人 “雷锋家乡小雷锋” 周美

玲、 “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 “英雄潜水员” 官

东等ꎬ 引起追星效应、 获得一片点赞ꎮ 对独龙

族干部高德荣扎根民族地区、 践行群众路线的

报道ꎬ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注ꎬ 总书记充分肯

定他的从政心得ꎮ 我们还独家策划推出 “四有

书记” 谷文昌、 “法治燃灯者” 邹碧华等星光

闪耀的典型ꎬ 产生热烈反响ꎮ

二、 弘扬凡人善举
运用 “德耀中华” “身边的感动” 等栏目ꎬ

发掘普通人的真情大爱ꎬ 让一个个平凡不平

常、 可敬又可学的 “草根英雄” 成为有形的正

能量ꎮ 比如ꎬ «６３ 岁退休女教师谢淑华拉车带

９０ 岁母亲游中国» 的报道引起海内外关注ꎬ 韩

国政府邀请她们母女赴韩演讲ꎬ 韩国主流媒体

跟踪报道ꎬ 使她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 “中国孝

女”ꎮ 谢淑华本人也被推荐为本届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ꎮ
三、 凝聚价值共识
结合 “长流水ꎬ 不断线” 的道德模范学习

宣传ꎬ 常态化传播核心价值观ꎬ 组织撰写任仲

平文章 «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ꎬ 推出

系列理论评论文章ꎻ 创办 “对话价值观” 等品

牌栏目ꎻ 推出 “点赞中国” 专题ꎬ 在人民日

报、 人民网、 两微一端、 电子阅报栏独家原创

首发近千篇感人故事ꎻ 人民网运用原创视频记

录普通中国人的爱心善举ꎬ ３ 年播出近 ４００ 期ꎬ
累计传播超过 １ ２ 亿人次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同志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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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ꎬ 切实履行党中央机关报职责ꎬ 发挥媒

体排头兵作用ꎬ 进一步增强道德模范宣传效

果ꎮ 一是强化典型引导ꎮ 做好发现典型、 宣传

典型、 总结典型的舆论工作ꎬ 充分运用道德模

范这一精神标杆ꎬ 激发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ꎮ
二是着力讲好故事ꎮ 创新报道形式ꎬ 拓宽渠道

平台ꎬ 注重传播技巧ꎬ 讲求报道艺术ꎬ 借故事感

化ꎬ 用事实教化ꎬ 靠真情催化ꎬ 使报道产生直抵

人心的力量ꎬ 帮助人们提升道德意愿、 道德追

求ꎮ 三是促进融合报道ꎮ 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ꎬ
用好报纸、 网站、 客户端、 网络电视等 １０ 多种

传播载体ꎬ 与超过 ２ ５ 亿的全媒体用户开展互

动ꎻ 加大外媒定制推送、 境外社交媒体传播力

度ꎬ 让更多的道德模范走进民众、 走上网络、 走

向海外ꎬ 更好地传播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ꎮ

(人民日报社社长　 杨振武)

中央电视台

担起责任　 不辱使命
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

多年来ꎬ 中央电视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落实中央宣传

部、 中央文明办要求ꎬ 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作为义不容辞的责

任ꎬ 以权威的平台、 主流的声音牢牢占据道德

“高地”ꎬ 在道德模范宣传报道上持续发力ꎬ 营

造了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ꎬ 彰显了

国家电视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ꎮ
一、 把常态化宣传与集中性宣传结合

起来
以宣传道德模范为龙头ꎬ 以常设栏目为基

础ꎬ 组合新闻报道、 专题专访、 纪录片、 公益

广告等多种形式ꎬ 形成常态化报道机制ꎮ 本届

评选活动中ꎬ «新闻联播» «焦点访谈» «晚间

新闻» 等名牌栏目ꎬ 浓墨重彩、 细致深入宣传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ꎬ 累计播出相关新闻超过

５００ 条、 时长超过 ３０００ 分钟ꎬ 道德建设专题节

目 ２７０ 多期ꎮ ６ 月下旬至 ７ 月下旬ꎬ 在 «新闻

直播间» 每天中午重点时段进行集中展播ꎬ 逐

一展示 ３２７ 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ꎬ 总时长超过

９００ 分钟ꎬ 规模之大、 效果之好超过历届ꎬ 最

高一天收视增幅达到 ２４％ꎮ
二、 把道德模范宣传与身边好人宣传

结合起来
道德模范和其他先进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 “平民英雄”ꎬ 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ꎮ
中央电视台整合报道资源ꎬ 精心部署规定动

作、 系统设计自选动作ꎬ 重点新闻栏目推出道

德模范系列报道ꎬ 创新报道方式ꎬ 鲜活表达人

物故事ꎮ 同时ꎬ 推出一大批 “凡人善举” 的人

物评选活动ꎬ 相继开展寻找最美教师、 最美医

生、 最美村官、 最美消防员、 最美孝心少年等

系列活动ꎬ 持续举办 “感动中国人物” 等评选

活动ꎬ 这些节目温暖了人心ꎬ 感动了中国ꎮ
三、 把电视宣传与新媒体宣传结合起来
本届活动中ꎬ 中央电视台加大宣传报道创

新力度ꎬ 提前策划、 加强选题、 上下联动ꎬ 组

织所有地方记者站ꎬ 联合各省级台ꎬ 深入采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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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全力挖掘、 精心创作ꎮ 节目播出后ꎬ 全国

各级电视台纷纷转播和重播ꎮ 与此同时ꎬ 主动

融合新媒体ꎬ 实现一体化设计、 精细化制作、
多渠道传播、 全方位覆盖ꎮ 央视网推出 «为美

德点赞 　 向模范学习» 互动专题ꎬ 网民点赞

５０００ 余万次ꎬ 汇编候选人事迹展播视频集ꎬ 推

出 “最美发布厅” １６ 期ꎮ
下一步ꎬ 中央电视台将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ꎬ 贯彻落实刘云山

同志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道德模范宣传持续引向

深入ꎬ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凝聚

强大正能量ꎮ 一是加大力度、 保持热度ꎮ 继续做

好后续报道ꎬ 做到道德模范宣传长流水、 不断

线ꎮ 二是加强外宣、 内外结合ꎮ 用观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ꎬ 讲好道德模范故事ꎬ 并以国际化表达方

式通过外宣频道走出去ꎬ 树立当代中国人良好

形象ꎮ 三是用足用好新媒体ꎮ 统筹央视网等资

源ꎬ 制作发布道德模范视频ꎬ 加强效果跟踪评

价ꎬ 提升节目质量ꎬ 努力出新、 出彩、 出亮点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央电

视台台长　 聂辰席)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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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

安徽省

践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安徽

近年来ꎬ 围绕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举

办的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安徽

以 “践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安徽” 主题实践

活动为统领ꎬ 评好人、 学好人、 帮好人、 做好

人ꎬ 全省先后有 １１ 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ꎬ ９０５
人入列中国好人榜ꎬ 总数位居全国第一ꎬ 形成

了 “中国好人安徽多” 的可喜现象ꎬ 唱响了道

德建设的时代主旋律ꎮ
一、 建立 “人人推” 的覆盖机制ꎬ 挖

掘好人资源
江淮大地崇德向善ꎬ 好人好事无时无刻不

在上演ꎬ 我们首要工作就是让好人立起来、 站

起来ꎮ 一是五级联动推好人ꎮ 安徽自 １９９４ 年开

始坚持月评安徽好人ꎻ ２００９ 年ꎬ 市级好人、 县

级好人评选实现 １６ 市、 １０５ 县 (市、 区) 全覆

盖ꎮ 为推动好人评选扎根基层ꎬ 去年我们在原

来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

和孝老爱亲五类好人基础上ꎬ 增设勤劳节俭好

人ꎬ 新增乡镇好人、 村居好人两级评选ꎬ 编就

了纵向到村的推评经线ꎮ 二是九大行业评好

人ꎮ 以评选最美为抓手ꎬ 在交通、 卫生、 财

政、 税务、 教育、 工会、 团委、 妇联、 电力等

九大系统开展好人推评ꎬ 让各行各业都来评好

人、 学好人ꎬ 织就了横向到单位的推评纬线ꎮ
三是五步工作法选好人ꎮ 完善了群众提名、 党

员考察、 乡贤评议、 组织认定、 公开表彰的五

步工作法ꎬ 确保推荐评选活动从群中来、 到群

众中去ꎬ 确保每一位好人看得见、 过得硬、 学

得来ꎬ 扭住了推评好人的程序节点ꎮ 近年来ꎬ
全省新增各级各类好人 ３６ 万余名ꎬ 群众每月向

各级文明办推荐的好人好事线索超过 ５０００
余条ꎮ

二、 建立 “人人敬” 的荣誉机制ꎬ 捧
红好人明星

“草根英雄” 多了、 “好人明星” 红了ꎬ 群

众就会跟着走、 照着做ꎮ 安徽大张旗鼓表彰身

边好人ꎬ 对上榜好人礼遇有加、 面子给足ꎮ 一

是张榜颁证ꎮ 乡、 村两级好人在乡村文化墙、
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ꎬ 乡镇或村党支部负责同

志上门颁发证书奖金ꎮ 基层单位、 行业系统评

选的上榜好人ꎬ 由所在单位召开职工大会颁证

奖励ꎬ 在评先评优方面优先考虑ꎮ 二是登报立

档ꎮ 县、 市、 省三级上榜好人由主要媒体公布

名单和事迹ꎬ 建立好人档案记录善行义举ꎬ 邀

请文明委负责同志上门颁证ꎮ 铜陵市为每位好

人单独召开命名表彰会ꎬ 安排一名市级领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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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ꎬ 邀请左邻右舍、 同事朋友参加ꎬ 一起看短

片ꎬ 一道听感言ꎬ 好人受感动ꎬ 群众受教育ꎮ
三是修志进馆ꎮ 与省地方志办合作编纂 «安徽

好人志»ꎬ 新修订的市县地方志单列模范好人

志ꎬ 鼓励家谱族谱里标注好人荣誉ꎬ 让好人留

名家谱族史ꎮ 对事迹突出的模范好人ꎬ 摄制专

题短片ꎬ 整理实物资料ꎬ 进入安徽好人馆全景

展示ꎮ
三、 建立 “人人赞” 的宣传机制ꎬ 催

生好人群像
风成于上ꎬ 俗形于下ꎮ 良好的社会氛围是

好人成长的丰沃土壤ꎮ 一是建立省市联动的媒

体宣传群ꎮ 安徽日报、 安徽广播电视台及市级

主要媒体统一开设道德建设专题专栏ꎬ 重大典

型全媒联动ꎬ 一般先进上下合力ꎮ 都市类媒体

深挖幕后故事ꎬ 与党报、 电台、 电视台相互呼

应、 分进合击ꎬ 营造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ꎮ 二

是建立自上而下的场馆宣传群ꎮ 在全国率先建

设省级安徽好人馆ꎬ 以照片、 实物、 影视及油

画、 雕塑、 摄影等艺术作品ꎬ 运用现代声光电

和信息技术ꎬ 全景展示 ７３ 位省级以上道德模范

和 ９０５ 位中国好人的先进事迹ꎬ 实现典型宣传

长期化、 系统化ꎮ 目前ꎬ 全省已经形成省有总

馆、 市有分馆、 县有好人广场、 街道乡镇有身

边好人榜、 社区村组有好人之家的宣传矩阵ꎬ
做到好人宣传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ꎮ 三是建立

覆盖全面的网络宣传群ꎮ 以安徽文明网为龙

头ꎬ 以 ８４ 个市县区文明网和 ２００６ 个文明单位

网为支撑ꎬ 共同打造品牌栏目 «寻找最美安徽

好人»ꎬ 开设好人微博群、 微信群ꎬ 网罗天下

好人ꎬ 网传天下好事ꎬ 形成了全网联动的舆论

强势ꎮ 四是建立春风化雨的文艺宣传群ꎮ 组

织省直文艺院团以好人为原型ꎬ 编创 ９０ 位中

国好人的情景话剧赴基层巡演近百场ꎻ 市县

创作了 ４２５ 位好人的戏剧作品ꎬ 赴基层巡演

１２００ 余场ꎬ 举办县级以上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 １６０ 场ꎬ 基层单位举办的好

人故事汇、 报告会达 １５０００ 余场ꎮ 今年ꎬ 我们

还重点打造百部好人微电影、 百部好人戏剧、

百部好人广播剧ꎬ 用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

扬好人精神ꎮ
四、 建立 “人人帮” 的扶助机制ꎬ 实

现好人好报
好人好报ꎬ 才能凝聚社会正气ꎬ 增强好人

底气ꎮ 一是救助生活困难好人ꎮ 省、 市宣传文化

事业经费切块安排专项救助资金ꎬ 累计拨付资

金 １３００ 万元ꎬ 先后解决 ３１７ 名模范好人的住房、
上学、 就业和医疗问题ꎮ 安徽道德建设基金会募

资近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帮扶困难模范 ２１６３ 人次ꎮ 二是

支持好人创业致富ꎮ 与银行合作推出 “低利率、
免担保、 无抵押” 道德信贷ꎬ 累计发放信贷资

金 ６３００ 多万元ꎬ 资助了 １０２５ 名身边好人发家致

富ꎮ 同时ꎬ 政府在项目支持、 技能培训、 创业指

导方面ꎬ 优先安排各类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ꎮ 三

是给予好人社会政治礼遇ꎮ 群众爱好人、 信好

人ꎬ 乐意好人做他们的代言人ꎬ 大量身边好人被

群众推上了参政议政的舞台ꎮ 截至目前ꎬ 安徽已

有 ６ 名中国好人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ꎬ ６
名中国好人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ꎬ ８５ 位安徽好

人当选市级以上 “两代表一委员”ꎮ
五、 建立 “人人学” 的转化机制ꎬ 推

动好人辈出
评好人是基础ꎬ 学好人才是目标ꎬ 我们积

极推动好人数量转化为道德能量ꎮ 一是强化教

育示范人ꎮ 出台道德模范教育管理办法ꎬ 实行

道德模范年度述德和文明办典型培育年度述职

两个制度ꎬ 时刻关注模范好人的工作状态和思

想动态ꎬ 引导他们以自己优秀品质影响身边

人、 示范周边人ꎮ 二是参与公益感召人ꎮ 引导

模范好人参与扶贫帮困、 慈善捐助、 支教助

学、 无偿献血、 器官捐献等公益活动ꎬ 为公益

代言ꎬ 为自己加分ꎮ 目前ꎬ 中国好人参与各类

公益组织的人数达总数 ７０％以上ꎮ 向韩国患者

捐献骨髓的张宝现身说法ꎬ 上千名志愿者受其

感召加入献血队伍ꎬ 所在淮南市一月骨髓捐献

量超过前三年总和ꎮ 三是成立组织带动人ꎮ 帮

助好人模范成立志愿服务组织ꎬ 带领更多的人

行善举、 做好事ꎮ 目前ꎬ 全省共有 １３６ 位中国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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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成立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组织ꎬ 近万名志愿

者参与其中ꎬ 余竹云、 徐辉、 傅强等全国道德

模范领衔的队伍入选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ꎮ
好人是群众身边的正能量ꎬ 是最鲜活的价

值观ꎮ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

动ꎬ 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ꎮ 安徽将在中央文明办、 中

国文明网指导关心下ꎬ 继续把好人安徽建设得

更美更靓ꎮ

(安徽省文明办)

北京市

善用互联网思维
打造 “文明北京” 新媒体品牌

北京一直是互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前沿

阵地ꎮ 为适应活跃的互联网时代要求ꎬ 我们多

年来一直努力探索用互联网思维做好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ꎬ 搭建 “文明北京” 新媒体宣传平

台ꎬ 提升市民参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便利

性、 积极性和主动性ꎮ 目前 “文明北京” 微博

粉丝超过 ６０ 余万ꎮ
一、 坚持 “用户至上”ꎬ 与草根建立连接
“用户至上” 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ꎮ 我们

坚持把群众需要作为开展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出发点ꎬ 快速建立起与广大网民的双向沟

通渠道ꎮ
１. 关注网上舆论热点ꎬ 组织微访谈解疑释

惑ꎮ 安排专人定时收集、 整理网上关于精神文

明建设的热点事件ꎬ 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引导ꎮ
今年 ３ 月ꎬ 在组织 “学雷锋” 网络传播活动

时ꎬ 我们发现有网友质疑: “雷锋穿皮衣、 戴

手表ꎬ 怎么说他艰苦朴素?” “雷锋帮助了那么

多人ꎬ 他的钱从哪来?” 等等ꎮ “文明北京” 官

方微博立刻邀请雷锋老战友、 雷锋帮助的学

生ꎬ 开展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网上微访

谈ꎬ ９０ 分钟的时间里ꎬ 网友提问 １４７ 条ꎬ 嘉宾

回复 ５７ 条ꎬ 解答网民疑问ꎬ 分享雷锋感人故

事ꎬ 微话题讨论达 ５０ 万条ꎮ 我们还开设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跟着榜样做公益” 等

３０ 多个微话题ꎬ 引导网民讨论ꎬ 传递社会正

能量ꎮ
２. 尊重网友阅读习惯ꎬ 创新宣传提供服

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我们以贝贝、 晶晶 (取自北京的

谐音) 两位小学生为主人公ꎬ 创作了 １２ 幅卡通

公益广告宣传画ꎬ 设计了 １２ 个故事情境ꎬ 图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２ 个主题词的含义ꎮ
通过 “文明北京” 官方微博ꎬ 这 １２ 幅宣传画

和 １２ 个故事在微博上广泛传播ꎬ 满足了新媒体

时代人们喜欢读图的需求ꎮ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

龙同志对此高度评价ꎮ 今年清明节期间ꎬ 北京

市各区县开展祭英烈、 献鲜花等十几个特色活

动ꎬ 我们通过微信发布活动的 “手绘地图”ꎬ
方便大家查找ꎬ 网民纷纷转发、 点赞ꎮ

３. 重视网络互动交流ꎬ 邀请网友参与分享

点赞ꎮ 在 “北京榜样” 评选中ꎬ 我们通过 “文
明北京” 微博开设 “为榜样点赞” 网络互动活

动ꎮ 许多网友通过微博平台ꎬ 分享自己上班路

上、 生活里遇到的每位好人ꎬ 分享自己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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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ꎬ 为自己、 为身边人点赞ꎬ 活动 ２０ 天收

到网友点赞超过 ５０ 万人次ꎮ 网友 “刘国庆”
给 ６０ 位 ２０１４ 年度候选人每人撰写了一篇七言

绝句ꎬ 表达敬意ꎮ
二、 坚持 “体验为王”ꎬ 与粉丝培育情感
良好体验是互联网思维的重点ꎬ 让网民喜

欢参与是我们开展网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着

力点ꎮ “文明北京” 精心设计充满正能量、 易

于参与的微活动ꎬ 有效吸粉ꎬ 提高黏度ꎮ
１. 借力重大活动ꎬ 吸引本地粉丝ꎮ ２０１４

年 ＡＰＥＣ 会议在京召开期间ꎬ 为激发广大市民

当好东道主ꎬ “文明北京” 微信平台推出了

“迎接 ＡＰＥＣ 精彩北京人” 网络有奖知识竞答

闯关活动ꎬ 每周开设一个关卡ꎬ 答题便有机会

获奖ꎬ 还可以一键分享到微信朋友圈ꎮ 游戏设

计活泼有趣、 方便参与、 寓教于乐ꎬ 有效激发

了市民参与和分享的热情ꎬ 活动期间ꎬ “文明

北京” 官方微信订阅用户增加了 ３３００ 余人ꎮ
２. 开展线下活动ꎬ 聚合铁杆粉丝ꎮ 我们组

织开展了 “最美北京、 最美市民” 随手拍活

动ꎬ 邀请网友在线上传、 展示、 转发摄影作

品ꎬ 同时在线下举办摄影沙龙ꎬ 邀请资深摄影

师ꎬ 点评网友作品、 交流摄影经验ꎬ 为培养

“铁粉” 提供交流平台ꎮ 邀请网络正能量 “大
Ｖ” “北京榜样” 马布里参与地铁绿色出行和

清理地铁里小广告等文明引导活动ꎬ 并组织志

愿者进行跟拍、 微直播ꎬ 发布微博近万条ꎮ
３. 打造品牌活动ꎬ 培育忠诚粉丝ꎮ 结合

“北京球迷懂球懂礼” “市民走进高雅艺术殿

堂” “北京清粘” (清理小广告) 等文明创建

品牌活动ꎬ 我们通过 “文明北京” 官方微博、
微信定期开展送票等活动ꎬ 培育了一批热衷参

与精神文明创建的忠诚 “粉丝”ꎮ

三、 坚持 “颠覆创新”ꎬ 与各界融合联动
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生命之源ꎮ “文明北

京” 不拼技术比 “走心”ꎬ 让老品牌有新亮点、
新品牌有好卖点ꎮ

１. 开通微信音频栏目ꎬ 创新传播形式ꎮ 为

更好地宣传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ꎬ 我们通过

第三方公司的技术支持ꎬ 在 “文明北京” 官方

微信推出 “音频故事” 专栏ꎬ 聘请专业播音员

讲述好人故事ꎬ 让网友在柔美配乐中ꎬ 享受满

满正能量ꎮ 该专栏支持转发、 点赞、 留言等功

能ꎬ 还可以通过 “摇一摇” 与其他听众互动ꎮ
目前已收录 «超级憨警司张超» «护林痴汉李

德青» «知心老师郑丹娜» 等 １１ 位好人故事ꎮ
２. 整合政务微博资源ꎬ 拓宽传播渠道ꎮ

积极寻找与 ７４ 家本地政务微博的契合点ꎬ 共

同开展网上活动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与 “北京发布”
官方微博联合开展了 “志愿互助友爱”
“走近身边好人 ３６５” 等微访谈ꎬ 累计阅读量

达 ４００ 余万人次ꎮ 与 “交通北京” 官方微博

联合开展 “绿色出行我承诺” 活动ꎬ 与 “平

安北京” 官方微博联合开展 “暖冬北京” 行

动ꎬ 充分展示首都的美好城市形象和市民的

良好精神风貌ꎮ
３. 形成全媒体攻势ꎬ 注重主题活动推广ꎮ

我们启动 “北京榜样” 主题活动后ꎬ 在每周一

由市属媒体和 “文明北京” 官方微博、 微信统

一发布周人物榜ꎬ 在每月底发布月度人物榜ꎬ
统一标识、 统一题目ꎬ 形成主流媒体强力推

进、 都市媒体全面参与、 新媒体同步跟进ꎬ 全

方位、 高频次、 立体化的宣传态势ꎬ 实现了宣

传内容全覆盖ꎮ

(首都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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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好人微访谈　 传播正能量

近年来ꎬ 重庆市将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和

感动人物等先进典型请到网上 “会客厅”ꎬ 深

入开展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ꎬ 充分发挥互联

网共享性、 即时性、 交互性优势ꎬ 让核心价值

观、 崇德向善理念通过 “微传播” 深入人心ꎮ
一、 整合网络平台ꎬ 共享 “好人资源”
为征集好人线索、 评选好人事迹、 整合好

人资源ꎬ 我们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ꎬ 利用新技

术新手段ꎬ 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搭建好人资源信息库ꎬ 为网民提供一个

学好人、 评好人、 做好人的有效载体ꎮ 一是开

放好人线索征集平台ꎮ 由市文明办统筹ꎬ 组织

华龙网、 大渝网等重点网站ꎬ 联合 ３８ 个区、 县

官方微博、 微信ꎬ 开展 “晒晒我们的身边好

人” 网上征集活动ꎬ 发动广大网民推荐心目中

的平民英雄、 草根模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全市推荐各

类好人好事线索 ９８００ 余条ꎮ 二是建立好人评选

联动平台ꎮ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总工

会、 团市委、 市妇联等五部门在重庆文明网、
华龙网开设好人推荐评议板块ꎬ 接受网友投

票ꎮ 在网络推荐基础上ꎬ 组织行业部门、 新闻

媒体、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热心人士召开评

审会ꎬ 共同评出当月 “重庆好人”ꎮ 截至目前ꎬ
共评选出 “重庆好人” ９９２ 位ꎬ 其中 ９２ 位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三是整合好人资源分享平台ꎮ
整合各类媒体资源ꎬ 将所有 “重庆好人” 的

３０００ 多条新闻报道、 ２０００ 多幅图片、 ５００ 多个

视频等分门别类梳理ꎬ 制作重庆市 “好人数据

库”ꎬ 并通过重庆文明网发布ꎬ 全方位、 立体

式展现 “重庆好人” 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ꎮ

二、 开展在线访谈ꎬ 传播 “好人故事”
网络微访谈与传统访谈最大的区别ꎬ 就是

不受访谈会场条件的约束ꎬ 在任何有网络的地

方都可以进行ꎮ 我们充分利用微访谈这个特

点ꎬ 邀请 ３００ 多位 “中国好人” “重庆好人”
“感动人物” 等各类道德先进人物ꎬ 开展微访

谈活动ꎬ 倡导好人精神ꎬ 弘扬好人文化ꎮ 一是

网络 “直播” 微访谈ꎮ 每场访谈ꎬ 我们通过视

频、 图文在重庆文明网、 华龙网进行同步直

播ꎬ 网友可以随时查看嘉宾的访谈内容ꎮ 同

时ꎬ 网友可以通过微博提问ꎬ 与嘉宾进行实时

交流ꎮ 活动开展一年多来ꎬ “好人在身边” 相

关网络话题讨论量超过 ７００ 万条ꎬ 网友互动超

过 １１００ 多万人次ꎬ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成为

重庆市最具人气的网络访谈ꎮ 二是微博微信

“转播” 微访谈ꎮ 每场微访谈ꎬ 我们会组织部

分热心市民、 学生代表、 公益团体代表到现场

观摩ꎬ 并邀请观众通过微博、 微信朋友圈上传

现场图片ꎬ 分享访谈感悟ꎬ 传播好人事迹ꎬ 参

与 “文明重庆” 微博和微信 “好人在身边” 话

题讨论ꎬ 通过 “人人分享” 让好人事迹 “传播

千里”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重庆市 “爱心木匠” 敖

顺福被邀请参加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后ꎬ 他

多年来资助数十位贫困学生的事迹在微信朋友

圈上被网友传播ꎬ 不到一周ꎬ 转发量就超过 ７０
万条ꎮ 三是微视频 “录播” 微访谈ꎮ 微访谈是

记录每位好人心路历程的崭新方式ꎮ 我们组织

技术力量ꎬ 将微访谈实况与模范人物其他视频

混合剪辑ꎬ 制成 “好人在身边” 系列微视频ꎬ
通过网站广泛传播ꎬ 让微访谈留得下、 传得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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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ꎮ 以 “中国好人” 黄涛为原型拍摄制作的微

视频 «你所站立的地方叫安心»ꎬ 将一位奋斗

在 １ 平方公里 “战场”、 用指尖打造 “智慧交

通” 的优秀交巡警形象刻画得细腻入微ꎬ 受到

网友追捧ꎬ 点击量超过 ２００ 余万次ꎮ
三、 线上线下联动ꎬ 放大 “好人效应”
我们不仅让好人典型走进互联网ꎬ 成为网

络宣传的主角ꎬ 更让好人宣传走到线下ꎬ 通过

线下实践ꎬ 放大 “好人效应”ꎬ 让好人精神在

重庆生根发芽ꎮ 一是从网上学习到网下践行ꎮ
每位参加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的模范人物ꎬ
都会被邀请注册成为重庆市志愿者ꎬ 参加线下

志愿服务ꎮ 截至目前ꎬ 我们组织开展了服务春

运的 “暖冬行动”、 爱心送考的 “雷锋的士”、
文明出行的 “礼让斑马线”、 文明出游的 “美
景美行” 等活动ꎬ 有 ２１０ 多位好人参与了线下

志愿服务ꎮ 在他们的带动下ꎬ 越来越多的市民

加入到了志愿者服务行列ꎮ 截至目前ꎬ 重庆市

注册志愿者累计达 ２８６ 万人ꎮ 二是从网上尊崇

到网下帮扶ꎮ 通过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ꎬ 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好人们学习ꎮ 同时ꎬ 一些

家庭困难的好人也得到了各界帮扶与关爱ꎮ 市

文明办、 市慈善总会每月中旬在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现场ꎬ 给 ５ 名没有固定收入、 生活困难

或因帮助他人而造成自身人身财产损失的 “重
庆好人” 资助 ５０００ 元ꎻ 重庆银行承办了 ２０１４
年度 “好人在身边” 所有的微访谈ꎬ 并给予 ２０
位 “中国好人” 每人 １ 万元慰问金ꎻ 重医附二

院为百位 “身边好人” 进行了免费体检ꎮ 三是

从网上传播到网下弘扬ꎮ 我们将所有参加微访

谈活动的嘉宾信息进行汇总ꎬ 制作了 “重庆好

人” 地图ꎬ 展现了全市各地好人 “群星璀璨”
的生动局面ꎮ 组织重庆日报、 重庆电台、 重庆

电视台、 重庆晚报、 重庆晨报、 华龙网等 ８ 家

市属媒体ꎬ 重点宣传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活

动ꎬ 扩大 “好人效应”ꎮ 同时ꎬ 以 “好人在身

边” 微访谈嘉宾为人物形象的公益广告ꎬ 也登

上了建筑围挡、 公交车身和繁华商圈ꎬ 让广大

市民真切感受到 “好人就在身边”ꎮ
“好人在身边” 微访谈ꎬ 打通了先进典型

学习宣传 “最后一公里”ꎬ 借助网络让好人事

迹走街进巷、 家喻户晓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继续

办好 “好人在身边” 系列微访谈ꎬ 让微访谈更

加符合现代传播规律和受众需求ꎬ 更好地讲述

好人故事ꎬ 传播正能量ꎮ
(重庆市文明办)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打造 «好人 ３６５» 品牌　 助推网络精神文明建设

«好人 ３６５» 专栏是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

网倾力打造的网络正能量品牌ꎬ 是讲好中国故

事的有效载体ꎮ 包头市紧紧围绕 «好人 ３６５»
品牌ꎬ 广泛讲述好人故事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走进城乡群众心坎里ꎮ
一、 全媒体联合ꎬ 塑造 «好人 ３６５» 品牌
«好人 ３６５» 栏目设立以来ꎬ 包头组织本地

网络媒体、 微信矩阵、 传统媒体联合发力ꎬ 扩

大 «好人 ３６５» 的品牌影响力ꎮ
一是网络立体式宣传ꎮ 包头文明网协同包

头新闻网、 包头政府网、 包头广电网以及 ８００
多家文明单位网站ꎬ 每天第一时间更新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故事ꎬ 并在首页显著位置设置

«好人 ３６５» 专栏入口ꎮ 组织评论员针对 «好人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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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栏目、 人物事迹撰写深度评论ꎬ 其中

« ‹好人 ３６５›: 流动的 “摄像头” 打造坚固的

爱» «无私 “好邻居” 无价好精神» 等评论文

章受到广大网友的点赞好评ꎮ 同时ꎬ 我们还建

设了包头好人网ꎬ 实现好人投票、 评选、 表

彰、 宣传网络一体化ꎬ 方便网友网上推荐、 查

阅规则、 了解事迹ꎬ 提升了网友的参与度ꎮ
二是新媒体矩阵传播ꎮ 利用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快、 范围广、 形式新等特

点ꎬ 组织包头政务 “双微” 平台和各旗、 县

区、 委办局官方微信微博ꎬ 组成 “双微” 矩阵

联盟ꎬ 集中宣传 «好人 ３６５» 上榜人物ꎬ 分享

中国人的平凡故事ꎮ 发动 “０４７２ ｃｏｍ” “包头

人脉” “包头大管家” 等 １２ 家在本地影响力

大、 知名度高的微信公众平台ꎬ 每天定时推送

«好人 ３６５» 栏目ꎻ 在全市各级文明单位中ꎬ 建

立 «好人 ３６５» 微信学习分享群ꎬ 组织成员畅

谈学习体会ꎬ 并通过个人微博、 微信朋友圈分

享学习心得ꎮ
三是平面媒体协调联动ꎮ 将 «好人 ３６５»

故事与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相结合ꎬ 制作公

益广告ꎬ 覆盖城市主要街道、 公园广场、 车

站、 公交站亭、 社区 (村、 嘎查)ꎬ 并利用大

型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ꎬ 累计刊发约 ６０００ 幅ꎮ
印制 «好人市民手册» «包头好人 ３６５» 连环

画 １０ 万余册ꎬ 在公交车、 火车站候车厅等人流

密集的公共场所设立赠阅点ꎬ 供市民领取学

习ꎮ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今ꎬ 包头日报、 包

头晚报连载 «好人 ３６５» 故事ꎬ 发布 «好人

３６５» 故事 ２６０ 个ꎬ 总传播量达 ２１６０ 万次ꎮ
二、 创新方式方法ꎬ 传播 «好人 ３６５»

精神
围绕 «好人 ３６５» 感人事迹ꎬ 通过新媒体

多形式、 多角度传播好人事迹ꎬ 深入挖掘、 弘

扬好人精神ꎮ
一是开设网上展播厅ꎮ 将 «好人 ３６５» 封

面原型人物 “好邻居” 彭景武、 ４８ 年传承雷锋

精神的 “中国好人” 陈文学以及全国道德模范

朱清章等人物事迹制作成视频ꎬ 进行网上展

播ꎮ 同时ꎬ 在展播页面设置 “一键分享” 功

能ꎬ 让网友可以随时转发视频ꎮ 网上好人事迹

累计被转发 １００ 余万次ꎬ 其中仅朱清章的视频

点击量就超过 １０ 万次ꎮ
二是打造文明游戏厅ꎮ 开发 «好人 ３６５»

点赞小游戏ꎬ 将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事迹融

入游戏中ꎬ 并设置奖品ꎬ 约 ３ 万名网民参与ꎮ
今年 ５ 月ꎬ 再度推出小游戏 “找出你心目中的

最好人”ꎬ 通过人物事迹猜对应的好人ꎬ 在轻

松氛围中对 «好人 ３６５» 人物事迹进行了普及ꎮ
游戏推出后再度引起广泛关注ꎬ 仅半天ꎬ 访问

量就突破 ３０００ 余次ꎬ 创下 “文明包头” 微信

订阅号新纪录ꎮ
三是创办好人曲艺馆ꎮ 将 “包头好人” 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ꎬ 编成朗朗上口

的民谣、 三字经、 二人台、 快板、 顺口溜、 小

品、 歌曲等曲艺形式ꎬ 进行网上展播ꎬ 创办

«好人 ３６５» 曲艺网上展馆ꎬ 倡导 “好人文

化”ꎮ 同时ꎬ 举办 «好人 ３６５» 网上曲艺竞赛ꎬ
对于优秀作品给予奖励ꎮ

三、 积极参与实践ꎬ 扩大 «好人 ３６５»
正效应

通过广泛宣传 «好人 ３６５» 品牌ꎬ 越来越

多的市民开始关注好人好事、 传播好人事迹ꎬ
争做好人现象在市民中蔚然成风ꎮ

一是传递好人有好报的价值理念ꎮ 包头

“救火五兄弟” 事迹在 «好人 ３６５» 栏目刊播

后ꎬ 网友纷纷给他们点赞好评ꎬ 他们所在的配

送公司增加了近 １ 倍订餐用户ꎬ 生意越来越好ꎬ
传递了好人有好报的 “正能量”ꎮ 配送公司还

开设了微信公众号ꎬ 转发中国文明网 «好人

３６５» 封面原型人物事迹ꎬ 倡导 “好人有好报”
的价值理念ꎮ

二是发挥好人示范引领的联动效应ꎮ 随着

«好人 ３６５» 影响不断扩大ꎬ 包头市越来越多的

群众参与到学好人、 做好事的实践活动中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杭锦后旗 ４００ 万斤西瓜出现滞销ꎬ 一

条 “帮助家乡瓜农! 爱心买瓜活动开始!” 的

爱心助农信息在网络上发布后ꎬ 无数网民加入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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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接力队伍ꎬ 帮助瓜农渡过难关ꎮ 今年 ５ 月ꎬ
一名 １４ 岁女孩补课后失联ꎬ 包头 “双微矩阵”
联盟发布了寻找失联女孩的消息ꎬ 包头市 “蓝
天志愿者救援队” “爱心公益志愿者服务队”
等多个公益组织纷纷出车、 出人参与寻找ꎬ 寻

人启事被 ３０ 多万网友阅读并转发ꎬ 全城接力ꎬ
找回失联女孩ꎮ

三是营造人人做好人的浓厚氛围ꎮ 随着

«好人 ３６５» 品牌逐渐深入人心ꎬ 我们趁热打

铁ꎬ 开展了 “我与好人合个影” “ «好人 ３６５»
我想对你说” “好人 ３６５ 之最” “身边好人网络

摄影大赛” 等多个特色传播活动ꎬ 有 ２００ 余万

人次参与ꎮ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文明办)

江苏省无锡市

凝聚 “大 Ｖ” 正能量　 引领文明新风尚

网络 “大 Ｖ” 因粉丝众多、 话语权大ꎬ 是

网络文明传播中不可忽视的意见领袖ꎮ 近年

来ꎬ 无锡市文明办在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办的

正确领导和中国文明网的具体指导下ꎬ 牢牢把

握网络文明传播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ꎬ 将网

络 “大 Ｖ” 纳入工作视线ꎬ 发展了一支以本地

“大 Ｖ” 为主、 无锡籍名人 “大 Ｖ” 为补充的

２７ 人、 粉丝总数达 １０５２ 万的网络文明传播

“大 Ｖ” 队伍ꎬ 为网聚正能量、 弘扬真善美ꎬ
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助力加分ꎮ

一、 注重顶层设计ꎬ 建强工作队伍
牢牢抓住队伍建设这个根本ꎬ 打造一支有

担当、 业务精的网络文明传播 “大 Ｖ” 志愿者

队伍ꎮ
１. 高点定位ꎬ 强势启动ꎮ 印发 «关于做好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ꎬ 明确将

发展网络文明传播 “大 Ｖ” 志愿者作为工作重

中之重ꎮ 依托 “无锡发布” 政务微博平台建立

“名人堂”ꎬ 安排网络 “大 Ｖ” 集中入驻ꎬ 为其

开设专属展示窗口ꎬ 充分发挥名人的品牌效应

和聚合能量ꎮ
２. 跨界整合ꎬ 做大格局ꎮ 瞄准经济、 文

化、 艺术、 体育、 公益等领域以及道德模范网

络 “大 Ｖ”ꎬ 邀请他们加入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ꎮ 目前ꎬ 我们的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中ꎬ 经

济界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红豆集团总裁周海

江ꎬ 文化艺术界有复旦大学教授、 百家讲坛主

讲人之一钱文忠ꎬ 体育界有我国首位斯诺克世

界冠军丁俊晖ꎬ 公益慈善界有中国好人、 全国

肺移植顶级专家陈静瑜ꎬ 道德模范有全国 “最
美志愿者” 周明珠等知名人士ꎬ 这些名人拥有

众多铁杆粉丝ꎬ 依靠他们在网上传播文明ꎬ 有力

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传播

与弘扬ꎮ
３. 积极引导ꎬ 强化主业ꎮ 引导网络 “大 Ｖ”

关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

重要窗口———中国文明网ꎬ 全面掌握方针政策

和部署安排ꎬ 深入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推荐评选、 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 学雷锋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ꎬ 有的

放矢地撰写、 发布有分量、 有见地的博客、 微

博ꎬ 推出 “网络 ‘大 Ｖ’ 每周美文” 栏目ꎬ 借

助网络 “大 Ｖ” 的影响力ꎬ 扩大宣传思想文化

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网上的传播力ꎮ
二、 坚持创新求实ꎬ 凸显传播效果
坚持以人为本、 量体裁衣ꎬ 充分发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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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Ｖ” 自身优势ꎬ 按照 “互联网＋” 思维ꎬ 全

力做好工作ꎮ
１. “互联网＋核心价值”ꎮ 近年来ꎬ 先后组

织网络 “大 Ｖ” 开展 “好人 ３６５” “一封微家

书” “感动我的城市细节” “老物件里的抗战故

事” 等传播活动ꎬ 并组织其他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点赞、 转发ꎻ 以 “传递无锡爱情满回乡

路” 为主题开展系列传播活动ꎬ 邀请网络 “大
Ｖ” 聚焦农民工、 环卫工人等特殊群体和热点

话题ꎬ 开展为农民工兄弟 “在线送祝福”、 为

环卫工人 “夏日送清凉” 等活动ꎮ 在无锡电视

台、 江南晚报等本地媒体开设 «扯扯老空之

“说说身边好人” » «寻访最美志愿者» 等专

栏ꎬ 邀请网络 “大 Ｖ” 以闲话家常、 现场寻访

的方式ꎬ 讲述身边好人的善行义举ꎬ 传递崇德

向上的时代强音ꎮ
２. “互联网＋传统文化”ꎮ 开展 “晒晒我的

好家风好家训” 传播活动ꎬ 组织网络 “大 Ｖ”
走进无锡惠山祠堂群ꎬ 寻访此处唐代至民国时

期 １１８ 间祠堂建筑中的家风家训ꎬ 将 ８７ 个姓

氏、 家规编印成册ꎬ 上网展示ꎮ 围绕春节、 端

午、 中秋等传统节日ꎬ 邀请网络 “大 Ｖ” 讲典

故、 做解读ꎬ 制成微视频上网发布传播ꎮ 开展

“最美乡音” 童谣传唱ꎬ 网络 “大 Ｖ” 担任导

师ꎬ 走到线下活动现场ꎬ 指导儿童穿着蓝印花

布衣ꎬ 操着吴地方言进行表演ꎬ 把活在乡村里

的传统文化和长在百姓心里的价值观ꎬ 以中国

故事、 亲情乡愁的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ꎮ
３. “互联网＋公益志愿”ꎮ 推出崇德乐善

“一月一主题” 公益活动ꎬ 全年每月明确一个

主题开展系列公益活动ꎮ 为确保效果ꎬ 网络

“大 Ｖ” 线上宣传、 线下介入ꎬ 推动公益志愿

活动蓬勃兴起ꎮ 连续 ４ 年举办 “网民公益体

育” 大会ꎬ 借助丁俊晖等无锡籍体育名人影响

力ꎬ 动员网民暂别鼠标键盘ꎬ 走进青山绿水ꎬ
享受健康生活ꎮ 同时ꎬ 在活动现场配套推出

“为孩子送双鞋” “一本书的爱” 等微公益活

动ꎬ 募集善款 ２００ 余万元ꎮ
三、 规范日常运行ꎬ 推动健康发展
为促进网络文明传播 “大 Ｖ” 志愿者队伍

持续健康发展ꎬ 我们始终坚持 “勤沟通、 抓保

障、 明底线” 原则ꎮ
１. 面对面沟通ꎮ 建立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

务工作 ＱＱ 群、 微信群ꎬ 及时发布工作要点、
信息提示ꎮ 组织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与网络

“大 Ｖ” “互粉”ꎬ 密切联系ꎬ 学习网络 “大 Ｖ”
在话题设置、 观点提炼、 文字表述、 微刊制作

等方面的方法和技巧ꎬ 以 “大 Ｖ” 为种子ꎬ 带

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ꎮ
２. 心贴心关爱ꎮ 定期举办 “网络 ‘大 Ｖ’

看无锡” “网络名家家乡行” 等活动ꎬ 既融洽

团队关系ꎬ 又喜看无锡发展新貌ꎬ 增添做好城

市文明形象代言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ꎮ 同时ꎬ
加大推优表彰力度ꎬ 我市网络 “大 Ｖ” 中有 ３
人分别当选 “中国好人”、 全国 “最美志愿

者”、 “全国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ꎮ
３. 硬碰硬执纪ꎮ 举行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文明上网自律公约» 签名活动ꎬ 号召网络

“大 Ｖ” 带头承诺 “遵纪守法、 发展先进文化、
诚实守信、 践行社会关爱”ꎻ 针对相关舆情热

点ꎬ 无锡文明办定时提示网络 “大 Ｖ” 要强化

底线意识ꎬ 不信谣、 不传谣ꎬ 做网络文明的建

设者、 传递者和守护者ꎮ

(江苏省无锡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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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

建好建强宁波文明网　 推动网络文明新提升

宁波是全国六个 “文明城市四连冠” 城市

之一ꎮ 近年来ꎬ 我们既高度重视传统的精神文

明建设内容ꎬ 又突出抓好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年底组建宁波文明网以来ꎬ 积极

创新办网思路、 做优网站内容、 拓展网站功

能ꎬ 网站的竞争力、 传播力、 影响力不断扩

大ꎬ 在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精

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一、 创新工作机制ꎬ 增强文明网的

实力
加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与时俱进、 不

断创新ꎬ 建好建强文明网ꎬ 既是精神文明建设

创新的成果ꎬ 也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发

展的平台ꎮ
１. 强化保障机制ꎮ 宁波市对网络精神文明

建设高度重视ꎬ 浙江省委常委、 宁波市委书记

刘奇明确要求 “建好宁波文明网ꎬ 建强网上主

阵地ꎬ 唱响网上主旋律”ꎮ 市文明委专题研究

文明传播工作ꎬ 财政每年划拨网站专项经费

１２０ 万元ꎮ 通过政府采购、 公开招标的形式ꎬ
引入本地最大的综合性门户网站ꎬ 由该公司派

驻 ７ 人专业团队负责网站的日常建设管理ꎮ 制

定实施了人员管理、 业务培训、 技术建设、 绩

效考核等一系列办法ꎬ 推动网站运营规范化、
专业化ꎮ

２. 构建信息网络ꎮ 组织开发 “宁波市精神

文明建设信息报送管理系统”ꎬ 联通 “社区、
村镇、 文明单位” 三级信息报送渠道ꎬ 管理

２０００ 余名基层信息员、 ５０００ 余名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和 ２００ 余名文明评论员ꎬ 确保信息获取

即时化、 全域化ꎮ
３. 推动融合传播ꎮ 积极适应移动互联网发

展要求ꎬ 建立 “文明宁波” 微博、 微信公众号

新媒体发布平台ꎬ 同时与 “宁波发布” 等政务

微博、 微信群互联互通ꎬ 建立入口ꎬ 拓宽传播

渠道、 扩大覆盖人群ꎮ 推动县 (市) 区文明网

建设ꎬ 建成 ７ 个县区级文明网站ꎮ 与 ６ 家市级

主流媒体组建文明传播联盟ꎬ 发挥各自特色ꎬ
做到文明热点共同关注、 文明新风共同弘扬ꎮ

二、 坚持内容立站ꎬ 提升文明网传

播力
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是网络精神文明

建设的首要职责ꎮ 建好建强文明网ꎬ 内容是根

本、 传播力是关键ꎮ
１. 突出重点宣传ꎮ 宁波文明网目前设置了

２３ 个板块、 ４８ 个栏目ꎬ 涵盖文明城市创建、 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志

愿服务制度化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在

加强日常宣传报道的同时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宣传作为重中之重ꎬ 大力宣传全市各行

各业、 广大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鲜活经验ꎮ 发起 “我的价值观我的微心

语” 征集活动ꎬ 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１３０
万ꎬ 收到全国各地网友微博、 微信投稿近万

条ꎬ 累计覆盖用户 ４６８ １ 万ꎮ
２. 突出典型宣传ꎮ 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ꎬ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ꎬ 也是网络宣传的

有力武器ꎮ 通过几年努力ꎬ 宁波文明网已成为

各行各业、 各类先进典型的大展台ꎮ 我们在宁

波文明网、 宁波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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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 «３６５ 道德风尚榜» 等专题专栏ꎬ 刊登了

“小巷总理” 俞复玲、 “新时期的时传祥” 王光

明、 “天使奶奶” 胡秀芝等一大批先进典型ꎬ
大力弘扬 “爱心宁波尚德甬城” 良好社会

风尚ꎮ
３. 突出特色宣传ꎮ 开办 “文明有礼中国

人” 频道ꎬ 开设 “言谈举止、 公共场所、 邻里

相处、 行路驾车、 旅游观光、 网上交流” 六个

特色板块ꎬ 大力宣传文明礼仪知识ꎬ 引导广大

网民说文明话、 做文明事、 当文明人ꎮ 在 ２０１３
年中国优秀政务平台推荐及综合影响力评估

中ꎬ “文明有礼中国人” 栏目被评为 “中国互

联网文明传播特色栏目”ꎮ
三、 注重推动实践ꎬ 扩大文明网影

响力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

推动实践ꎮ 建好建强文明网ꎬ 既要注重线上宣

传ꎬ 更要注重线下活动ꎮ
１. 聚集创建合力ꎮ 我们十分注重运用网络

宣传来提升群众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知晓度、
认同度和参与度ꎮ 宁波作为爱心城市ꎬ 有着深厚

的志愿服务基础ꎬ 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志愿

服务ꎬ 我们充分发挥网络的宣传动员优势ꎬ 联合

市志愿服务协会、 ８１８９０ 便民服务中心、 市公益

创投中心等单位ꎬ 建立网络宣传平台ꎬ 广泛开展

志愿服务知识普及、 供需对接、 专业培训等活

动ꎬ 目前全市有注册志愿者 ８５ 万人ꎮ
２. 推动攻坚克难ꎮ 围绕创建重点难点ꎬ 在

市级媒体开辟了 “聚焦创建” 专栏ꎬ 引导群众

针对文明创建诊刺、 挑刺、 拔刺ꎮ 为加强诚信

制度化建设ꎬ 宁波文明网协同有关单位大力宣

传信用预警、 失信公示、 红黑榜发布等制度ꎬ
曝光 “老赖” ４ ８ 万名ꎮ 借力网络深入推进窗

口行业规范化服务ꎬ 与交通、 公安等 ２５ 个行业

联合开展优质服务竞赛和 “最美” 系列网络评

比ꎬ 参与市民达 ２０ 余万人次ꎮ 开展 “骑行检

查” “宣传部部长讲故事” 等征文活动ꎬ 通过

宣传部部长、 文明办主任分享自己骑行督导感

受、 创建工作心得ꎬ 让文明创建工作被更多市

民熟知ꎮ
３. 提升市民素质ꎮ 围绕 “做文明有礼的宁

波人” 主题ꎬ 在网上广泛倡导 “五自觉一主

动”ꎬ 引导市民群众从自身、 从小事践行文明ꎮ
我们还将 “微心愿公益集市” 从网上搬到了网

下ꎬ 发动爱心团队和热心市民现场认领其他人

的 “微心愿”ꎬ 先后有 １０５ 个项目被认领ꎬ 活

动共募集善款 ６４６ ４ 万元ꎬ 活动参与人数达

３０００ 余人ꎮ
互联网不断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ꎬ 网络精

神文明建设也需要常做常新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

按照中央文明办的部署要求ꎬ 积极适应新的形

势任务ꎬ 主动作为、 勇于创新ꎬ 为网络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浙江省宁波市文明办)

福建省福州市

运用先进网络平台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ꎬ 福州市认真研究网民的媒介使用

习惯ꎬ 创新传播的内容方式ꎬ 在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 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方面做了

一些探索ꎮ 微信公众号 “福州微文明” 已成为

０９４



经验交流

福州当地活跃而有影响力的新媒体传播平台ꎮ
一、 挖掘特色文化资源ꎬ 丰富传统文

化传播的内容形式
福州历来先贤辈出ꎬ 深厚的历史积淀让福

州拥有众多特色文化资源ꎮ 我们充分发挥互联

网平台的传播优势ꎬ 立足本地ꎬ 将乡贤文化、
优秀家风、 传统民俗进行广泛传播ꎮ

１. 推出乡土文化内容ꎬ 激发网友爱乡思乡

之情ꎮ 一方面ꎬ 运用福州丰富的人文历史资

源ꎬ 精心制作内容积极向上、 富含乡土味道的

主题专栏ꎬ 发布 «福州百个地名来历» «新老

福州饮食文化» «福州俗语盘点» «揭秘福州书

院文化» «福州十大最美读书好去处» 等专题ꎬ
深受当地网友的好评ꎮ 另一方面ꎬ «福州十大

最美读书好去处» 阅读量达 ３０ 多万人次ꎮ 与

此同步ꎬ 我们在网络上精心组织一系列互动活

动ꎬ 如开展 “福州十大魅力街巷” “福州最美

文化村” “福州最诱人传统小吃” 等投票活动ꎬ
网友积极参与ꎮ 由市文明办和福州晚报社联合

举办的 “福州最美文化村” 评选活动ꎬ 网友投

票量达 １６３ 万人次ꎮ
２. 深挖名人先贤智慧ꎬ 传播优良家训乡

风ꎮ 福州具有深厚的乡贤传统ꎬ 留下了许多优

秀的家风家训ꎮ 我们依托互联网精心组织 “你
所了解的福州家风家训” 征集活动ꎬ 共征集古

今各类家训 １３００ 多条ꎬ 其中严复的 “虽然一

息尚存ꎬ 不容稍懈”ꎬ 林则徐的 “父母不孝ꎬ
奉神无益ꎻ 兄弟不和ꎬ 交友无益” 等家训名

言ꎬ 砥砺品格、 令人深思ꎮ 对于评选出的家风

家训ꎬ 我们邀请省、 市知名书法家进行家风家

训书法创作ꎬ 并在微文明平台上进行展示ꎬ 受

到网友热情点赞ꎮ
３. 传承特色节俗文化ꎬ 弘扬传统孝道美

德ꎮ “拗九节” 是福州特有的传统节日ꎮ 今年

我们制作了以孝顺故事为主题、 时长 ３ 分钟的

“拗九节” 微电影ꎬ 在 “福州微文明” 微信、
微博等平台上反复播放ꎬ 引起广大网友的共鸣

和点赞ꎮ 福州文明网、 “福州微文明” 还开展

了 “晒自制的 ‘拗节粥’ ” “晒孝顺自拍照”

等活动ꎬ 网友上传照片 ３２００ 多张ꎬ 分享对传承

传统节日文化的见解ꎮ
二、 联合民间社团力量ꎬ 搭建网上文

化活动新平台
重视民间文化团体、 协会等社会力量ꎬ 着

力整合各方资源ꎬ 建设网上文化学习交流

阵地ꎮ
１. 成立 “网上书友会”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我们依

托梦山书屋平台ꎬ 成立了福州市梦山书友会ꎬ 定

期开展 “作品分享会” “大梦话孔子” “国学经

典分享会” “大梦百家说” 等学习交流活动ꎮ 同

时ꎬ 我们在 “福州微文明” 建立网上 “梦山书

友会” 平台ꎬ 定期发布预告、 展示活动ꎬ 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ꎬ 吸引广大读书爱好者参与ꎬ 目前

书友会拥有网络注册书友 ５２８０ 多人ꎮ
２. 打造 “网上非遗博物馆”ꎮ 与福州伬唱协

会、 福州市艺校等社会各界非遗文化组织合作ꎬ
通过福州文明网、 “福州微文明”、 文明福州微

博平台ꎬ 邀请著名非遗传承人ꎬ 向网友介绍闽

剧、 伬唱、 福州评话、 福州方言歌曲演唱等非遗

文化ꎮ 发布花灯制作技艺、 软木画制作、 香店拳

拳法等传统技艺教学视频ꎬ 一些精彩的图文、 视

频被中新网、 新浪网、 腾讯网等大量转发ꎮ 我们

与腾讯大闽网合作ꎬ 举办 “寻找身边春节的足

迹” “追寻闽都先贤遗踪” 网上摄影展、 端午节

“午时书” 网上书法展示等活动ꎬ 累计吸引 ５００
余万网友参加ꎮ

３. 建立 “网上志愿团队之家”ꎮ 为了拓展

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渠道ꎬ 我们联合福建省环保

志愿者协会、 福建观鸟协会、 橄榄树助盲志愿

者协会、 闽都文化志愿者传播服务队等 １２０ 多

家在福州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志愿服务

组织ꎬ 加入 “福州微文明” 平台ꎬ 定期发布志

愿服务消息ꎬ 开展空巢老人家庭行、 网络社区

邻里节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动网络平台与志愿

服务工作深度融合ꎮ
三、 打造网络文化品牌ꎬ 扩大网络文

明传播的影响力
坚持为民、 利民、 育民的原则ꎬ 致力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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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批市民喜爱、 网民关注的网络文化品牌ꎮ
１. 打造 “网上书香榕城”ꎮ 今年 ４２３ 世

界读书日期间ꎬ 我们联合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

会、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 打

造全民阅读公共服务平台——— “书香榕城” 微

信图书馆ꎮ 该微信图书馆拥有有声读物 ３ 万多

集ꎬ 网友只需关注 “福州微文明” 微信公众号ꎬ
即可免费阅读微信图书馆上的数字图书ꎮ 微信

图书馆开通 ３ 个月以来ꎬ 受到网友的普遍喜爱ꎬ
图书阅读量达到 ６ 万多册 (次)ꎮ 同时ꎬ “微文

明平台” 制作发布 «榕城阅读地图»ꎬ 汇总了福

州富有特色的书店、 书屋、 书院的详细信息ꎬ 同

步开展 “寻找最美书院” 活动ꎬ 网友上传的照

片、 文字等信息近万条ꎬ 点赞 ３２ 万余次ꎮ

２. 创办 “网络道德学堂”ꎮ 邀请本地文化学

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ꎬ 围绕 １２ 个主

题词进行专题宣讲ꎮ 孔子第 ７５ 代孙———孔祥语

每周在网络道德讲堂开讲一次ꎬ 为广大网友讲

授 «论语» «孝经» «弟子规» 等传统经典国学ꎮ
３. 开设 “网上礼仪学堂”ꎮ 今年十月ꎬ 福

州将举办全国第一届青年运动会ꎮ “福州微文

明” 微信公众号以此为契机ꎬ 开设 “文明礼仪

学堂” 专栏ꎬ 以礼仪知识有奖问答和主题手机

游戏相结合的形式ꎬ 向网友进行活动推介和文

明礼仪知识传播ꎬ 粉丝参与热情空前高涨ꎬ 为

青运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网络文明环境ꎮ

(福建省福州市文明办)

广东省惠州市

打造 “惠人惠语” 新品牌
传递文明惠州 “好声音”

惠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ꎬ 精心组建一支人数多、 反应快、 影响

大的 “网络红军” 队伍ꎬ 倾力打造 “惠人惠

语” 网络评论品牌ꎬ 致力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网络传播方式ꎬ 传递文明惠州 “好声音”ꎮ
一、 坚持深耕厚植ꎬ 培育网络文明传

播生力军
加强队伍建设是 “惠人惠语” 网络品牌建

设的基础和保障ꎮ 我们重点把好队伍关、 培训

关、 奖惩关ꎬ 培树惠州网络评论过硬品牌ꎮ
一是把好队伍关ꎮ 为抢占舆论主战场ꎬ 净

化网络空间ꎬ 我们积极吸纳各行业政治坚定、
热爱宣传、 熟悉网络的同志加入 “惠人惠语”
网络评论员队伍ꎮ 同时吸收 “黄细花” “李金

海” 等威信高、 粉丝多的惠州本地网络 “大

Ｖ” ２００ 多人加入ꎮ 三年间ꎬ 惠州评论员队伍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ꎬ 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５ 个骨干微信群 (ＱＱ 群)、 ３ ８ 万名评论员的

“网络红军” 队伍ꎮ
二是把好培训关ꎮ 为提升评论员网络评论

引导水平ꎬ 促进评论员间学习交流ꎬ 培养惠州

网络 “意见领袖”ꎬ 我们制定 «网络文明传播

工作年度培训计划»ꎬ 明确培训主题和重点ꎮ
每月邀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 专家教授和知名

网络写手ꎬ 就如何写好网络评论、 做好网上文

明引导等内容组织培训ꎮ 定期召开评论员座谈

会和分享会ꎬ 邀请评论员交流工作心得、 解决

实际问题、 实现资源共享ꎮ 目前ꎬ 已举办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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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１１０ 余场ꎮ
三是把好奖惩关ꎮ 为提高网评队伍工作效

率ꎬ 激发评论员工作积极性ꎬ 我们制定了 «惠
州文明网评论员工作手册» «惠州文明网评论

员管理办法»ꎬ 每月通过网评员自评、 行业联

评、 县 (区) 互评、 媒体综评等方式ꎬ 对网络

评论员工作进行考核ꎬ 对成绩进行通报ꎮ 同

时ꎬ 每年从文明创建经费中划拨 ６０ 万元用于

“惠人惠语” 评论品牌建设ꎬ 对表现优秀的个

人和集体进行奖励ꎮ
二、 坚持因势利导ꎬ 抢占网络文明传

播新高地
近年来ꎬ “惠人惠语” 始终围绕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ꎬ 关注网络热点、 社会焦

点ꎬ 进行网上文明引导ꎬ 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ꎮ
一是传播核心价值ꎮ 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组织网络评论员发声点

赞ꎬ 通过灵活多样、 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弘扬社

会主旋律ꎮ 去年以来ꎬ 我们围绕 “中国梦我的

梦” “寻找身边感人故事”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等主题ꎬ 相继组织 “惠人惠语” 评论员撰写了

相关评论 ２ 万多篇ꎬ 并在多个论坛、 微博发表ꎬ
网民转载、 跟帖、 留言超过数十万人次ꎮ

二是弘扬凡人善举ꎮ 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

传播迅速、 受众面广、 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ꎬ 因

势利导ꎬ 将传播好人好事、 弘扬凡人善举有效结

合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ꎬ 中国文明网 «好人 ３６５»
专栏推出后ꎬ “惠人惠语” 评论团队迅速反应ꎬ
每天组织 ３０ 名网评员对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

事迹进行点评、 跟帖ꎮ 同时ꎬ 联合今日惠州网、
东江传媒网、 惠州西子网等网络媒体刊载优秀

作品ꎮ 在 “惠人惠语” 的辐射带动下ꎬ 更多道

德模范、 身边好人的事迹被市民所熟知ꎬ 惠州城

掀起了一股学好人、 做好人的热潮ꎮ
三是关注舆论焦点ꎮ “惠人惠语” 时刻关

注舆论焦点、 社会热点ꎬ 对于网络谣言、 网络

暴力等不利于网络环境的言论ꎬ 主动发声ꎬ 让

正面声音占领网络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惠州

出现国内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ꎬ 一时间ꎬ 各种

谣言在网络上疯传ꎬ 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ꎮ 为

此ꎬ “惠人惠语” 组织骨干评论员撰写相关评

论 ６０ 余篇ꎬ 让市民了解疾病的真实情况和传播

特点ꎬ 针对各类网络谣言进行有效反击ꎬ 对网

络上的负面情绪进行正面疏导ꎬ 产生了积极的

引导效果ꎮ
三、 坚持贯穿融合ꎬ 形成网络文明传

播聚合力
坚持横纵联合、 多渠道整合ꎬ 推动各部门

联动、 线上线下互动ꎬ 努力形成品牌向外辐射

的新效应ꎮ
一是各部门协动ꎮ 定期联合市直、 区县、

企业、 高校等部门单位ꎬ 结合各自特点ꎬ 设置

相关议题ꎬ 开展网评活动ꎬ 扩大 “惠人惠语”
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惠州文明办与惠州

市旅游局联合开展 “文明旅游我代言” 活动ꎬ
“惠人惠语” 评论团队积极参与ꎬ 撰写 «让

“任性” 旅游触碰 “责任” 的藩篱» «找准

“大国公民” 文明价值点» 等百余篇反映文明

旅游的评论文章ꎬ 受到 ２００ 万网友点击关注ꎮ
二是全媒体互动ꎮ 为进一步提升 “惠人惠

语” 的品牌影响力ꎬ 组织协调惠州日报、 东江

时报、 惠州电视台和今日惠州网主流媒体和网

站同步开设 “惠人惠语” 专栏ꎬ 刊载优秀评论

作品 １１００ 余篇ꎬ 通过全媒体联动ꎬ 扩大了

“惠人惠语” 品牌在市民中的知晓度ꎬ 有效提

升了品牌影响力ꎮ
三是线上线下联动ꎮ 充分利用春节、 端午

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线上线下相结合ꎬ 开展主题

活动ꎬ 让线下活动成为 “惠人惠语” 品牌宣传

的有力支撑ꎮ 今年ꎬ 我们组织 “惠人惠语” 网

评员与 “惠州方向公益” “惠州曙光公益”
“东江帮办义工联盟” 等本地公益组织ꎬ 一起

开展了 “爱心微家书” 网络传播活动ꎬ 通过

“惠人惠语” 网上发动ꎬ 特色团队线下实践的

方式ꎬ 借助活动让 “惠人惠语” 品牌在群众心

中落地生根ꎮ
(广东省惠州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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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嘉定区

依托新媒体服务平台　 提升文明城区创建水平

上海市嘉定区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的过程

中ꎬ 按照 “互联网＋创城” 模式ꎬ 将新媒体平

台运用到文明创建工作中ꎬ 围绕打造 “礼乐嘉

定” 网络服务平台ꎬ 盘活公共资源ꎬ 提供便民

服务ꎬ 倡导社会文明新风ꎬ 推动了文明城区创

建工作的深入开展ꎮ
一、 整合资源、 创新载体ꎬ 打造文明

生活 “云平台”
为更好地吸引市民群众参与文明城区创

建ꎬ “礼乐嘉定” 将新媒体平台从单纯的 “掌
上宣传阵地” 延伸为 “数字生活服务”ꎬ 形成

了市民公共生活的综合性平台ꎮ
１. 打造 “市民掌上办事大厅”ꎮ 结合 “礼

乐嘉定” 各微信公众号的特点ꎬ 按照订阅用户

习惯ꎬ 对现有公众号进行功能升级ꎬ 添加网上

办事、 网上服务功能ꎮ “菊园有戏” 原是菊园

新区发布文化活动讯息的微信公众号ꎬ 经过改

版升级后ꎬ 增加了 “我要查” “我要约” “我
要看” 三个板块ꎬ 将门票预订、 门诊预约、 运

动场馆预订、 送餐上门、 数字阅读、 新闻推送

等各类生活服务功能融合于订阅号中ꎮ 目前ꎬ
此平台关注人数已达 １１０００ 余人ꎮ

２. 打造 “志愿者服务一键通”ꎮ 通过新媒

体新技术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管理水平ꎮ 以新成

路街道为试点ꎬ 打造 “ｅ 嘉人” 志愿服务点单

系统ꎬ 市民通过 “ ｅ 嘉人” ＡＰＰꎬ 即可查询并

预约志愿者上门服务ꎮ 为方便老人操作ꎬ 平台

设置了 “关爱一键通” 功能ꎬ 点击后可直接与

街道志愿服务中心取得联系ꎮ 市民还可在平台

上发起 “公益众筹”ꎬ 吸纳各方 “微力量” 参

与志愿服务ꎮ

３. 打造 “文明创建曝光台”ꎮ 结合文明

城区创建中的各类问题ꎬ 发动群众通过网络

曝光不文明行为ꎮ 嘉定文明网开设 “整改进

行时有图有真相” 栏目ꎬ 市民可以将城市

不文明现象以及对文明创建的意见、 建议ꎬ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反馈ꎬ 区文明办统一协调

相关部门进行跟踪解决ꎮ 据统计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至今ꎬ 通过网络平台发现问题 １５３００ 多个ꎬ
整改率达 ９０％以上ꎮ

二、 以人为本、 彰显个性ꎬ 让 “微文

明” 从指间到心间
“礼乐嘉定” 网络服务平台致力于用市民

愿意看、 容易懂、 易传播的方式ꎬ 通过 “云”
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互联网技术ꎬ 让传播内容

更贴近文明、 更深入人心ꎮ
１. 用活线上宣传ꎮ 结合创建重点工作ꎬ 精

心设计宣传载体ꎬ 用直观、 感性、 有趣的内容

提升宣传效果ꎮ 在 “我们的节日” 活动中ꎬ 推

出 Ｍｏ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 (动态图形) 动画 «春节ꎬ
你准备好了吗?» «端午那些事儿»ꎬ 受到网友

欢迎ꎮ 配合上海市整治三大陋习行动ꎬ 制作手

机游戏 “陋习大作战”ꎬ 网友下载 ３２ 万次ꎻ 结

合传承好家风好家训ꎬ 推出 “礼乐嘉定” 微信

贺卡ꎬ 网民转发超过 ２０ 万次ꎻ 配合信用体系建

设宣传ꎬ 出品 «诚信中国» ＭＶ 等等ꎮ 这些宣

传方式既满足了新媒体环境下网民 “碎片化”
的阅读需求ꎬ 又传播正能量ꎬ 受到了市民

追捧ꎮ
２. 做好文化服务ꎮ 依托 “礼乐嘉定” 文

化类平台进行数据分析ꎬ 对嘉定区各类影院、
剧场的各类节目按照 “冷门” “热门” 程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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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列ꎬ 并根据市民喜好程度ꎬ 对文艺表演节

目进行 “优胜劣汰”ꎬ 既满足了市民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ꎬ 又让政府的文化服务更有针

对性ꎮ
３. 弘扬善德理念ꎮ 我们开发了 “嘉定好人”

网上投票系统ꎬ 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给 “嘉定好

人” 投票ꎬ 也可以转发好人事迹到微博、 朋友

圈ꎬ 号召身边的人一起学好人、 做好人ꎮ 同时ꎬ
我们还着力推进 “上海市信用平台嘉定子平台”
建设ꎬ 将对地铁逃票、 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为的

处罚录入个人电子信用档案中ꎮ 个人还可以通

过电子平台随时查阅自己的信用积分ꎮ
三、 联动推介、 树立品牌ꎬ 促进文明

创建提质增效
为了更加贴近群众、 更好服务百姓ꎬ “礼

乐嘉定” 网络服务平台联动多方、 创新方式ꎬ
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度ꎬ 增强网上精神文明建设

平台黏合力ꎮ
１. 集聚多方力量ꎮ 在 “嘉定好人” 推荐、

评选过程中ꎬ 嘉定区首创了 “多级联动” 模

式ꎮ 市民通过网上投票系统推荐出的 “嘉定好

人”ꎬ 区文明办协调电视台、 报纸、 网络对好

人事迹进行全面宣传ꎮ 同时组织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传播扩散ꎬ 组织网络评论员在网站上发

帖造 势ꎬ 形 成 “ 网 上 推 荐———各 级 媒 体 宣

传———新媒体传播———志愿者网上扩散” 的宣

传合力ꎮ
２. 开展品牌推广ꎮ 定期组织不同形式的网

上活动ꎬ 推广品牌、 提升影响ꎮ 今年端午ꎬ
“礼乐嘉定”ꎬ 制作了微电影 «端午那些事儿»ꎬ
先通过微信平台贴出电影海报吸引网友关注ꎬ
然后通过嘉定文明网、 解放日报的微信平台播

出微电影ꎬ 开展 “截屏有奖” 网上互动活动ꎬ
并在全区户外 ＬＥＤ 大屏上定时播放电影ꎮ 我们

还对影片进行二次开发ꎬ 将片中的人物形象印

制在书签、 明信片、 扇子上ꎬ 向市民和中小学

生免费发放ꎮ 微电影一周内点击量过百万ꎬ 好

评如潮ꎬ 同时也极大地推广了 “礼乐嘉定” 微

信平台ꎬ 涨粉率达 ３０％ꎮ
３. 增强粉丝黏性ꎮ “礼乐嘉定” 致力于吸

引大家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建活动中ꎬ 增加关注

文明城区创建的 “铁杆粉丝”ꎮ 社区公益 “微
循环” 是 “礼乐嘉定” 平台打造的一个以兴趣

爱好自由结合的网络公益性平台ꎬ 通过网络发

挥市民特长ꎬ 聚集志同道合的伙伴ꎬ 自发形成

“微圈子” 开展公益活动ꎬ 让社区志愿服务精

神 “自己长出来”ꎮ 目前社区公益 “微循环”
注册各类公益团队近 ２０ 个ꎮ

(上海市嘉定区文明办)

东北新闻网

开设好人微博　 创新典型宣传

近年来ꎬ 东北新闻网强化互联网思维ꎬ 积

极探索ꎬ 不断创新ꎬ 特别是在学习宣传全国道

德模范郭明义的先进事迹方面ꎬ 将互联网新技

术新应用融合于新闻宣传中ꎬ 开拓思路、 创新

手段ꎬ 成功地把郭明义打造成为网上最具影响

力的道德典型ꎮ
一、 整合各方资源力量ꎬ 打通网上宣

传通道
２０１０ 年ꎬ 东北新闻网开始了郭明义的网站

宣传工作ꎬ 开通了 “当代雷锋郭明义” 网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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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站也成为学习郭明义网上最全的资

料库ꎮ
一是整合资源ꎬ 打造权威信息平台ꎮ 网站

开通后ꎬ 收集整合各地学习宣传郭明义的活动

信息ꎬ 并及时更新ꎬ 共收集宣传报道郭明义的

文字稿件 ６００ 多篇ꎬ 图片 ４００ 多幅ꎬ 视频 １００
多个ꎮ 新华网、 人民网、 新浪网、 搜狐网等全

国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均在各自首页

链接推广郭明义网站ꎬ 网站的总浏览人数达

１４００ 万 (次)ꎬ 网民评论 ２ ５ 万余条ꎮ 网站成

为网上学习和宣传郭明义最大最全最新的信息

平台ꎮ
二是发动媒体ꎬ 营造网络舆论氛围ꎮ 为了

更加生动形象地做好郭明义网上宣传ꎬ 派出记

者与郭明义一同生活、 一同劳动、 一同参加各

种爱心公益活动ꎮ 在深入学习基础上ꎬ 制作电

子杂志专题 «幸福正传———和 “当代雷锋” 郭

明义在一起的日子»ꎬ 通过文字、 图片、 音乐

等多种手段ꎬ 全面展示郭明义爱岗敬业、 助人

为乐、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ꎮ 专题一经推出ꎬ
当天访问人数 (ＩＰ) 达 ３００ 万ꎮ 广大网友在博

客、 论坛里进行转载ꎬ 网上形成了人人讨论幸

福观、 人人学习郭明义幸福观的浓厚舆论氛

围ꎮ 专题访问人数达到 １６００ 万ꎬ 页面浏览量

(ＰＶ) 达到 ５ ８ 亿多ꎮ
二、 开设微博互动话题ꎬ 培育网络意

见领袖
为使郭明义的网络影响力持续升温ꎬ 我们

运用微博这一新的传播手段ꎬ 打造网上宣传郭

明义的全新载体ꎮ
一是以 “亲和力” 提升人气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我们帮助郭明义开通了实名微博 “鞍钢

郭明义”ꎬ 并成立专门团队和郭明义一起研究ꎬ
组织线上线下公益活动ꎬ 策划微博话题ꎬ 监看

微博和评论ꎮ 在微博上ꎬ 郭明义不端架子ꎬ 不

做样子ꎬ 把自己平时的生活工作情况和参加爱

心活动的感受与网民分享ꎬ 使典型真实可靠、
可亲可敬、 可学可用ꎮ 郭明义微博的成功不仅

是对他本人的肯定ꎬ 更是对道德精神和榜样力

量的肯定ꎬ 许许多多的人通过郭明义微博ꎬ 和

他一道奉献爱心、 匡扶正气ꎬ 进一步彰显了社

会对道德责任感的强烈支持ꎮ
二是以 “传播力” 扩大影响ꎮ 郭明义微博

开通后受到广大网友热捧ꎬ 以日均增长 １ ４ 万

粉丝的速度名列微博新人排行榜第一位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粉丝突破 １００ 万ꎬ 成为网上最火的道

德模范微博ꎻ ９ 月进入新浪微博名人排行榜前

１００ 名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进入排行榜前 ５０ 名ꎻ ６
月ꎬ 粉丝突破 １０００ 万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粉丝数突

破 ２０００ 万ꎮ 他本人每天都通过微博把正能量传

递给全国网民ꎬ 已发布 １１０００ 多条ꎮ 郭明义微

博传递的正能量感染和引导着无数网民ꎬ 发挥

出在 “民间舆论场” 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作用ꎬ 成为真正的网络意见领袖和

“红色大 Ｖ”ꎮ 经过 ４ 年多的发展ꎬ 截至目前ꎬ
郭明义微博现有粉丝 ２１６０ 多万ꎬ 曾一度在新浪

名人排行第 ４７ 名ꎬ 覆盖网民达 ８０００ 万ꎬ 占全

国网民近 １ / ６ꎬ 已经成为一位网上有影响力和

号召力的微博主ꎮ
三、 延伸网络爱心团队ꎬ 丰富网络公

益话题
在维护好郭明义微博的同时ꎬ 建设以郭明

义为群主的 “郭明义爱心团队” 微博群ꎬ 有

３６００ 多个单位和个人加入ꎬ 成员人数超过 １０
万人ꎻ 组建了全国第一个道德模范微博群 “大
爱辽宁”ꎬ 我省 １２０ 位道德模范加入ꎮ 这两个

微博群和郭明义一道ꎬ 形成了网上正能量的

“大合唱”ꎮ
一是利用 “微电影” 创新宣传ꎮ 综合运用

新闻整合、 多媒体专题、 ３Ｄ 全景等多种宣传形

式和手段来宣传郭明义ꎮ 例如ꎬ 推广郭明义作

词的电影 «郭明义» 主题歌 «把幸福给你»ꎬ
点击量超过 ２ ３ 亿次ꎻ 用 ３Ｄ 技术制作的郭明

义先进事迹网上展馆ꎬ 流量超过 ２０００ 万ꎻ 等

等ꎮ 特别是在宣传郭明义事迹精神过程中ꎬ 我

们网站一些 ８０ 后、 ９０ 后的年轻人ꎬ 被郭明义

的精神所感动ꎬ 自发组织拍摄了 １０ 集系列微电

影 «我是郭明义»ꎬ 以 １０ 位先进模范人物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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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义 １０ 个真实故事ꎮ 微电影 «我是郭明义»
上线之后ꎬ 点击量达 ２ ２ 亿次ꎮ

二是成立 “小分队” 延伸力量ꎮ 凭借强大

的舆论号召力和活动影响力ꎬ 有近 ３００ 个学校、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成立了 “郭明义爱心团队”
分队ꎬ 遍及全国 ３０ 多个城市ꎮ 通过微博ꎬ ６ 万

人参加了爱心团队和爱心活动ꎬ 收到善款 １５００
万元ꎬ 有 １ 万多人得到了捐助ꎮ 正是由于郭明

义的加入ꎬ 微博上有关公益、 道德的话题越来

越多了ꎬ 微博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与内涵ꎮ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探索ꎬ 大胆实践ꎬ

继续在创新传播载体、 拓展传播渠道、 植根传

统文化上下功夫ꎬ 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ꎮ

(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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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简报信息

工作培训班

首都文明办

把握规律　 找准定位
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近年来ꎬ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简报信息工作

围绕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ꎬ 坚持

想大局、 找规律、 抓基础ꎬ 着力加大工作力

度ꎬ 推动简报信息工作有序、 有效开展ꎮ
一、 把握特点规律ꎬ 提升信息品质
着眼彰显内涵ꎬ 提升质量ꎬ 实现由 “简单

加工” 向 “综合处理” 转变ꎬ 力争使简报信息

工作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 “助推器”ꎮ
一是坚持高站位ꎬ 为全局服好务ꎮ 信息是

决策的基础和依据ꎬ 面对互联网高度普及、 移

动终端和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挑战ꎬ
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工作的职责要求和科学

定位ꎬ 努力在思想性、 针对性、 实效性上下功

夫ꎬ 巩固发挥好 “主渠道” 作用ꎮ 着眼中央文

明委和首都文明委重点工作ꎬ 将信息工作贯穿

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ꎬ
针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ꎬ 策划采写了一系列专题信息ꎬ 促进了重点

工作的宣传推广和整体推进ꎮ 例如ꎬ 围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编辑报送了 “北京

推出 ‘贝贝、 晶晶’ 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卡通画” “ ‘北京榜样’ 大型主题活动开展”
“ ‘迎接 ＡＰＥＣ 精彩北京人’ 市民文明实践活

动” 等一批高质量专题信息ꎬ 得到中宣部、 中

央文明办和市委领导批示肯定ꎻ 围绕交通拥

堵、 空气污染等特大城市病治理ꎬ 结合全市开

展 “清洁空气蓝天行动”ꎬ 重点采写报送了

“三绿色一志愿” (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出行、
绿色公益ꎬ 建立绿色环保志愿者队伍) 系列活

动情况等信息ꎬ 引起领导关注ꎮ
二是努力开阔眼界ꎬ 突出前瞻性ꎮ 工作

中ꎬ 注重把握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特点ꎬ
不断拓宽视野ꎬ 追踪新问题ꎮ 例如ꎬ 我们充分

利用首都独特资源优势ꎬ 组织首都精神文明建

设五大理论研究基地专家学者ꎬ 围绕 “社会转

型中的道德文化建设” “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
“新媒体使用对网民价值观的影响” “公共文明

与国家文化中心建设” 等专题ꎬ 深入调查研

究ꎬ 形成一大批研究成果ꎬ 并以 «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决策参考» 的形式报送ꎬ 得到各级领导

的肯定ꎮ
三是主动作为ꎬ 培养务实的作风ꎮ 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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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信息工作涉及面广、 工作难度大ꎬ 为确

保信息服务质量ꎬ 我们坚持走出去、 沉下去ꎬ
成果带上来ꎬ 同时注重统筹、 注重综合ꎬ 努力

实现 “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 的工作目标ꎮ 首

都文明办主动策划、 综合分析ꎬ 自己撰写的信

息不断增加ꎬ 并在恰当时机有序推出ꎮ 例如ꎬ
这两年来ꎬ 我们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区为契机ꎬ
先后多次深入海淀区、 通州区、 延庆县基层单

位开展调研ꎬ 编发、 上报了 “海淀区以环境治

理为突破口深化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向着文

明、 走向幸福” “以举办世房会、 世葡会为契

机ꎬ 充分展示美丽延庆和美丽延庆人风采” 等

专题信息ꎬ 有力助推了海淀、 通州、 延庆等区

县的文明城区创建工作ꎬ 激发了各区县创建文

明城区的热情ꎮ
二、 强化保障措施ꎬ 提高工作科学化

水平
为推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系统高效运

转ꎬ 我们坚持创新机制ꎬ 健全网络、 完善机

制、 建好队伍ꎬ 为推动信息工作科学化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ꎮ
一是健全网络ꎬ 夯实信息工作的支撑点ꎮ

坚持适应需要、 广伸触角、 配合全局ꎬ 积极构

建多层次、 立体化ꎬ 纵横交错、 覆盖全市、 灵

敏高效的信息工作网络体系ꎮ 形成了由各区县

和街道乡镇文明办信息工作人员组成的信息网

络ꎻ 由首都文明委及市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协调

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的信息网络ꎻ 由重点地区、
基层单位、 重要科研院所组成的信息直报点信

息网络ꎮ
二是完善机制ꎬ 强化信息工作的着力点ꎮ

建立信息工作报送制度ꎬ 制定 «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信息工作管理办法» «首都文明办快报信

息工作制度» «首都文明办机关信息工作制度»
等ꎮ 定期下发信息需求要点ꎬ 帮助信息员了解

掌握一个时期信息需求重点ꎬ 使信息工作做到

有的放矢ꎻ 建立信息定期通报机制ꎬ 每月的主

任办公会听取上月信息工作情况ꎬ 对各处室信

息报送工作进行通报ꎬ 同时进行月度同期比

较ꎬ 对比找差距ꎬ 补不足ꎮ 每年对各区县、 文

明委成员单位、 信息直报点信息报送、 采用情

况进行通报ꎬ 对信息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信

息员进行通报表扬ꎬ 有效激发信息员开展工作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ꎮ
三是建好队伍ꎬ 打造信息工作的带动点ꎮ

以首都文明委成员单位信息员、 区县文明办信

息员及直报信息员为主体ꎬ 建立共计 ２００ 余人

的信息员队伍ꎮ 通过多种举措ꎬ 鼓励信息员全

身心投入工作ꎬ 不断增强上进心、 责任心ꎬ 在

工作实践中锤炼优良作风ꎬ 打造奋发有为的信

息工作队伍ꎮ 抓好教育培训ꎬ 定期举办信息员

专题培训班ꎬ 帮助信息员不断提高政治敏锐

性、 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ꎮ 支持开展

工作ꎬ 创造条件让信息员参加、 列席精神文明

建设重要会议ꎬ 阅读重要文件、 领导讲话等资

料ꎮ 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域重要事项、 最新动

态、 重要情况等ꎬ 及时告知信息员ꎬ 便于第一

时间收集、 整理、 上报相关情况ꎮ 坚持常态化

的联系机制ꎬ 沟通阶段性信息工作情况ꎬ 指导

鼓励基层单位多报专题类、 问题建议类信息ꎬ
不断提高基层信息质量ꎮ 每年对信息直报点进

行考核ꎬ 根据考核结果和信息工作需要ꎬ 对直

报点和信息员进行调整ꎬ 确保信息工作有效

开展ꎮ
三、 寻求工作突破点ꎬ 在创新上求

发展
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ꎬ 我们在信息工

作中ꎬ 坚持与时俱进ꎬ 大胆实践ꎬ 以创新的理

念谋划工作ꎬ 在信息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创新上

取得新进展ꎮ 一是打造信息收集处理的新平

台ꎮ 探索在已有信息队伍的基础上ꎬ 按照及时

有效的要求ꎬ 在移动终端的平台上完成信息的

快速收集筛选和综合提炼加工ꎬ 实现从及时收

集报送向同步 “在线” 式收集报送的转变ꎬ 从

传统工作手段向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的转变ꎬ 推

动形成立体化、 即时互动式收集、 汇总和报送

信息的新机制ꎮ 二是推进信息表现形式的多元

化ꎮ 探索通过图表、 漫画等手段ꎬ 着力丰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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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ꎬ 增强信息的吸引力和可

读性ꎮ 三是充分发挥信息服务决策的针对性ꎮ
发挥首都人才聚集优势ꎬ 加强精神文明智库建

设ꎬ 围绕政府关注、 社会关切、 群众关心的精

神文明建设重大问题ꎬ 审视观察新形势、 捕捉

研究新状况、 提出新思想新观点ꎬ 努力做到

“跳出信息看信息、 跳出信息谋信息、 跳出信

息干信息”ꎮ

(首都文明办副主任　 卜秀均)

福建省文明办

提高思想认识　 摆上重要位置
努力做好简报信息工作

近年来ꎬ 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简报信息工

作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实施全员参与ꎬ 充分借脑借

力ꎬ 通过简报信息着力反映基层工作落实、 创

新创造、 思路思考等情况ꎬ 为推动全省各地各

部门精神文明创建、 服务领导决策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ꎮ
一、 健全机构ꎬ 在组织领导上求 “力”
省文明办高度重视信息工作ꎬ 建立了 «福

建精神文明建设» 编委会ꎬ 省文明办主任担任

编委会主任ꎬ 各处室负责人任编委ꎬ 下设编辑

部ꎬ 全面负责信息工作ꎬ 从领导体制、 组织架

构上实现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ꎬ 信息工作做到

领导重视、 组织有力、 协调推进ꎮ 争取省文明

委领导支持ꎬ 将信息工作纳入每年的 «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要点»ꎬ 明确任务要求ꎮ 省文明委

成员单位、 省创建文明行业主管部门、 省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省志愿

服务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以及各级文明办ꎬ 都依

托机关党委、 办公室或业务处室ꎬ 建立了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信息员队伍ꎬ 实行 “专人专报”ꎬ
及时充分反映各地各部门精神文明创建动态ꎮ
福州、 厦门、 三明、 泉州、 漳州、 莆田等地文

明办还成立了信息中心、 宣教科、 研究室等专

门机构ꎬ 定岗定编定人ꎬ 强化目标责任ꎬ 推动

工作落实ꎮ
二、 全员参与ꎬ 在整合力量上求 “全”
机关工作ꎬ 文字是基础ꎮ 省文明办成立了

信息编辑部ꎬ 综合处处长任编辑部主编ꎬ 另设

两名副主编ꎬ 分别负责简报和文明网工作ꎮ 除

各处室负责人担任编委会编委外ꎬ 各处室人员

特别是年轻干部均参与到信息工作中来ꎬ 担任

相应栏目编辑ꎬ 并根据简报栏目要求ꎬ 结合处

室业务工作ꎬ 及时收集、 编辑稿件ꎬ 信息工作

实现 “领导全程指导、 干部全员参与、 质量全

面提升”ꎮ 一稿形成后ꎬ 先交由处室负责人

(编委) 审稿ꎬ 然后再提交编辑部ꎮ 在实际工

作中ꎬ 省文明办主任、 常务副主任经常对各地

各部门提供的有创新举措、 理论思考的文章亲

自把关修改ꎬ 和编辑人员共同探讨、 挖掘其意

义价值ꎬ 丰富文章内涵ꎮ 编辑人员以中央文明

委、 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委的工作安排为蓝

本ꎬ 细化分解工作项目ꎬ 每个人都建立 “信息

资料库”ꎬ 分阶段、 有步骤、 有计划地向文明

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等约

稿ꎬ 精心打磨基础材料ꎬ 深入了解实际情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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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选优提供稿件ꎬ 力求深刻反映精神文明创

建的趋势动态ꎮ
三、 借脑借力ꎬ 在提高质量上求 “专”
信息反映工作实践ꎬ 同时也需要理论提

升ꎮ 精神文明建设内涵丰富ꎬ 工作项目多ꎬ 发

展也很快ꎬ 信息工作必须跟上步伐、 踩准节

奏ꎬ 才能真实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ꎬ
才能为理论提升打好扎实的基础ꎮ 为此ꎬ 省文

明办充分发挥协调作用ꎬ 整合了大学院校、 科

研机构的专家资源ꎬ 结合年度工作重点和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组成多个调研组赴基层开展

调研活动ꎮ 近年来ꎬ 省文明办与福建师范大

学、 厦门大学、 福建社科院、 江夏学院等科研

院校开展了精神文明建设领导体制、 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机制、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农村不良

社会风气治理、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品牌

建设、 志愿服务制度化等多个专题调研活动ꎬ
撰写了一批数据真实、 内容翔实、 论证扎实的

调研文章ꎬ 并向中央文明办、 省委政研室等供

稿ꎬ 同时ꎬ 通过专辑形式印发各地各部门ꎬ 启

发基层思考探索ꎬ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ꎬ 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ꎮ
四、 突出重点ꎬ 在工作推动上求 “准”
“文明” 是一块 “金字招牌”ꎬ 通过信息反

映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的文明创建成效亮

点ꎬ 体现领导的工作思考ꎬ 各级文明城市、 文

明单位、 文明村镇十分关注ꎮ 为此ꎬ 省文明办

工作简报 «福建精神文明建设» 设置了 “一把

手谈创建” “主任论坛” “创建思考” 等栏目ꎬ
有力调动市县党政 “一把手”、 省文明委成员

单位主要领导、 文明单位主要领导、 设区市文

明办主任等投稿的积极性ꎬ 推动市、 县文明办

积极行动、 主动作为ꎮ 与党委办、 政府办等部

门密切协调沟通ꎬ 了解市、 县委书记和市、 县

长对精神文明创建的思考ꎬ 主动通报中央文明

委、 中央文明办以及省委省政府、 省文明委的

有关重大部署、 重点工作和会议精神ꎬ 通过陪

同调研、 座谈交流等形式ꎬ 逐步形成基础材

料ꎬ 争取领导重视或批示ꎬ 最终形成具有一定

思想性和指导意义的文章并予以刊登ꎮ 此外ꎬ
编辑部还 “主动出击”ꎬ 与全国文明城市、 提

名城市和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等共

同策划信息专题ꎬ 多角度、 全方位展现他们创

建的做法经验、 特色亮点和成效成果ꎬ 以专辑

形式进行刊发ꎬ 对全省精神文明创建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ꎮ
五、 纳入考评ꎬ 在融入创建工作上求

“新”
信息工作时效要求高、 工作强度大ꎬ 很考

验和锻炼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意志品质ꎮ 因

此ꎬ 我们一直坚持让干部职工特别是年轻人参

与到信息工作中来ꎬ 让他们的能力、 眼界从中

得到提升和涵养ꎮ 同时ꎬ 把信息工作纳入各类

文明创建考评体系ꎬ 形成良好工作格局ꎮ 在全

面整顿各类评比表彰的大环境下ꎬ 通过与省纪

检部门的沟通协商ꎬ 保留了 “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荣誉表

彰ꎬ 每年都进行评比ꎬ 这也是省文明办主导的

唯一一项省级荣誉表彰ꎬ 对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战线的各个部门、 广大干部是一个很好的导向

激励ꎮ 年轻干部以及到省文明办帮助工作的

市、 县文明办的同志ꎬ 都是通过参与信息工

作ꎬ 全面了解精神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工作ꎬ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ꎬ 拓宽了视野ꎬ 锻炼了才

干ꎬ 得到更好的成长ꎮ

(福建省文明办副主任　 赵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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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明办

运用简报小载体　 做好创建大文章

“小简报ꎬ 大文章”ꎬ “小信息ꎬ 大作用”ꎮ
简报信息工作有着 “管窥一斑而知全豹” 的作

用ꎮ 近年来ꎬ 湖南省文明办把简报信息工作作

为重要抓手和有效手段ꎬ 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

生活、 贴近群众ꎬ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ꎬ 积极创

新内容形式ꎬ 努力在增强权威性、 时效性、 针

对性、 指导性上下功夫ꎬ 取得了积极成效ꎬ 积

累了一定经验ꎬ 得到了领导肯定ꎬ 受到了基层

欢迎ꎮ 我们的做法有三点ꎮ
一、 “看得重”
简报信息在反映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态、

交流经验、 分析形势等方面地位重要、 作用独

特ꎮ 湖南省各级文明办充分运用这一渠道ꎬ 及时

充分地向同级党委、 政府领导和上级文明办反

映情况、 报送经验ꎮ 各级党委、 政府特别是文明

委领导也注重通过这一载体了解工作动态ꎬ 并

多次作出工作批示ꎮ 近年来ꎬ 在清理规范党政机

关工作简报的过程中ꎬ 很多城市和单位都压缩

了其他方面、 其他类项的工作简报ꎬ 但是精神文

明创建的简报不仅没有压缩ꎬ 有的还增加了经

费预算、 配备了专门力量ꎬ 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

度ꎬ 形成了哪里有文明创建ꎬ 哪里就有简报信息

的工作格局ꎮ 可以说ꎬ 认识到位、 摆位正确是湖

南省做好简报信息工作的重要体会ꎮ
二、 “抓得紧”
简报信息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实践、 推动工

作ꎬ 不能为简报而简报、 为信息而信息ꎮ 为

此ꎬ 我们在三个方面抓得比较紧: 第一ꎬ 紧扣

工作重点ꎮ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每一个时期、 每

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重点或难点ꎬ 简报信息

工作要发挥作用、 体现价值ꎬ 必须在主题策

划、 内容选择上主动跟进、 积极作为ꎬ 促进和

推动重点工作的开展、 难点问题的解决ꎮ 近年

来ꎬ 我们突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诚信建设、 学雷锋志愿服务、 文明旅游、
公益广告、 “我们的节日”、 美丽乡村建设等重

点工作ꎬ 通过及时摘发上级安排部署、 综合编

发各地动态、 主动向基层约稿等方式ꎬ 着力推

动重点任务的落实ꎮ 比如ꎬ 今年湖南省召开文

明委全会ꎬ 研究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方面

工作硬举措ꎬ 我们围绕这一部署ꎬ 不仅及时向

中央文明办报送信息ꎬ 还组织编辑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稿件ꎬ 工作就很主动ꎬ 也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ꎮ 第二ꎬ 紧贴时间节点ꎮ 利用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精神文明创建ꎬ 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方

法ꎮ 同样ꎬ 简报信息工作根据不同时间节点ꎬ
在主题设置、 内容安排方面编发相应内容ꎬ 也

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比如ꎬ 今年春节前

后ꎬ 湖南在全省广泛开展 “学雷锋、 见行动、
认领微心愿、 温暖身边人” 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ꎬ ３ 月 ５ 日 “学雷锋活动日” 前后ꎬ 我们就

集中编发了多篇稿件ꎬ 介绍活动的情况和特

点ꎬ 把这一活动项目做了大力度的推广ꎬ 反响

就很好ꎮ 第三ꎬ 紧跟社会热点ꎮ 密切联系群

众、 转变工作作风是近年来全党全社会都关心

的热点问题ꎬ 精神文明建设率先垂范、 责无旁

贷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我们以 «改变的不仅是车

轮———湖南省文明办转作风的初步成效» 为主

题ꎬ 围绕走群众路线、 创新工作方法、 转变工

作作风ꎬ 总结有关情况ꎬ 编发、 报送了一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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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信息ꎮ 徐令义同志批示: “骑车转作风、 创

建办实事的精神可贵ꎬ 且真正感悟到 ‘坐姿变

了ꎬ 视野变了’ꎮ”
三、 “常创新”
加强改进创新ꎬ 是简报信息工作的生机和

活力所在ꎮ 一方面ꎬ 简报信息的内容体现创

新ꎮ 湖南文明办的简报信息工作注重反映中

央、 省委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精神新部署ꎬ
反映全省各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新实践新经

验ꎬ 反映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文明委主要

负责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考新体会ꎬ 反

映各地创新工作内容领域、 方法手段、 体制机

制的新思路新办法ꎬ 反映各地对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规律的新认识新探索ꎬ 努力让简报信息工

作站在实践发展的前沿ꎮ 另一方面ꎬ 简报信息

的形式体现创新ꎮ 近年来ꎬ 湖南省主动顺应信

息时代的新要求ꎬ 明确提出建立 “网上文明

办”ꎬ 要求自觉适应新兴媒体平等交流、 互动

传播的特点ꎬ 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ꎬ 主动摒弃

“我说你听ꎬ 我写你看” 的传统传播模式ꎬ 准

确掌握用户多样化、 个性化的信息需求ꎬ 有针

对性地提供信息产品ꎬ 做到量身定做、 精准传

播ꎮ 现在ꎬ 湖南的简报信息工作ꎬ 既有相对固

定的简报ꎬ 也有根据工作需要编写的专报ꎻ 既

有传统的纸质版的简报信息ꎬ 也有湖南文明网

和 “文明湖南” “蜂蜜罐子” 两个微信公众号

等电子版的信息发布渠道ꎮ 在工作中ꎬ 我们树

立简报信息工作一盘棋的思想ꎬ 既有专门负责

简报信息的同志ꎬ 也要求全办甚至全省文明办

系统的同志都参与到简报信息工作中来ꎬ 建立

腾讯 ＱＱ 群、 加微信好友、 发电子邮件等各种

信息发布手段齐上阵ꎬ 形成全员参与、 全方位

推进简报信息工作的格局ꎮ
(湖南省文明办副主任　 熊科文)

重庆市文明办

强化服务功能　 发挥指导作用
为精神文明创建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

近年来ꎬ 在中央文明办和重庆文明委精心

指导下ꎬ 重庆文明办将简报信息工作作为一项

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ꎬ 紧紧围绕精神文明创建

中心工作ꎬ 强化信息服务意识、 创新信息服务

方式、 增强信息服务能力ꎬ “不处中心但服务

中心ꎬ 不作决策但影响决策”ꎬ 成为协助领导

把握全局、 指导各地落实工作、 培育基层经验

典型的重要抓手ꎮ
一、 认识到位ꎬ 简报信息工作在总盘

子中 “有为有位”
重庆市文明办将简报信息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ꎬ 要求 “像抓中心工作一样抓简报信息工

作”ꎬ “各区县各部门文明创建与简报信息同考

核”ꎬ 让简报信息工作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千里眼” “顺风耳”ꎬ 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不

断取得新进展、 开创新局面ꎮ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ꎮ 重庆市委领导多次就

简报信息工作亲自点题ꎬ 强调眼光向下、 身子

向下ꎬ 多反映基层工作亮点ꎬ 培育特色活动品

牌ꎮ 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主持部务会议ꎬ 专题

研究加强简报信息工作ꎬ 强调站在讲政治、 看

全局的高度ꎬ 举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之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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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做好信息服务工作ꎮ 市文明办负责同志将

简报信息工作作为 “一把手” 工程ꎬ 亲自拿在

手上抓ꎬ 重点选题亲自策划ꎬ 每期简报直接

签发ꎮ
二是全员动手参与ꎮ 市文明办明确秘书处

为简报信息工作的责任部门ꎬ 指定专人专门负

责ꎮ 同时要求从办领导到处室负责人、 一般干

部ꎬ 围绕分管或从事的具体工作ꎬ 定期拿出高

质量的信息稿件来ꎮ 倡导各区县文明办主任带

头写信息ꎬ 在 «重庆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刊

发ꎬ 带动全系统干部主动撰写信息的积极性ꎮ
每年择优挑选一批高质量的信息稿件ꎬ 汇总编

纂 «重庆精神文明建设年编»ꎬ 集中反映全市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ꎮ
三是专项部署交办ꎮ 将简报信息工作列入

市文明委工作要点ꎬ 在市文明委全体会议和全

市文明办主任会议上ꎬ 与其他业务工作一同部

署ꎻ 每季度印发 «重庆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信

息采用情况通报ꎬ 动态信息和经验文章分别给

予不同分值ꎬ 统计各区县各部门得分情况ꎬ 督

促工作得到落实ꎻ 将简报信息作为 “总盘子”
中唯一的保留项目ꎬ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

核指标体系ꎬ 年底与业务工作一同考核ꎮ
二、 服务到位ꎬ 持续提供 “高附加

值” 的简报信息产品
价值是简报信息的灵魂ꎬ 直接体现在服务

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时效性上ꎮ 重庆文明办坚

持吃透上情、 摸清市情、 读懂民情ꎬ 及时准确

全面地反映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成绩与亮点ꎬ 通

过提供 “有价值” 和 “高附加值” 的简报信

息ꎬ 不断增强服务决策、 指导工作的水平与

能力ꎮ
一是吃透上情找方向ꎮ 中央文明委、 中央

文明办召开专题会议或印发重要文件后ꎬ 市文

明办第一时间组织学习、 传达和贯彻ꎬ 第一时

间撰写简报信息ꎬ 第一时间报送中央文明办及

市委、 市文明委领导同志ꎮ 重庆文明办秘书处

不定期编印 «工作参考»ꎬ 将相关会议精神、
重点工作安排汇编成册ꎬ 印送办领导、 各处室

和区县文明办ꎬ 在业务学习中明确简报信息工

作重点ꎮ 根据中央文明办的工作部署ꎬ 将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信建设制度

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和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等ꎬ 作为简报信息

工作主攻方向ꎬ 指导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战线有

的放矢开展工作、 总结工作、 展示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市文明办撰写的 «重庆 “好人在身

边” 微访谈接地气聚人气» «重庆开展 “微笑

满渝州” 文明礼仪行动» «重庆以固化符号点

亮 “我们的节日” » 等 ２７ 篇信息被中央文明

办 «精神文明建设»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简报» 等刊物采用ꎬ 发挥了较好的作用ꎮ
二是摸清市情推亮点ꎮ 将中央精神与重庆

实际相结合ꎬ 将简报信息工作具体化ꎮ 列出学

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深化细化 “三大创

建”、 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以行风文明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 推动文明旅游成为行业

规范等 “十大专题”ꎬ 组织文明委成员单位和

区县文明办推送信息ꎮ 围绕业务工作撰写的

«重庆南岸区注重以文化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重庆渝中区加大社区志愿服务进行 “一对一

指导” » «重庆巫溪县运用身边好人构筑 “厚
德高地” » 等信息ꎬ 总结基层经验ꎬ 培育工作

典型ꎬ 推出了一批精神文明建设成功案例ꎮ
三是读懂民情出主意ꎮ 以问题为导向开展

调查研究ꎬ 主动向区县文明办干部征求意见建

议ꎬ 面向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我们的工作受不受

欢迎ꎬ 有没有实效ꎬ 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方向偏

差ꎬ 及时反馈给相关领导和部门ꎬ 在实际工作中

借鉴参考ꎮ 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师德师风、 基

层宣传文化队伍薄弱、 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精

神文明创建覆盖面不足等问题ꎬ 撰写了一系列

对策建议性简报信息ꎬ 受到市领导批示 ５０ 多条

次ꎮ 针对各地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和管理不平

衡现象ꎬ 分别征集学校、 家长、 学生和专家意

见ꎬ 撰写重庆乡村学校少年宫专题简报ꎬ 对管理

规范、 运转良好的少年宫给予经验推介ꎬ 对存在

的共性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ꎬ 在此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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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考核述职等管理办法ꎬ 形成了重庆乡村

学校少年宫 “一宫一品” 的经验做法ꎮ
三、 融合到位ꎬ 大力推动简报信息工

作 “成果转化”
建立简报信息直报制度ꎬ 除一般动态信息

通过常规机要交换运转外ꎬ 重要简报信息均由

专人呈报市文明委领导、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明

办主要领导ꎬ 相关批示及信息及时转送责任处

室和部门ꎬ 在促进业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发挥

“实际功效”ꎮ
一是推动一批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文件ꎮ

如针对市委领导关注的志愿服务ꎬ 市文明办会

同民政、 共青团等部门ꎬ 连续编辑简报全面反

映各区县各部门开展志愿服务情况ꎬ 并将基层

群众所想所盼所愿一并汇总整理ꎬ 为志愿服务

提供有价值的 “背景材料”ꎮ 在此基础上深入

调研ꎬ 制定出台 «重庆市志愿服务制度化实施

意见»ꎬ 并向市人大提交 «重庆志愿服务条

例»ꎬ 大大加快了重庆志愿服务制度化进程ꎮ
二是将一些点上的经验做法向全市推广ꎮ

分析研究各区县特色活动和亮点工作ꎬ 遴选有

推广价值的案例开展调查研究ꎬ 通过 “解剖麻

雀”ꎬ 寻找带有规律性和可复制的经验ꎬ 进一

步推动业务工作ꎮ 如城口县以整治 “办酒风”
为突破口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信息ꎬ 受到

市文明委领导批示ꎬ 在整个渝东北 １１ 个区县推

开ꎮ 其他如 “红樱桃” 关爱留守女童行动、
“美景美行” 文明旅游行动等ꎬ 都是在简报信

息工作中发现典型ꎬ 进而上升为全市行动ꎮ
三是从信息刊物走上主流媒体扩大影响ꎮ

简报信息上许多内容ꎬ 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ꎬ 都是有价值的新闻线索ꎮ 我们将

其中有代表性的稿件ꎬ 主动推介给中央和市级

主流媒体ꎬ 将受众从系统内拓展到全社会ꎮ 如

重庆 “九童圆梦” 行动被中央文明办简报刊发

后ꎬ «光明 日 报 » 以 « 让 每 一 个 梦 想 都 开

花———重庆 “九童圆梦” 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 为题ꎬ 作了头版头条报道ꎬ 在社

会各界产生强烈反响ꎮ
四、 保障到位ꎬ 建立完善简报信息工

作的长效机制
坚持目标管理ꎬ 落实保障条件ꎬ 建立管长

远、 管根本的工作机制ꎬ 推动简报信息工作从

阶段向长期转变、 从局部向系统转变、 从被动

向主动转变ꎬ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信息

服务与智力支撑ꎮ
一是完善采编机制ꎮ 印发简报推送规范ꎬ

对信息报送渠道、 报送内容、 报送方式、 简报

送签等流程作出规定ꎬ 要求原始稿件有撰写

人、 有联系方式、 有部门印章ꎬ 简报成稿有领

导签字、 有校核把关ꎮ 在各区县建立 ３８ 个信息

直报点ꎬ 每周下发约稿要点ꎬ 明确报送内容和

时限ꎬ 重要信息可直接电话催稿ꎬ 确保报送

时效ꎮ
二是建立培训机制ꎮ 将信息培训纳入市委

宣传部、 市文明办总体培训计划ꎬ 邀请有关专

家和部门负责同志授课ꎬ 每年对全市信息工作

人员轮训一遍ꎮ 线上设立简报信息员 ＱＱ 群ꎬ
召集骨干信息员在线沟通工作ꎻ 线下召开全市

简报信息工作会议ꎬ 交流经验部署工作ꎮ
三是实行激励机制ꎮ 制定 «上报信息稿酬

方案»ꎬ 上报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并被刊发的

重要信息ꎬ 给予执笔人一定稿酬ꎮ 反映业务工

作的稿件被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信息刊物采用

的ꎬ 作为年底考核评价该项工作的重要参考ꎮ
简报信息工作从 “软任务” 变成了 “硬指标”ꎮ

(重庆市文明办副主任　 王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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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文明办

找准目标定位　 服务中心工作

一、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出亮

点、 见成效ꎬ 为信息工作提供内容支撑
一流的信息反映一流的工作ꎬ 一流的工作

支撑一流的信息ꎮ 精神文明建设各项重点工作

有亮点、 见成效ꎬ 信息工作才有得说、 有得

写ꎬ 才可能出经验、 得展示ꎮ 近年来ꎬ 贵州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工作部署ꎬ 紧紧围绕省

委、 省政府中心工作ꎬ 服务全省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ꎬ 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ꎬ 不断拓展方

式手段ꎬ 深化道德内涵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 新成效ꎬ 打造出一批在全省普遍开展、 人

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品牌ꎬ 总结提炼出许多

可以复制的典型经验ꎬ 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

建设» 简报多次进行展示ꎮ 例如ꎬ “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 创建活动ꎬ 最开始抓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深化和拓展ꎬ 已经成

为贵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地区实现全

面小康的重要抓手ꎻ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持续抓城乡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

的整治ꎬ 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学完备的工作机

制ꎬ 成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抓手ꎮ 另

外ꎬ 贵州以 “明礼知耻、 崇德向善” 主题实践

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ꎬ 以 “千校万师” 培训工程为载体推进学校

师德教育ꎬ 这些工作成效都是推进简报信息工

作的有效素材ꎮ
二、 抓好信息员队伍建设ꎬ 不断拓宽

信息来源渠道
做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培养一支精干的信息

员队伍是前提ꎬ 拓展多渠道的信息来源是关

键ꎮ 一是层层组建信息员队伍ꎮ 各市 (州)、
县 (市、 区) 文明办和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明

确专人作为信息员ꎬ 专项负责精神文明建设信

息采集、 整理和报送工作ꎮ 目前ꎬ 省一级建立

的固定信息员队伍近 ２００ 人ꎬ 各市 (州)、 县

(市、 区) 文明办和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不断

向下发展ꎬ 基本涵盖各机关单位、 重点行业系

统窗口单位和乡镇 (街道)ꎮ 二是加强信息员

队伍培训ꎮ 为提升报送信息的质量ꎬ 除举办全

省文明办主任培训班外ꎬ 还多次组织骨干信息

员开展集中培训ꎬ 不断提高信息员的理论水

平、 业务能力和文字功底ꎮ 三是积极拓展信息

渠道ꎮ 基层文明办普遍存在人员编制少等困

难ꎬ 仅通过文明办系统报送信息不足以全面反

映各地各单位的工作情况ꎮ 我们立足于基层文

明办ꎬ 充分调动文明委成员单位的资源和力

量ꎬ 同时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对接ꎬ 建立起纵

横交错、 全面贯通的信息采集渠道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我们共收到各地各单位上报信息达 １２
万多条ꎬ 平均每天收到信息 ３００ 多条ꎮ

三、 强化措施ꎬ 提升简报信息的针对

性、 实效性
一是定期下发新闻提示ꎮ 围绕中央文明办

或省文明委重要工作安排ꎬ 通过信息员 ＱＱ 群ꎬ
有计划地向各地各单位下发简报信息采编重

点ꎮ 对工作开展有特色有亮点的地区和单位提

前进行约稿ꎬ 加强信息采集和文稿起草过程中

的对接沟通指导ꎮ 二是集中力量推出精品力

作ꎮ 在办内成立写作组ꎬ 由理论水平高、 业务

能力强和文字功底深的同志作为成员ꎬ 对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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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进行深入挖掘提炼ꎬ 集中力量推出一批有

分析、 有建议、 有对策、 质量高的稿件和信

息ꎮ 三是深入基层调研ꎮ 坚持深入基层、 深入

实际、 深入群众ꎬ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ꎬ 在调

研过程中掌握第一手资料ꎬ 查找发现问题ꎬ 分

析解决问题ꎬ 让简报信息和调研文章更接地

气、 更具现实可操作性ꎮ
四、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ꎬ 推动简报信

息工作常态化高效运转
信息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ꎬ 是保证信息工

作顺利展开、 提高信息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

基础和保障ꎮ 一是建立考核通报机制ꎮ 将简报

信息工作纳入对市州党委宣传部年度绩效目标

考核内容ꎬ 每季度对各地各单位报送情况进行

梳理统计并在全省范围内通报ꎬ 年终进行排

名ꎮ 二是建立激励机制ꎮ 坚持以精神奖励为

主、 物质奖励为辅ꎬ 从多个方面进行激励ꎬ 充

分调动信息员的积极性主动性ꎮ 三是建立定期

交流制度ꎮ 每季度召开一次简报信息工作例会ꎬ

总结工作经验ꎬ 查找存在的问题ꎬ 研究加强简

报信息工作的措施ꎮ 四是建立简报信息发布及

报送审核机制ꎮ «贵州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由

信息员编辑后ꎬ 首先经业务处长审核把关ꎬ 最

后经分管办领导审签同意才能正式印发ꎮ 向中

宣部、 中央文明办报送的信息也必须经过同样

的审核程序ꎮ 五是严明信息纪律ꎮ 明确要求各

地各单位上报信息必须实事求是ꎬ 杜绝虚、
假、 编、 造ꎬ 一 经 发 现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通 报

批评ꎮ
最后ꎬ 信息工作要取得成效领导重视是关

键ꎮ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多次对做好宣传思

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简报信息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ꎬ 主动听取工作汇报ꎬ 并在人力、 物力、
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保障ꎮ 省委领导

多次对贵州文明网和 «贵州精神文明建设简

报» 报道和发布的信息作出重要批示ꎮ

(贵州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朱文东)

广东省江门市文明办

发挥简报信息功能　 助力城市文明提升

近年来ꎬ 江门市文明办高度重视简报信息

工作ꎬ 按照 “建好队伍、 完善机制、 挖掘亮

点、 利用平台” 的要求ꎬ 采取切实有效举措ꎬ
着力推进各项工作ꎮ «广东江门 “三大行动”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广东江门深化社区志愿

服务» 等多篇信息被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明建

设» 简报刊发ꎬ 给我们以巨大的鼓励ꎮ 工作

中ꎬ 我们的体会是:
一、 建好队伍
一是建立 “三级” 队伍ꎮ 市文明办抽调几

名骨干力量专门成立材料组ꎬ 负责收集、 整

理、 “深加工” 信息ꎻ 市直各单位指定 １ 名工

作人员负责信息报送工作ꎻ 县、 市、 区文明办

及各镇 (街) 均配备 １ 名以上信息员ꎬ 并明确

各镇 (街) 宣传委员是兼职信息员ꎮ 全市共有

信息员 ４００ 多名ꎮ 二是加强队伍培训管理ꎮ 每

年组织 ２ 次 “以会代训” 信息员培训班ꎬ 使大

家深入学习领会中央、 省、 市精神文明建设总

体部署和具体要求ꎬ 掌握信息工作要点ꎻ 常年

按计划组织基层镇 (街) 信息员到县市、 区跟

班学习ꎻ 定时举办信息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适时

组织 “走出去” 学习交流ꎬ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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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ꎬ 提升工作能力水平ꎮ
二、 完善机制
一是建立量化考核制度ꎮ 将信息工作列入

全年文明城市创建目标考核内容ꎬ 与季度文明

指数测评ꎬ 文 明 单 位、 文 明 行 业、 文 明 村

(镇) 评选挂钩ꎮ 年初ꎬ 把信息报送工作任务

量化分解到各县、 市、 区和市直有关单位ꎬ 按

照每上报 １ 条信息得 １ 分ꎬ 地市采用每条得 ５
分ꎬ 省采用每条得 １０ 分ꎬ 中央文明办采用每条

得 ３０ 分ꎬ 进行季度量化考核ꎮ 二是建立通报奖

惩制度ꎮ 每季度将各县市、 区ꎬ 市直单位上报

和采用信息情况进行计分排名ꎬ 通报全市ꎬ 并

落实奖惩措施ꎮ 根据信息采用的数量和质量ꎬ
每季度评选 １０ 个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１０ 名信

息工作先进个人ꎬ 并给予奖励ꎮ 对信息迟报、
漏报的单位进行点名批评ꎮ 对连续两个月信息

报送工作不达标的单位进行警告ꎬ 对连续两次

被警告的单位启动问责程序ꎮ 三是建立分析研

判制度ꎮ 市文明办材料组每天对收集的信息进

行筛选ꎬ 每周进行分析研究ꎮ 对有价值的信

息ꎬ 要求上报单位进行深挖ꎬ 或由市文明办材

料组派出力量帮助深挖ꎮ 有时也根据工作需

要ꎬ 进行阶段性研判ꎬ 向相关单位约稿ꎮ
三、 挖掘亮点
一是工作重点ꎮ 中央文明办部署的重点工

作就是信息工作的主要关注点ꎮ 我们将行动迅

速、 措施得力、 成效显著的重点工作情况及时

整理信息上报ꎬ 比如ꎬ 志愿服务工作ꎬ 我们通

过顶层设计、 服务流程、 活动模式、 激励回馈

制度化ꎬ 健全党员、 行业、 社会志愿服务三支

队伍ꎬ 着力建设 “志愿之城”ꎮ 比如ꎬ 诚信建

设制度化ꎬ 我市在企业中推行 “诚信绿卡计

划”ꎬ 对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ꎬ 信用等级高

的绿卡企业享受多种优惠政策ꎬ 树立 “诚信是

企业之魂” 的理念ꎮ 二是特色工作ꎮ 精神文明

建设中ꎬ 各地结合实际开展的一些特色活动ꎬ
同样是信息工作的关注点ꎮ 我市在巩固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中ꎬ 树立了一些特色品牌ꎮ 比如ꎬ

领导挂点社区督导创建工作ꎮ 由 １ 名市 (区)
领导ꎬ 带领 １ 个市 (区) 直单位ꎬ 挂点帮扶 １
个社区开展创文工作ꎬ 共同完成整治社区环

境、 完善社区设施、 营造创文氛围、 加强志愿

服务工作、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五项重

点任务ꎮ 再如ꎬ 启动 “以文化人” 工程ꎬ 即街

头艺术工程、 高雅艺术普及工程、 侨文化寻根

工程、 国学普及工程等 “四项工程”ꎮ 三是工

作焦点ꎮ 对广大市民关注的一些焦点、 难点问

题ꎬ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ꎬ 并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ꎬ 这无疑是信息工作的一个很好的

切入点ꎮ 比如ꎬ 我市通过开展绿色、 健康、 志

愿服务三大行动ꎬ 巩固深化创建成果ꎻ 通过开

设创建文明城市曝光台ꎬ 督促民生问题的整改

落实ꎻ 针对 “广场大妈” 扰民问题ꎬ 出台措施

规范广场舞管理ꎻ 通过严厉处罚ꎬ 整治机动车

行驶中乱扔垃圾现象ꎬ 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ꎬ
形成了工作信息及时上报ꎮ

四、 利用平台
一方面ꎬ 利用好工作简报ꎮ 主动报送信息

简报ꎬ 向上级领导和部门介绍江门的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ꎬ 让上级领导和部门关注江门ꎮ 另一

方面ꎬ 利用新媒体ꎮ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

势ꎬ 打造了以 “文明江门” 微信微博为主体ꎬ
借助 “江门发布” 政务微博微信官方平台与

“江门日报” 微博微信平台 “三轮驱动” 的综

合宣传平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在 “创文惠民体验之

旅” “健步马拉松大赛” “文明旅游” 等活动

中ꎬ 充分利用三大 “微” 平台ꎬ 使信息发布与

活动开展同步ꎬ 得到广大市民点赞ꎬ 吸引了

３０００ 多万人次的关注量ꎮ 同时ꎬ 还策划了 “线
上” 文明传播活动ꎬ 举办了 ４ 期 “创文微访

谈”ꎮ 多次组织网络知名人士来江门采风ꎬ 宣

传江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信息传播更广ꎬ 更贴近群众ꎮ

(广东省江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

主任、 文明城市工作局局长　 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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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明办

实行 “纸网融合” 　 做强信息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简报信息工作ꎬ 近几年来ꎬ
我们积极探索实行 “纸网融合” 方式ꎬ 取得较

好效果ꎮ 这里所说的 “纸”ꎬ 即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ꎻ
“网”ꎬ 即河北文明网ꎮ “纸网” 融合ꎬ 互促互

进ꎬ 形成合力ꎬ 共同发展ꎬ 促进信息整体工作

不断攀登新的台阶ꎮ
目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 “纸网融

合” 的运转程序是: 全省文明办系统基层单位

上报的信息ꎬ 首先发至河北文明网信息邮箱ꎬ
由河北文明网选择编辑后在网上刊发ꎬ 然后从

中挑选ꎬ 编入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简报ꎬ 再从中

选挑上报中央文明办精神文明建设简报和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ꎮ 河北文明网

对信息的及时刊发ꎬ 解决了信息反馈如何

“快” 的问题ꎬ 中央和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的采用ꎬ 解决了信息反馈如何 “精” 的问题ꎬ
两者优势互补ꎬ 较好地实现精神文明建设信息

的多渠道输出ꎮ 也正是以这种 “纸网融合” 作

为保障ꎬ 使河北省在中央文明办历年简报信息

工作和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工作考核中ꎬ 一直

处于 “第一方阵” 位置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在就如何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重要讲话精神

时指出: “努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观念和

认识ꎬ 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ꎬ 充分

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ꎬ 占领信

息传播制高点ꎮ” 河北省文明办探索实行的 “纸
网融合” 这一方式ꎬ 就是顺应媒体融合的重要

工作思路而进行的较好实践ꎮ 这一方式的最大特

点是ꎬ 将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简报信息置身于大信息的范畴ꎬ 树立一体化

发展观念ꎬ 努力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内各种媒

介资源、 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和共享ꎬ 共同开创

信息工作的新局面ꎮ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 共同打造信息员队伍
河北省文明办系统的信息员队伍建立较早ꎬ

并实现了省、 市、 县信息网络健全ꎮ 这支队伍组

建之初ꎬ 主要是为完成简报信息工作任务ꎬ ２００４
年河北文明网建立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河北文明网

加入中国文明网联盟之后ꎬ 省文明办认为信息

队伍应当精干高效ꎬ 决定全省简报信息与文明

网络共用一支信息队伍ꎬ 共享一条信息渠道ꎮ 为

此专门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市县对信

息员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调整ꎬ 使之能够很好地

担当双重任务ꎮ 省文明办还多次举办信息员培

训活动ꎬ 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ꎮ 随着形势发展

和工作需要ꎬ 目前全省信息员不但能够担负文

字信息工作ꎬ 还较好地担负起图片、 视频等工作

任务ꎮ 由于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ＱＱ 群志愿者

队伍的加入ꎬ 信息员队伍阵容越来越大ꎬ 为

“纸网融合” 打下了扎实基础ꎮ
二、 共同强化服务功能
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信

息工作必须服务于工作大局ꎮ 我们致力将中央

和省文明委部署的主要任务作为简报信息工作

和文明网站信息工作的共同导向ꎬ 一起参会阅

文、 一起会商研究、 一起把关审核ꎮ 为保证信

息工作者 “高站位”ꎬ 省文明办要求负责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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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网站信息的工作人员参加省文明办举办

的重要会议ꎬ 对于重大信息和活动ꎬ 要提前介

入ꎬ 保证胸中有全局ꎬ 工作有高度ꎮ 对于重要

工作信息ꎬ 采取共同采编方式ꎬ 共同撰写或约

稿ꎻ 对于形成的信息稿件ꎬ 共同报送主任送

审ꎬ 把握不准的则会商分析或报送有关部门征

求意见ꎬ 进而使信息工作能够发挥服务功能ꎬ
成为科学决策、 推动工作的有力抓手ꎮ

三、 共同考核表彰奖励
河北省文明办重视对信息工作的考核ꎬ 最

初实行的是简报信息工作和文明网站工作分开

考核ꎬ 后来感到其不利于一体发展ꎬ 便改为两

项工作共同考核、 共同奖励、 共同表彰ꎮ 考核

规定ꎬ 市级文明办每年必须被中央文明办精神

文明建设简报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简

报采用一条以上信息才能具有评选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资格ꎬ 如果没有达到此条标准ꎬ 亦不

能参与文明网站的评选ꎮ 对于评选出来的优胜

单位、 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和文明网站ꎬ 省文

明办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ꎮ 共同考核奖励措

施ꎬ 促使基层文明办将简报信息和文明网站信

息均放到同等重要位置ꎬ 加大力量ꎬ 不断促进

这两项工作的协同发展ꎮ
四、 共同拓展发展空间
在 “纸网融合” 过程中ꎬ 我们依据已经取

得的经验ꎬ 不断进行探索ꎬ 努力构建立体化的

信息传播格局ꎮ 一是让河北文明网成为简报的

新载体ꎬ 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简报刊发之后ꎬ 我

们将其编辑加工成为河北精神文明建设简报图

文版在河北文明网上刊发ꎬ 为简报所登内容配

上图片ꎬ 尽力做到图文并茂ꎬ 使其更具可读

性ꎻ 二是积极拓展其他媒介成为简报信息和网

站信息的新载体ꎬ 河北省文明办主办有精神文

明建设杂志、 志愿服务杂志和河北日报 “文明

河北” 专版ꎬ 我们从简报信息和网站信息中选

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关内容ꎬ 在这些刊

物和专版上刊发ꎬ 进一步扩大了简报信息和网

站信息的影响ꎻ 三是运用新技术使之成为简报

信息和网站信息的新载体ꎮ 河北文明网建有微

博、 微信ꎬ ２０１５ 年年初又开发出 “文明河北”
手机客户端ꎬ 我们将其作为刊发简报信息的重

要手段ꎬ 简报上刊登的重要信息内容均在微

博、 微信和手机客户端上刊发ꎬ 实现从一维到

多维的升级融合ꎮ 通过多样化展示ꎬ 多介质推

送ꎬ 使读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简报上的信息ꎮ
我们虽然在 “纸网融合” 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ꎬ 但取得的经验毕竟是初步的ꎬ 与中央文明

办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ꎮ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ꎬ 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

化阵地、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ꎬ 还有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ꎮ 今后ꎬ 我们

要结合实际锐意进取ꎬ 继续在 “纸网融合” 方

面进行更多实践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信息工作不断取得更大进步ꎮ

(河北省文明办)

湖北省文明办

明确措施保障　 做好简报工作

湖北省文明办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简

报信息工作作为大事来抓ꎬ 年初有部署ꎬ 年中

有督办ꎬ 年底有考评ꎬ 专人负责ꎬ 全员共建ꎬ
确保自办的未成年简报上质量上水平ꎬ 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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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办未成年简报的刊稿数量排在前列ꎬ 充分

发挥简报信息总结经验、 宣传典型、 推动工作

的重要作用ꎮ
一、 推进三项建设ꎬ 夯实工作基础
一是完善简报平台ꎮ 我们始终坚持把简报

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重要平台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按照中央

“八项规定” 关于精简简报的相关要求ꎬ 压缩

篇幅ꎬ 削减期数ꎬ 强调主题集中、 一期一事ꎬ
更加突出具有全局意义、 反映一定范围和一定

层次工作情况的信息ꎬ 着力减少刊发一般的、
零散的信息ꎬ 顺利完成了工作简报的改版和升

级ꎬ 让简报真正成为 “简” 报ꎮ
二是壮大工作队伍ꎮ 做好简报信息工作

是各级未成年人工作处的应有职责ꎬ 一支精

通业务、 笔头过硬的工作队伍对办好简报至

关重要ꎮ 湖北省文明办把增强工作力量作为

基础来抓ꎮ 省文明办领导和主管处室负责同

志积极参与简报拟刊文章的审核、 修改ꎬ 努

力使每篇文章都成为内容丰富的精品ꎮ 每个

市州文明办、 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和省直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责任单位设立一名兼职的

未成年人工作信息联络员ꎬ 负责向省文明办

报送信息资料ꎮ 同时ꎬ 我们专门安排两名同

志负责简报的编辑ꎮ
三是建立考评制度ꎮ 不断健全未成年简报

信息考评制度ꎬ 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ꎬ 提高各

地各相关部门积极性ꎮ 在中央文明办未成年简

报刊发信息的ꎬ 省文明办根据文章性质 (专稿

或综合稿) 对作者予以奖励ꎮ 各地各单位业务

工作如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 “美德少年”
等被中国文明网等全国性媒体展播的ꎬ 省文明

办对地市文明办或有关单位给予适当物质奖

励ꎮ 各地各单位报送和刊发信息情况ꎬ 省文明

办在次年年初的省文明办主任会上通报ꎮ
二、 注重选题策划ꎬ 提高传播效果
一是运用重要时间节点ꎮ 利用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道德实践活动ꎬ 是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有效抓手ꎮ 比如 “我们的节

日”、 学雷锋活动、 清明祭英烈、 争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等ꎬ 都是结合有关

节日主题开展的ꎮ 湖北省文明办注意在每个时

间节点期间ꎬ 积极进行选题策划ꎬ 在简报上集

中刊发相关信息和经验ꎬ 既反映各地情况ꎬ 又

营造了舆论氛围ꎮ
二是配合重大业务活动ꎮ 在全国、 全省未

成年人重大活动期间ꎬ 策划推出一批简报信

息ꎬ 配合与促进业务工作更好开展ꎮ 多年来ꎬ
湖北省文明办形成并坚持了这样一个优良传

统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４ 年全省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暑
期集中行动” 期间ꎬ 未成年简报集中刊发了 ９
期专报ꎬ 及时反映各地各部门开展清理整治行

动的进展成效ꎬ 同时也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ꎬ
推动了该项工作向纵深发展ꎮ

三是借助更高的传播平台ꎮ 加强未成年简

报信息工作ꎬ 传播未成年人工作声音ꎬ 不能仅

仅依靠自己拥有的一亩三分地ꎬ 还要善于借势

借力ꎬ 与更大的传播平台结合起来ꎬ 发出更响

亮的声音ꎮ 近年来ꎬ 湖北省文明办积极与省内

主流媒体沟通协作ꎬ 形成了互相支持、 互相促

进的良好关系ꎮ 每当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相关活动时ꎬ 都能得到省内主要媒体大力支

持ꎮ 例如 “湖北美德少年” 评选表彰期间ꎬ 我

们一方面运用简报宣传各地情况ꎻ 另一方面借

助湖北日报、 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刊播美德

少年事迹ꎬ 多种传播平台互相呼应、 共同造

势ꎬ 为评选表彰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ꎬ 使美德

少年事迹传播得更加广泛、 更加深入人心ꎮ 同

时ꎬ 我们积极借助全国性的传播平台ꎬ 宣传湖

北未成年人工作成效ꎮ 坚持定期向中央文明办

报送工作情况ꎬ 近 ３ 年在中央文明办未成年简

报刊发的文章在全国排名第 ４ 位ꎮ 同时ꎬ 我们

的工作还被推荐给中央各大主要新闻媒体ꎮ 如

２０１４ 年度的 “暑期集中行动”ꎬ 人民日报、 光

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国青年

报、 新华网等媒体都做了宣传报道ꎮ
三、 拓宽采编渠道ꎬ 保证稿件质量
一是在工作调研中主动发现ꎮ 未成年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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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建设工作内容丰富、 领域广泛ꎮ 湖北省

文明办要求全办所有干部时时刻刻绷紧一根

弦ꎬ 在调研中增强敏锐性ꎬ 及时发现各地、 各

单位未成年人工作的亮点和特色ꎬ 通过组稿或

约稿方式ꎬ 在省文明办未成年简报予以编发ꎬ
并由省文明办向中央文明办推荐ꎮ 我省被中央

文明办关注和肯定的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等经验ꎬ 很多都是在调

研中发掘出来的ꎮ
二是在资料信息中主动总结ꎮ 各地各单位

报送的大量信息材料ꎬ 多是从某个单位、 某件事

情等 “点” 的角度出发ꎬ 站位不高、 视野不广ꎬ
没有多少全局作用ꎬ 这就需要我们在发现各地

各单位工作共性的基础上主动总结ꎬ 将其上升为

普遍做法ꎮ 比如ꎬ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方面的经验ꎬ 很多都是我们在

各地各单位报送的零散信息资料基础上ꎬ 找出其

中的共性和规律ꎬ 进行多次总结和归纳得来的ꎮ
三是在兄弟省 (区、 市) 先进经验中主动

借鉴ꎮ “三人行ꎬ 必有我师ꎮ” 每个省份都有自

己的未成年人工作品牌和经验ꎬ 比如江苏省的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ꎬ 山东、 四川等省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ꎬ 广西南宁市的 “洒扫

应对”ꎬ 宁夏银川市的 “日行一善”ꎬ 等等ꎮ 我

们在办好未成年简报中积极拓宽采编视野ꎬ 以

“他山之石ꎬ 可以攻玉” 的开放态度ꎬ 对全国

各地各单位的先进经验大力推介ꎬ 帮助全省各

地各部门开阔视野ꎬ 有力推动了工作发展ꎮ
湖北省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信息简报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绩ꎬ 但还存在不少短板ꎮ 在下一

步工作实践中ꎬ 我们将按照中央文明办的要求ꎬ
积极贯彻落实本次培训班精神ꎬ 向各兄弟省 (区、
市) 学习ꎬ 努力推动我省简报工作迈上新的台阶ꎮ

(湖北省文明办)

四川省文明办

用好简报信息　 提升工作绩效

简报信息不仅是上情下传、 下情上达、 横

向交流的工作载体ꎬ 在消息繁杂的互联网时代ꎬ
还起着正本清源、 去伪存真的作用ꎮ 我们在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深切体会到: 简报信

息是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ꎬ 是实践中必

不可少的强力推手ꎬ 只要这两只手精准发力、 相

互配合ꎬ 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近年来ꎬ 我

们特别注重运用简报信息特有的价值和能量ꎬ
创新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各项工作ꎮ

一、 深度挖掘下行简报信息中蕴藏的

“金矿”ꎬ 让其成为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智库”
中央文明办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简报» 对基层工作的指导性、 针对性、 借鉴性

很强ꎬ 我们要求各市 (州) 以适当的方式把简

报内容传到 １８３ 个县 (市、 区) 文明办ꎬ 送到

２４４８ 名承担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主体责

任的领导手上ꎬ 让大家在学习思考中实现 “三
个结合”ꎮ

１. 结合重点工作找准 “制高点位”ꎮ 中央

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信息ꎬ
突出重点、 聚焦重点ꎬ 动态性反映最新进展、
最实举措、 最佳效果ꎬ 树立了工作的 “标杆”ꎬ
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ꎮ 比如ꎬ 在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推进中ꎬ 我们借鉴了简报信息中内蒙

古、 安徽、 山东、 重庆、 贵州等省 (区、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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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做法ꎬ 围绕运转常态化、 长期化目标ꎬ
探索了让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起来” “动起来”
“乐起来” “立起来” 的体制机制ꎮ 目前ꎬ 我省

４０３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ꎬ
其建设成效成为今年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

之一ꎮ
２. 结合创新工作找到 “实践路径”ꎮ 基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只有不断突破、 不

断创新、 不断提升ꎬ 才能更好地适应孩子的需

求、 满足群众的期盼、 跟上时代的步伐ꎮ 我们

许多创新工作的灵感思路、 方法手段都来自中

央文明办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
的信息ꎬ 经过消化吸收后ꎬ 对其进行了再创

新、 再探索ꎮ 比如ꎬ 我们在推动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工作初期ꎬ 认真研究了上海、 南京、 苏

州、 长春等市的工作信息ꎬ 从中探索出 “预防

为主、 团队为主、 体验为主、 活动为主” 的

“四川模式”ꎮ 当前ꎬ 全省各级未成年人心理成

长指导中心的名称、 标识、 场地、 课程、 队伍

等标准化建设工作正有力推进ꎮ
３. 结合难点工作找寻 “破解招数”ꎮ 从国家

层面整体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已经

走过了 １０ 年时间ꎬ 现在ꎬ 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和学习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ꎬ 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ꎬ
迫切需要新思路、 新招数ꎮ 于是ꎬ 中央文明办的

简报信息就成为我们的资源库、 思想库、 智力

库ꎮ 为了便于查阅ꎬ 我们把中央文明办历年来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简报» 信息汇集成

册ꎬ 实行专人、 专柜管理ꎮ 针对简报信息中不清

楚的地方ꎬ 我们还及时电话请示中央文明办有

关负责同志ꎮ 比如ꎬ 我们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体系借鉴了黑龙江模式ꎬ 社会文化

环境净化工作参考了湖北做法ꎬ 未成年人社区

教育学习了天津、 上海的经验ꎮ
二、 精心雕琢上行简报信息中隐藏的

“璞石”ꎬ 让其成为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实用管用、 可圈可点的 “品牌”
我省有 ２１ 个市 (州)、 １８３ 个县 ( 市、

区)ꎬ ２３００ 多万未成年人ꎬ 而各级专职从事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人手非常紧张ꎬ 如

何及时掌握基层情况、 有效指导基层工作是我

们面临的现实问题ꎮ 针对人少事多的矛盾ꎬ 我

们把基层上报的简报信息作为工作的 “耳目”ꎬ
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做到 “三个注重”ꎮ

１. 注重分析研判ꎬ 从中把握工作态势ꎮ 我

们建立了简报信息分析制度ꎬ 不定期对基层信

息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ꎮ 比如ꎬ 我们

在简报信息中发现全省各地组织中华经典诵读

活动的热情很高ꎬ 就及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

全省第一本 «中华经典诵读指导大纲»ꎬ 连续 ４
年打造 «中华经典诵读会» 电视专题节目ꎬ 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ꎬ 现在已成为我省影响较

大、 参与面广、 特色鲜明的文化传承活动ꎮ
２. 注重跟踪培育ꎬ 从中选择孵化项目ꎮ 一

些基层创新项目的推进ꎬ 由于缺少上级关注和

资金支持而困难重重ꎮ 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ꎬ
我们特别注意简报信息中反映的试点工作、 探

索项目、 试验区域方面的进展动态ꎬ 及时给予

政策上、 资金上的扶持ꎮ 比如ꎬ 我们从信息上

获知成都市青羊区石人北路社区在举办 “儿童

跳蚤市场”ꎬ 就立即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专题论

证ꎮ 在认定这是一个养成教育的好项目后ꎬ 我

们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专项经费中安

排 １００ 万元ꎬ 在全省建设了 ５０ 个推广示范点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１８
个创新项目ꎬ 全省共投入资金近 １０００ 万元ꎮ

３. 注重问题导向ꎬ 从中发现工作短板ꎮ
“反弹琵琶” 是一种工作方法ꎬ 从薄弱环节下

手ꎬ 集中力量补齐工作短板ꎬ 往往能达到 “四
两拨千金” 的效果ꎮ 基层简报 “报喜不报忧”
是常态ꎬ 我们在肯定基层成绩的同时ꎬ 也经常

用 “显微镜” 解剖 “麻雀”ꎬ 从中发现问题ꎬ
进而帮助解决问题ꎬ 通过 “反弹琵琶” 的方法

助推工作上台阶、 创佳绩ꎮ 比如ꎬ 前些年ꎬ 我

们在分析巴中市暑期社会文化环境专项治理工

作的信息时ꎬ 发现打击 “黑网吧” 数量很少ꎬ
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不相吻合ꎬ 经调查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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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互相推诿ꎮ 我们立即要求巴中市将此

事作为重点督办项目ꎬ 受到了巴中市委书记、
市长的高度重视ꎮ 现在ꎬ 该市社会文化环境净

化工作不但走在了全省前列ꎬ 并且进入第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之列ꎮ
三、 协同谱写简报信息中的 “音符”ꎬ

共同唱响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朝气蓬勃、 锐意进取的 “乐章”
为进一步扩大简报信息的影响力、 辐射

面ꎬ 我们尝试畅通部门之间、 内外之间的信息

渠道ꎬ 既放大了简报信息中的正向能量ꎬ 又营

造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良好的社会舆

论氛围ꎮ
１. 畅通横向信息渠道ꎬ 实现多部门联动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涉及我省 ４０ 多个职

能部门ꎬ 简报信息就成为部门之间联系沟通的

桥梁和纽带之一ꎬ 通过信息共享树立 “一盘

棋” 的思想ꎬ 打出了漂亮的 “组合拳”ꎮ 比如ꎬ
美德少年评选结果信息共享后ꎬ 妇联在家庭亲

子活动、 团委在队日活动、 关工委在夏令营活

动、 旅游局在文明旅游活动中特别加入了 “美
德少年” 的元素ꎬ 一条条简报信息就这样鲜活

起来ꎮ
２. 畅通内外话语渠道ꎬ 实现全媒体互动ꎮ

如何把内部的官方话语体系转化为孩子们喜

欢、 家长们接受、 老师们认可的话语体系ꎬ 是

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ꎮ 我们在用好中国未成年

人网、 四川教育手机报、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 «品格周刊» 等媒体的同时ꎬ 主动加强与党

报党刊、 都市类媒体、 商业网站的联系ꎬ 希望

实现内部简报信息与外部媒体宣传的有机结

合、 良性互动ꎮ 比如ꎬ 在我省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宣传策划上ꎬ 媒体结合近几年的简报信息ꎬ
«四川日报» 连发 ５ 篇思考性调研文章ꎬ 四川

电视台推出全年 ４２ 期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故

事»ꎬ 中国未成年人网不间断推出 «我在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一天» 等ꎬ 通过图文呈现、 故事

讲述、 多元表达ꎬ 进一步阐释、 丰满和延展了

简报信息的内容ꎮ
简报信息既是工作的 “助推器”ꎬ 帮助我

们明确努力方向、 提高工作效率ꎬ 也是工作的

“催化剂”ꎬ 帮助我们深化思想内涵、 提升工作

质量ꎻ 还是工作的 “探测仪”ꎬ 帮助我们及时

发现问题ꎬ 提醒工作得失ꎮ 下一步ꎬ 我们将认

真落实这次培训的要求ꎬ 学习借鉴各地的经验

做法ꎬ 在坚持不懈、 持续深入抓好我省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总结好

工作经验、 撰写好工作信息、 使用好工作简

报ꎬ 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四川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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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经验交流

北京市联席联动打造文明旅游新环境

２０１５ 年ꎬ 首都文明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

明办和首都文明委的要求部署ꎬ 紧贴新的形势

任务ꎬ 结合首都地区实际ꎬ 以提高公民旅游文

明素质、 打造文明旅游出行环境为目标ꎬ 充分

发挥首都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

职能作用ꎬ 以部门整体联动、 主题活动牵引、
行业自律约束、 社会氛围营造为重点ꎬ 积极探

索ꎬ 主动作为ꎬ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ꎬ 取得了明

显的社会成效ꎮ
一、 重谋划、 抓机制ꎬ 形成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
首都文明办作为文明旅游联席会议牵头部

门ꎬ 积极发挥首都文明委体制机制优势ꎬ 重点抓

统筹、 抓谋划、 抓落实ꎬ 在加强信息报送、 开展

调查研究、 组织定期会商、 集体研究对策上下功

夫ꎬ 确保形成工作合力ꎮ 一是坚持宏观谋划与分

类指导相结合ꎮ 为确保首都文明旅游工作能真

正形成一盘棋ꎬ 做到有统有分、 统分结合ꎬ 在多

次召开联席会议、 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

上ꎬ 由首都文明办牵头研究起草了 «关于组织

开展 “文明旅游我最美” 主题宣传活动方案»
(精建 〔２０１５〕 ６ 号)ꎬ 作为全市开展文明旅游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ꎬ 并以首都文明委的名义印发ꎬ
为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实施提供了遵循ꎮ 同时指

导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ꎬ 分别研究制定各部门

具体措施ꎬ 合力抓好六大关口 (护照关、 组团

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关、 行程关)ꎬ 在规

范流程、 各尽其责上下功夫ꎮ 如首都国际机场股

份有限公司将文明旅游与安全出行相结合ꎬ 与

相关部门联合签署 «合作备忘录»ꎬ 将安全出行

融合到文明旅游工作之中ꎬ 共同维护首都机场

的文明旅游环境ꎮ 市公园管理中心围绕 “基本

礼仪、 文明游园、 礼让有序、 游园安全” 四个

方面ꎬ 以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 实用便捷为原

则ꎬ 编辑了 “文明游园” 三字经等ꎮ 二是坚持

调查研究与机制建设相结合ꎮ 为广泛征求各成

员单位意见建议ꎬ 充分形成共识ꎬ ２０１５ 年的上

半年和下半年分别召开专题研讨会ꎬ 各部门结

合实际介绍本单位工作推进情况ꎬ 并就如何形

成合力ꎬ 共同推动首都地区文明旅游工作深入

开展交换了意见ꎮ 此外ꎬ 市政府外办针对因不文

明旅游行为引起的境外领事保护情况ꎬ 将文明

旅游和境外领事保护有机结合ꎬ 联合首都文明

办、 市旅游委组团赴日本、 泰国、 以色列ꎬ 进行

了境外专题调研ꎬ 为推进首都的文明旅游和境

外领事保护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ꎮ 同时为完善

文明旅游联席会议制度ꎬ ２０１５ 年将北京铁路局、
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吸纳为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ꎬ 目前成员单位已增至 １５ 家ꎬ 进一步壮

大了推进文明旅游工作的组织保障力量ꎮ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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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ꎮ 在整体工作

推进中ꎬ 主要依托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平台ꎬ 安排

部署同一主题活动ꎬ 要求于春节、 五一、 十一期

间ꎬ 在机场、 车站、 公园等同步展开ꎬ 形成声

势ꎮ 同时根据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任务和工作实

际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主题活动ꎮ 首都文明办

发起的 “文明旅游达人” 评选活动ꎬ 主要围绕

“语言美、 举止美、 形象美” 展开ꎬ 每季度评选

出 ２０ 名ꎬ 全年共评选出 ８０ 名ꎬ 年底在全市范围

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宣传推树ꎮ 市旅游委在全市

旅行社系统组织开展的 “千名好导游” “千名好

游客” 评选活动ꎬ 目的是提高从业人员业务能

力、 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到 “文明旅游我最美”
主题活动中ꎮ

二、 重创新、 求突破ꎬ 开展形式多样的

主题活动
以提高公民旅游素质为目标ꎬ 以春节、 “五

一” “十一” 和寒暑假等旅游高峰时段为重要节

点ꎬ 在全市广泛开展了 “文明旅游我最美” 主

题宣传实践活动ꎮ 一是通过举办发布会增加主

题活动的 “气场”ꎮ 结合世界旅游日ꎬ 在天坛公

园隆重举办 “文明旅游我最美” 主题宣传活动

发布会ꎬ 推出全国首个文明旅游微信互动平台、
文明旅游活动标识 “金钩钩” 和文明旅游扑克

牌ꎮ 活动现场正式启动 “文明旅游达人” 评选ꎬ
通过典型示范案例引领市民群众提升文明旅游

的意识ꎮ 活动打破了许多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

传统宣传活动方式生硬、 古板、 不接地气的固有

印象ꎬ 通过别开生面的现场互动ꎬ 有效增强了活

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ꎮ 二是通过组织 ８ 省市接力

提高公益宣传活动的 “黏性”ꎮ “十一” 旅游黄

金周期间ꎬ 联合 ８ 省市电视台发起 “文明旅游

‘袋’ 动中国” 大型公益宣传活动ꎬ 采取省市接

力、 景点接力、 网络分享线上接力的传播方式ꎬ
发动数万名志愿者在景区现场传播正能量ꎬ 辐

射游客 １ ５ 亿人次ꎬ ２０ 余位明星以多种方式参

与活动ꎮ 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ꎬ 成为

“十一” 黄金周期间文明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ꎮ 三是通过开展进校园宣传凸显试点活动的

“亮度”ꎮ 针对学生群体旅游人数迅速增加的实

际ꎬ 在月坛中学试点开展 “文明旅游与领事保

护进校园” 活动ꎬ 旨在强化学生在旅游中ꎬ 特

别是在境外旅游的安全风险防范及文明守则意

识ꎬ 培养学生在旅游中的良好风尚ꎮ 通过主题班

会、 表演小品、 征文与知识竞赛等多种生动活泼

的形式ꎬ 让学生主动讲文明、 学领保、 重安全、
带家长ꎮ 四是通过不断深化志愿服务夯实群众

性活动的 “基石”ꎮ 各区结合辖区资源优势ꎬ 广

泛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ꎮ 海淀区 “高玉

红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 由最初的 １２ 名个体工

商户ꎬ 发展到百余人的大团队ꎮ 他们为中外游客

制作专门的文明旅游指路条ꎬ 建立文明旅游服

务队网站ꎬ 创作文明旅游之歌ꎬ 自编文明旅游三

句半———文明旅游靠大家ꎮ 该志愿服务队已成

为海淀区志愿者培训、 实践基地ꎬ 先后培训志愿

者近千人ꎮ 中央电视塔志愿服务队发起具有特

色的文明旅游活动项目——— “每天做文明旅游

义工一小时” “暑期寻找文明旅游好游客” “大
学生 (留学生) 文明旅游志愿者义务讲解”ꎬ 为

游客对文明旅游行为做必要的提醒、 示范和引

导ꎬ 传递正能量ꎮ
三、 重管理、 促自律ꎬ 提升从业人员

的能力素质
北京市旅游委充分发挥行业优势ꎬ 加强制

度建设ꎬ 主动承担起文明旅游宣传、 服务和引

导的责任ꎬ 把文明旅游宣传贯穿到游客出行的

全过程ꎮ 一是加强学习培训ꎬ 提升文明引导意

识ꎮ 结合国家旅游局出台的 «导游领队引导文

明旅游规范» «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 等

文明旅游规范性文件ꎬ 对旅行社从业人员进行

专门培训ꎬ 切实提高导游、 领队的文明素质和

教育引导水平ꎮ 朝阳区率先在全市组织召开旅

行社行业文明旅游培训会ꎬ 从合同规范、 法律

责任、 旅游安全等问题着手ꎬ 结合典型案例对

如何引导游客文明旅游进行详尽培训ꎬ 得到了

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与认可ꎮ 二是建立信用体

系ꎬ 增强自律约束意识ꎮ 结合国家旅游局发布

的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ꎬ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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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现有旅行社、 景区和饭店业务管理系统ꎬ 建立

行业信用信息发布平台ꎬ 对旅游企业、 导游领

队、 旅游行业协会会员和旅游消费者的信用信

息予以发布并管理ꎬ 逐步实现与其他部门的信

用系统联网互动ꎬ 从根本上提高旅游企业与市

民的自律能力及文明旅游意识ꎮ 三是强化监管

督导ꎬ 树立岗位责任意识ꎮ 不定期派出检查人

员ꎬ 对旅行社执行文明旅游规章制度情况进行

日常检查和随团暗访ꎬ 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开展

“首都旅游紫禁杯” “最美导游” “最佳旅行社”
评选的重要条件ꎻ 将导游、 领队督导不文明行为

情况纳入旅行社年检和导游考核的重要内容ꎬ
游客在境外旅游造成不良影响的ꎬ 按照相关规

章严格追究导游、 领队和旅行社责任ꎮ
四、 重宣传、 用网络ꎬ 营造文明旅游

的社会氛围
广泛运用互联网思维模式ꎬ 采取多层次、

多维度、 多渠道的全媒体矩阵传播ꎬ 积极发挥

舆论宣传在文明旅游工作中的推动作用ꎮ 一是

建立首个文明旅游微信互动平台ꎮ 依托微信平

台ꎬ 设计开发并推出全国首个多模块、 可复用

的移动端政府服务平台———文明旅游微信互动

平台ꎬ 设置承诺书、 互动游戏、 知识问答、 导

航地图、 积分兑换等多个功能模块ꎬ 通过搜

索、 咨询、 分享ꎬ 吸引广大市民群众参与互

动ꎬ 在答题、 游戏、 发帖的同时ꎬ 学习了解文

明旅游常识ꎬ 不断提升文明旅游工作的宣传

“黏性”ꎮ 二是发布首份文明旅游网络调查报

告ꎮ 联合腾讯大燕网共同发布全国第一份全景

式、 大范围、 拉网式的网民自主性报告———
“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首份文明旅游调查报告”ꎬ 将最

原生、 最真实的数据进行图表化呈现ꎬ 京津冀

三省市 ２４ 万多网民参与调查ꎬ 阅读点击量超过

１００ 万ꎮ 三是安装移动互联数字终端ꎮ 联合人

民日报打造移动互联数字终端———文明北京智

慧宣传平台ꎬ 并在全市 １８０ 个旅行社、 景区安

装ꎬ 自主开发文明旅游上屏栏目ꎬ 向游客介绍

旅游目的地相关法律法规、 风俗禁忌、 宗教信

仰、 礼仪规范ꎬ 定期推送文明旅游工作动态和

信息ꎮ 四是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宣传ꎮ 制作文明

旅游公益广告宣传片ꎬ 在电视台、 城市电视、
户外大屏循环播放ꎻ 在机场、 车站、 公园、 出

入境大厅等窗口单位ꎬ 设置文明旅游提示语和

宣传栏ꎻ 在报纸杂志开设文明旅游专栏ꎬ 定期

发布市民群众拍摄的文明旅游照片和文明旅游

攻略ꎮ 协调 «新闻联播»、 新华社、 人民日报

等中央媒体ꎬ 对全市开展的系列文明旅游活动

进行集中报道ꎬ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一

致好评ꎮ

(首都文明办供稿)

河北省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美

丽乡村、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提出了一系

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要求ꎬ 为我

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ꎬ 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ꎮ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

绕 “环境美、 产业美、 精神美、 生态美” 目

标ꎬ 广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

明创建ꎬ 省文明办组织各市全面开展了美丽乡

村建设调研ꎬ 先后赴浙江省学习考察ꎬ 并到张

家口、 石家庄、 廊坊、 承德等地进行调研ꎮ 通

过座谈交流、 实地察看等多种方式ꎬ 对我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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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及今后应采取的主要举措ꎬ 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把握ꎮ
一、 河北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做法和

成效
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ꎬ 河北省各地结

合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ꎬ 以环境美化、 村民

中心建设为重点ꎬ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着手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ꎬ 农村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ꎬ 农村精神文明阵地不断巩固加强ꎬ 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ꎬ 全省涌现出一大批美丽

乡村ꎮ
(一)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ꎬ 村容村貌明显

改善

１. 以绘制文化墙为突破口ꎬ 美化农村环

境ꎮ 河北省将美丽乡村文化墙作为扮靓乡村环

境的重点工作大力推进ꎬ 在 １ ５ 万个村庄建设

了一大批内涵丰富、 生动形象的文化墙ꎮ 在绘

制过程中ꎬ 着力突出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 善

行河北等内容ꎬ 采用群众喜欢看、 看得懂的漫

画、 诗歌、 顺口溜等形式ꎬ 把农村文化墙打造

成了传播文明风尚的窗口ꎮ 邯郸市文明办筹集

资金先后为 ４７０ 个村制作了瓷砖文化墙、 为

４１３ 个村制作了喷绘文化墙ꎮ 邱县付东村、 海

兴县北一村、 涿鹿县季家寺村等文化墙规模

大ꎬ 艺术水准高ꎬ 深受老百姓欢迎ꎮ 美丽乡村

文化墙不仅为环境美化增添色彩ꎬ 也成为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 提高村民素质的 “固定的课

堂”ꎬ 成为河北省新农村建设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ꎮ
２. 以整治标语广告、 主要街道为着力点ꎬ

改善农村形象ꎮ 针对当前农村民居外墙标语广

告泛滥的情况ꎬ 全省农村开展集中整治行动ꎮ
清除内容低俗、 陈旧、 破损严重的标语广告ꎬ
对路牌公共标志进行规范ꎮ 对沿街建筑立面进

行整修ꎬ 清除有碍观瞻的建筑物ꎬ 墙壁统一粉

刷ꎮ 沧州市整治建筑立面 ６ １５ 万平方米、 标语

广告 ７０９００ 余条ꎬ 粉刷墙壁近 ２９０ 万平方米ꎮ
廊坊市累计投资 ２ ６６ 亿元ꎬ 出动车辆 ２８ 万辆

次ꎬ 动用 ５６ 万余人次ꎬ 清理私搭乱建 １０ 万余

处ꎬ 清理坍塌破房、 残垣断壁 ２ １ 万余处ꎬ 粉

刷墙体 ７００ 万平方米ꎬ 规范户外广告 ３ 万余处ꎮ
整治后的村庄整洁、 干净、 有序ꎬ 颜色与周边

环境、 生态状况协调一致ꎬ 赏心悦目ꎮ
３. 以推进 １５ 件实事为抓手ꎬ 提升农村品

位ꎮ 河北省文明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实施方案»ꎬ 组织各地结合农村面

貌改造提升行动ꎬ 因地制宜、 因村制宜ꎬ 大力

开展道路硬化ꎬ 饮水安全、 厕所改造、 危房改

造、 新能源利用、 产业支撑、 一村一品等 １５ 项

实事项目建设ꎬ 提高农民生活舒适度ꎬ 打造

“看得见山水ꎬ 记得住乡愁” 的新农村ꎮ 衡水

市集中人力物力ꎬ 全面打响饮水安全、 道路硬

化、 垃圾处理、 厕所改造、 村庄绿化、 危房改

造六大战役ꎬ 针对农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ꎬ 分类施策ꎬ 协调推进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

整改提升ꎮ 平泉县围绕新村抓产业、 围绕产业

建新村ꎬ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主导产业ꎬ 大力推

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ꎬ 增加农民收入ꎬ 夯实新

农村建设基础ꎬ 使美丽乡村建设充满生机

活力ꎮ
(二) 注重阵地民风建设ꎬ 农村文明程度

显著提升

１. 加强村民中心和文化广场建设ꎮ 各地大

力巩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阵地ꎬ 没有村民中心

的村ꎬ 按省统一制式要求建立村民中心ꎻ 有村

民中心的村ꎬ 对村委会办公室、 村民活动室等

进行整合ꎬ 使之成为集办公议事、 村务公开、
事务代办、 纠纷调解、 医疗服务、 购物超市、
文化娱乐、 信息技术服务等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平台ꎬ 将其打造成践行善行理念、 开展善行服

务、 传播善行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平台ꎮ 与此

同时ꎬ 因地制宜建设完善了一批农村文化广

场ꎬ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ꎬ 吸引农民

积极参与ꎬ 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ꎮ
２. 制定完善村规民约ꎮ 积极推动各村建立

健全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

群众自治组织ꎬ 讨论修订村规民约ꎬ 用民间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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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力量引导农民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自我

提高ꎬ 促进移风易俗ꎬ 营造了健康淳朴的人际

关系ꎮ 目前ꎬ 全省大部分村庄成立了道德评议

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ꎬ 出台了符合

村情民意的村规民约ꎬ 基本做到了道德有人

评ꎬ 红白事有人管ꎬ 村民行为有规定约束ꎬ 促

进了农村和谐稳定发展ꎮ
３. 涵育引领示范ꎮ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营造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ꎬ 省文明办筹集资金ꎬ 利

用奖补的形式在兴隆县诗上庄村、 晋州市周家

庄村史馆等地建设 ９０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

育基地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

实ꎮ 全省农村普遍建立功德榜、 功德录、 小喇

叭ꎬ 宣传好人好事ꎬ 引导人们崇德向善ꎬ 见贤

思齐ꎮ 邯郸市、 沧州市各乡镇、 村制定了具体

的评选表彰活动方案ꎬ 明确了评选标准ꎬ 通过

投票推荐、 走访调查、 代表评定、 张榜公示等

环节推选各类模范ꎬ 并上功德榜、 记入功

德录ꎮ
４. 培育优良家风ꎮ 各地结合文明村镇创

建ꎬ 深入开展 “十星级文明农户” “五好文明

家庭” 创建活动ꎬ 开展好媳妇、 好公婆、 好妯

娌评选ꎬ 激发农民的荣誉感和上进心ꎬ 引导农

民从自身做起、 从家庭做起ꎬ 向上向善ꎬ 以良

好的家风影响带动乡风民风ꎮ 魏县实行家庭文

明积分制ꎬ 评出 “十星级文明农户” ８０００ 余

户ꎮ 唐山开展 “和睦邻里家庭” “美丽庭院”
等评选ꎬ 宣传家庭的仁德、 美德、 贤德ꎬ 孝老

敬老、 争做好人蔚然成风ꎮ
(三) 开展城乡共建ꎬ 社会各界参与面不

断扩大

１. 组织文明单位开展互助帮扶ꎮ 广泛动员

省内的全国、 省、 市、 县四级文明单位参加此

项活动ꎬ 提供财力、 物力支持ꎬ 并全程参与村

庄环境美化规划ꎬ 与当地群众共建新农村ꎮ 沧

州市组织各级文明单位对重点村进行一对一和

一对多的帮建ꎬ 并把帮建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考核范畴ꎮ 省直工委组织省直文明单位

连续多年帮扶平山县、 正定县、 赵县等地ꎬ 投

入力度大ꎬ 效果好ꎬ 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

普遍欢迎ꎮ
２. 协调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行动ꎮ 号召广

大志愿者尤其是大学生志愿者ꎬ 利用暑期回乡

期间ꎬ 广泛开展生态文明理念宣传、 绿化美化

等关爱自然的志愿服务ꎮ 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名

人作用ꎬ 组织他们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进行文

化墙漫画创作ꎬ 形象地反映了本地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特色ꎬ 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ꎮ
３. 发动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ꎮ 充分发挥

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群体的

示范引领作用ꎬ 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及各界成功

人士回乡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ꎬ 有钱出

钱ꎬ 有力出力ꎬ 形成了齐心协力共建美丽乡村

的生动局面ꎮ
(四) 培树宣传典型ꎬ 创建氛围浓厚

１. 发掘先进经验ꎮ 邱县、 永年县、 泊头市

等地的农民群众用手绘、 喷绘、 烧制瓷砖等多

种形式进行文化墙创作ꎬ 在村主要街道进行绘

制悬挂ꎬ 宣传善行美德ꎬ 效果良好ꎮ 他们的做

法紧贴实际、 具体实在、 可学易学ꎬ 省文明办

及时发掘并推广了这些先进经验ꎮ
２. 召开会议推动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省委宣

传部、 省文明办先后在邯郸市、 沧州市、 承德

市、 秦皇岛市、 石家庄市、 张家口市召开了全

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现场观摩座谈会ꎮ 通过与

会代表实地学习考察、 经验介绍交流等形式ꎬ
面向全省推广了当地的经验ꎬ 并对全省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部署ꎮ 省文明办多次组织

全省美丽乡村文化墙优秀绘画作品征集评选活

动ꎬ 设计印刷了 ２０ 万套文化墙漫画优秀获奖作

品招贴画、 折 页、 画 册ꎬ 免 费 发 放 到 广 大

农村ꎮ
３. 以点带面创建ꎮ 本着连点成线、 连线成

面、 区域连片创建的原则ꎬ 组织各地重点推出

了一批村庄作为示范点ꎬ 进行集中整治和精心

打造ꎬ 使之成为亮点村、 样板村ꎬ 以点带面ꎬ
辐射周边ꎬ 进而带动全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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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大力宣传表彰ꎮ 为鼓励美丽乡村建设先

进典型ꎬ 我省连续两年组织了美丽乡村评选表

彰ꎬ 评选了 ２１０ 个河北省美丽乡村ꎬ 并给予每

村财政奖补资金 １００ 万—２００ 万元ꎮ 与此同时ꎬ
组织中央、 省、 市媒体集中宣传推广了高邑县

仓房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建设重大典型ꎬ 引导

各地认真学习借鉴ꎬ 在全省农村形成了建设美

丽乡村的热潮ꎮ
(五) 注重齐抓共管ꎬ 组织领导不断加强

１. 建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ꎮ 省文明办会同

省直相关部门ꎬ 先后印发了 «河北省农村环境

美化工作实施方案» «２０１５ 年河北省农村面貌

改造提升行动环境美化和村民中心建设实施方

案» 等文件ꎬ 要求省市县各级都成立以文明办

牵头ꎬ 宣传、 文化、 住建、 财政等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环境美化、 村民中心建

设领导联席会ꎬ 及时召开协调调度会ꎬ 研究解

决推进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ꎮ
２. 加强督导检查ꎮ 制定督导方案ꎬ 组织各

地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ꎬ 对各村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督导检查ꎮ 推广宣传先进经

验ꎬ 宣传表彰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ꎬ 对

动作迟缓、 工作落后的地方进行通报批评ꎮ 省

文明办先后在秦皇岛市、 承德市召开全省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督导会ꎬ 组织力量对秦皇岛、 承

德、 唐山、 张家口、 石家庄、 保定等市进行现

场督导ꎮ 省文明办印发了 «全省农村环境美化

和村民中心建设任务完成情况一览表» «工作

台账» «河北省农村环境美化和村民中心建设

验收办法» 等文件ꎬ 督导各地加快工作进度ꎬ
保证工作质量ꎮ

３. 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积极性ꎮ 农村环境

美化和村民中心建设涉及文化、 住建、 财政等

诸多部门ꎬ 文明办作为牵头单位ꎬ 十分注重发

挥这些部门积极性ꎬ 在文件起草、 会议推动等

过程中共同研究ꎬ 共同部署ꎻ 在推进工作中ꎬ
充分发挥文化部门管理农村文化人才、 住建部

门负责村镇规划、 财政部门负责财政投入等职

能特点ꎬ 实现优势互补、 各展所长ꎮ

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ꎮ 据不

完全统计ꎬ 全省新建整合村民中心 ２ ５６ 万个ꎬ
建设完善文化广场 １ ５ 万个ꎬ 绘制美丽乡村文化

墙 ８８ ４ 万平方米ꎬ 建设农家书屋 ４８９６９ 个ꎬ 建

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６４５ 个ꎬ 每年放映公益电影

５９ 万场ꎬ 在 １ ５ 万多个村整治了临街建筑立面

和标语广告ꎬ 全面建设完成 １５ 件实事项目工程ꎮ
美丽乡村建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精神

文明创建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主动

性和创造性ꎬ 广大农民在参与中提升了素质ꎬ 农

村面貌有了较大改善ꎬ 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ꎬ 为经

济强省、 美丽河北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二、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上做了大量

工作ꎬ 取得了显著成绩ꎬ 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要求相比ꎬ 与农民群众的期盼相比ꎬ 仍有

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ꎮ
(一) 部分干部群众认识有待提高

由于美丽乡村建设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

力和财力ꎬ 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ꎬ 工作难度

大ꎬ 一些基层干部存有畏难情绪ꎬ 思路不宽ꎬ
办法不多ꎬ 工作进展不大ꎮ 一些农民群众受传

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影响ꎬ 对农村脏乱差现象习

以为常ꎬ 主动参与意识不强ꎮ
(二) 工作开展不平衡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ꎬ 有的地方领导高度重

视ꎬ 措施保障有力ꎬ 资金投入大ꎬ 创建活动开

展得扎扎实实ꎬ 特色鲜明ꎬ 成效显著ꎮ 有的地

方个别领导ꎬ 虽然口头上常讲 “两手抓ꎬ 两手

都要硬”ꎬ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重视程度不够ꎬ
措施不到位ꎬ 创建效果不明显ꎮ 此外ꎬ 列入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村ꎬ 资金投入大ꎬ 群众发动

广泛ꎬ 社会各界帮扶有力ꎬ 村容村貌变化较

大ꎬ 而其他还未列入创建计划的村ꎬ 由于没有

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抓手ꎬ 缺乏有力的项目支

撑ꎬ 村容村貌有待进一步改善ꎮ
(三) 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涉及村庄

美化绿化亮化、 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０２５



经验交流

方面面ꎬ 项目多ꎬ 资金需求量大ꎮ 有些地方由

于各县、 乡镇、 村级经济实力有限ꎬ 群众发动

参与不广泛ꎬ 难以保证有较大的投入ꎬ 制约了

美丽乡村建设活动的开展ꎮ
(四) 长效机制有待健全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

工程ꎬ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ꎬ 而要长久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ꎬ 必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ꎮ 从目前

情况看ꎬ 重建设、 轻管理、 轻制度的现象仍然

存在ꎬ 农村卫生保洁、 公共设施管理等维护机

制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ꎬ 防止反弹滑坡ꎮ
三、 工作建议
美丽乡村建设是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ꎬ 是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ꎬ 为搞好这

一活动ꎬ 我们建议抓好以下几方面ꎮ
(一) 要坚持统筹规划ꎬ 因地制宜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

统筹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ꎬ 要把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ꎬ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善行河北、 创建文明村

镇、 评选十星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ꎬ 努力打造符合环境美、 产业美、 精神美、
生态美要求、 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ꎮ

(二) 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ꎬ 搞好引导

发动

美丽乡村建设ꎬ 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ꎬ 也

是推进这项活动开展的主力军ꎮ 要通过报纸、
电视、 网络、 电视等媒体ꎬ 大力宣传美丽乡村

建设带来的种种好处和美丽愿景ꎬ 宣传重点村

的建设效果ꎬ 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打

动群众ꎬ 使农民群众主动配合参与ꎬ 变 “要我

建” 为 “我要建”ꎬ 形成家家户户都参与、 男

女老少齐上阵的良好局面ꎮ
(三) 要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ꎬ 加大资金

投入

美丽乡村建设涉及面广ꎬ 资金需求量大ꎬ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ꎬ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ꎬ 统筹

安排ꎬ 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ꎮ 各地各有关部

门ꎬ 要认真研究政策ꎬ 搞好对上沟通联系ꎬ 争

取更多的立项项目和政策扶持资金ꎻ 要采取市

场化运作方式ꎬ 建设经营性项目ꎬ 积极探索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新模式ꎻ 要充分调动农民

群众的积极性ꎬ 有钱出钱ꎬ 有力出力ꎬ 用自己

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ꎬ 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的稳

步推进ꎮ
(四) 要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ꎬ 推动常态

化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工

程ꎬ 特别是环境卫生等容易出现反复ꎬ 必须实

现常态化管理ꎮ 因此ꎬ 要将创建与保护紧密结

合ꎬ 既要按照规范设计标准完成建设ꎬ 又要切

实加强管理和维护ꎬ 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庄基础

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环境卫生的长效管理机

制ꎬ 巩固建设成果ꎮ 要落实完善相应的考核指

标体系ꎬ 进一步明确年度及建设期内的目标任

务ꎬ 重视考核奖惩ꎬ 强化结果运用ꎬ 确保美丽

乡村建成一个、 提升一个、 巩固一个ꎮ
(五) 要注重协调配合ꎬ 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建设美丽乡村ꎬ 事关全省农民的幸福生

活ꎬ 事关全省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ꎬ
涉及多个部门、 多个领域ꎬ 需要齐抓共建、 持

续推进ꎮ 各级党委、 政府要真正重视ꎬ 强化统

筹规划和督促指导ꎬ 调动有关涉农部门、 群团

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ꎬ 打好组合拳、 奏好

交响乐ꎬ 汇聚起共同关心、 支持、 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强大合力ꎬ 为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

北作贡献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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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涵育基地试点的调查与思考

为贯彻落实省委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ꎬ 着眼于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细、 落小、 落实ꎬ ２０１４
年ꎬ 我们在全省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

育基地试点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我们在全面了解 ２４
个试点基地的建设情况后ꎬ 实地走访查看了石

家庄、 廊坊、 保定等 ３ 市 ５ 县 ６ 个基地ꎬ 召开

现场调度会推进建设工作ꎮ 截至目前ꎬ ２４ 个试

点基地已完成 ８０％并相继开展活动ꎬ 宣传教育

作用正在凸显ꎮ
一、 因势利导、 不拘一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利用各种时机和

场合ꎬ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ꎬ 使核心价值观的

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无时不有ꎮ” 开展

涵育基地建设正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ꎬ
营造这样的场景和氛围ꎮ 各地在建设过程中ꎬ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ꎬ 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资

源ꎬ 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涵育基地ꎮ 通过调

研分析ꎬ 我们总结了以下 ６ 种建设路径ꎮ
１. 老树开新花ꎬ 改造提升传统展室展馆ꎮ

传统展室展馆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ꎬ 展

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ꎬ 传达着那个时期的

价值追求ꎮ 改造提升传统展室展馆就从内容和

形式入手ꎬ 赋予它们时代新风ꎮ 晋州市周家庄

乡是全省目前唯一存活着的 “人民公社”ꎮ 周

家庄合作史纪念馆记录了农村土地改革、 互助

组、 初级社、 高级社、 人民公社、 农村改革等

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ꎮ 通过扩建纪念馆ꎬ 增加

了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教育内

容ꎬ 形成了在周家庄观看大集体劳动工具、 劳

动形式、 劳动场面ꎬ 感受人民公社机关大院、
生产队部、 牲口棚、 马车队、 农民文化宫和新

农村建设等体验内容ꎮ 遵化市沙石峪在 ２０ 世纪

五六十年代创造了 “万里千担一亩田ꎬ 青石板

上创高产” 的奇迹ꎬ 被周恩来同志誉为 “当代

活愚公”ꎮ 沙石峪纪念馆全面展现的沙石峪人

的创业史、 奋斗史和 “当代活愚公” 的建设业

绩ꎬ 这些与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ꎮ 沙石峪通过

对纪念馆重新规划、 改陈布展ꎬ 突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容ꎬ 增设大型投影设备等ꎬ 进一

步使老典型发挥了新作用ꎮ
２. 激活静资产ꎬ 让专题博物馆承载新内

涵ꎮ 所谓静资产是指那些服务于企业或个人、
小众化、 社会效益不明显甚至静置的文化资

产ꎮ 激活它们ꎬ 就是赋予他们新的内涵ꎬ 挖掘

出它们潜在的社会效益ꎬ 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和培育ꎮ 正定县高远古家具博物馆

是河北高远企业投资集团旗下的文化产业项

目ꎬ 展示红木古家具为主ꎮ 建成开放 ３ 年来ꎬ
很好地服务了企业文化建设ꎮ 我们将其改造提

升ꎬ 深入挖掘馆藏展品的文化内涵ꎬ 把传统文

化、 乡贤文化、 红色文化、 革命文化鲜明地提

炼出来ꎬ 使其成为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良好载体ꎮ 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是展示鼻烟壶

文化和内画艺术的专题博物馆ꎮ 在建设涵育基

地过程中ꎬ 该馆以内画艺术积极表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要内容ꎬ 通过古今内画题材反映

了 “三个倡导” 的价值追求ꎮ 内画世博会、 奥

运会和 ＡＰＥＣ 会议展示现今国家富强风貌ꎬ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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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等古代题材诠释古代繁荣ꎮ 用大禹

治水的典故和耿长锁、 王文忠、 吴殿华等现代

人物反映敬业精神ꎮ
３. 科技拓新路ꎬ 建设新媒体传播平台ꎮ 网

络洪流滚滚而来ꎮ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

顺应和利用这一时代潮流ꎬ 将涵育基地建在网

上ꎬ 用网络的翅膀飞得更高ꎮ 河北文明网是全

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集中展示平台ꎬ 我们利

用其影响力广、 传播手段新、 内容丰富全面的

优势ꎬ 不断增添核心价值观内容、 增设相关栏

目ꎬ 勤劳善良河北人、 好人 ３６５、 图说我们的

价值观、 公益广告、 志愿服务、 道德模范等栏

目成为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载体ꎮ
善行河北官方微博是 “善行河北” 活动的 “短
平快” 传播平台ꎬ 开博以来已发布 １ ４ 万余条

信息ꎬ 用轻松活泼的网络语言ꎬ 阐释主流价值

观ꎬ 引导更多网友加入善行队伍中来ꎬ 吸引粉

丝 ４００ 多万ꎮ 此外河北好人网、 河北好人微博、
好人 ＱＱ 群等一大批网络传播平台正用一点一

滴的 “微力量”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ꎮ
４. 润物细无声ꎬ 建设休闲加修身的主题公

园ꎮ 公园是都市人群休闲娱乐的场所ꎬ 在公园

增设文化修身内容ꎬ 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声潜入人心的通道ꎮ 常山公园位于正定县中

心ꎬ 位置优越ꎬ 环境优美ꎮ 正定县利用公园人

流量大、 传播面广的优势ꎬ 巧妙地将习近平在

正定、 中国梦、 正定历史沿革、 古代人物、 现

代典型等内容融入公园中ꎮ 改造后的常山公园

成为展示正定厚重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平台ꎮ 定州市历史悠久ꎬ
汉语中有 ２２０ 多个成语典故与之有关ꎮ 定州市

充分发掘这一历史文化遗产ꎬ 精选 ７２ 个成语典

故制作成石雕ꎬ 设置在文化广场ꎬ 使人在日常

休闲娱乐中感受负荆请罪、 枕戈待旦、 程门立

雪等历史经典的魅力ꎮ
５. 产业强文化ꎬ 把文化产业园中园建成

新亮点ꎮ 河北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ꎬ 各

类文化产业园遍布各地ꎮ 涵育基地建设充分

利用这些园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ꎬ 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景县董子文化园是以儒

学思想重要传承人董仲舒为主题的文化园ꎮ
该园按叙事和纪念两条主线ꎬ 设置了董故园、
天策园和春秋繁露园、 天人合一广场、 董圣

殿等ꎬ 展示了董仲舒生平及政治功绩和思想

成就ꎮ 蔚县进一步发掘剪纸文化内涵ꎬ 发挥

剪纸艺术在宣传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ꎬ 依托

剪纸博物馆规划建设了 ３００ 平方米的核心价

值观剪纸专题展厅和核心价值观剪纸研究场

所ꎬ 组织剪纸研究者、 艺术家进行研究开发ꎬ
打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剪纸作品的征集

和展示平台ꎮ
６. 城市塑形象ꎬ 为先进人物立碑建馆ꎮ 道

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各类先进人物是一个城市

的 “精神长相”ꎬ 为他们立碑建馆就是为这个

城市的价值追求确定原点ꎬ 让城市形象更具内

涵ꎮ 沧州市进一步扩大 “沧州好人” 品牌效

应ꎬ 在沧州名人植物园建设沧州道德馆ꎬ 将典

型评选机制、 在全国、 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沧州

好人和机关、 单位、 企业开展道德建设的情况

纳入其中ꎬ 把沧州名人植物园建设成为好人互

动平台、 荣誉展示平台、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平台ꎮ 张北县在 “张北因你而精彩” 展室基础

上改建一座陈展面积为 ５００ 平方米的 “张北好

人馆”ꎬ 运用专业摄影图片、 高清电子播放视

频、 电子书、 画册等形式ꎬ 直观生动地展现好

人事迹、 先进典型和工作经验ꎬ 将片段性、 一

次性的好人宣传变成了系统性、 长久性的形象

展示ꎮ
二、 根植沃土、 涵育精神
建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都具

有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

成、 志愿互动的功能ꎮ 人们来到涵育基地ꎬ 看

到的是图文并茂的公益广告ꎬ 听到的是先进人

物的美德故事ꎬ 传递的是大德中国的正能量ꎬ
参与的是奉献互助的志愿服务ꎮ 一个个鲜活的

基地ꎬ 形式多样ꎬ 寓教于乐ꎬ 学思结合ꎮ 人们

看过之后ꎬ 心灵得到震撼ꎬ 思想得到升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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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乡土化阐释ꎬ 同振共鸣、 认同感强ꎮ
我们将核心价值观的抽象表达转换成本乡本

土的传统文化、 历史人物、 革命传统、 红色

记忆等ꎬ 把这方热土上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

生的感人的、 催人奋进的事迹展示出来ꎬ 把

精神提炼出来ꎬ 引发了当地群众的强烈共鸣ꎮ
很多群众正是在涵育基地了解到自己生活的

地方原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这么多的名人、
这么感人的故事ꎬ 增强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ꎮ
２. 生活化建设ꎬ 贴近群众、 宣传效果好ꎮ

我们坚持看得见、 摸得着、 离得近建设涵养基

地ꎬ 目的就是为了贴近群众生活ꎮ 让他们在工

作、 学习、 休闲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熏陶ꎮ 正定县的宣传干部讲道ꎬ 群众在常山公

园了解到了正定的历史和现状ꎬ 增强了他们热

爱家乡、 建设家乡、 奉献家乡的热情ꎮ
３. 直观化展示ꎬ 鲜活生动、 感染力强ꎮ 我

们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ꎬ 坚持

直观化展示ꎬ 用图片、 漫画、 雕塑等群众喜闻

乐见、 易于接受的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感染力ꎮ 张北好人馆的负责同志说ꎬ 电子

化的传播手段生动、 活泼ꎬ 更吸引年轻人的关

注ꎮ 高远古家具博物馆馆长说ꎬ 利用家具的布

局展示就可以让人们在洒扫应对中体会什么是

尊敬和孝老ꎮ
三、 创新思维、 探索新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核

心价值观涵育基地是在旧领域干新工作ꎬ 是在

精神领域、 在人们的头脑中ꎬ 建设价值观的现

代化高楼大厦ꎮ 要用全新的思维看待谋划我们

的工作ꎬ 探索一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

育新路ꎮ
１. 坚定信念ꎬ 笃力前行ꎮ “人民有信仰ꎬ

民族有希望ꎬ 国家有力量”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

涵育基地建设是 “让人民有信仰” 的大事ꎬ 是

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好事ꎬ 要有 “咬定青山不

放松” 的信念和干劲ꎬ 要蹄疾步稳笃力行ꎬ 做

好涵育基地各项建设工作ꎮ
２. 转变观念ꎬ 做大格局ꎮ 要把建设涵育基

地的过程变为全民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过程ꎬ 形成全社会共建涵育基地的大格

局ꎮ 要用文明办掌握的小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和社会力量ꎬ 鼓励吸引企业、 组织、 个人因

地制宜参与涵育基地建设ꎮ
３. 注重基层ꎬ 注重效益ꎮ ２４ 个试点基地

有 ２１ 个建在基层ꎮ ２０１５ 年是基层宣思想文化

工作加强年ꎬ 涵育基地建设要抓住这个契机ꎬ
打牢基础、 补齐短板ꎮ 要以社会效益为第一追

求ꎬ 把基地建设这件好事做实、 实事做好ꎮ
４. 坚持创新ꎬ 拓展阵地ꎮ 从试点基地的建

设中我们发现ꎬ 反映、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阵地无处不在ꎬ 缺少的只是发现的眼睛和

创新的头脑ꎬ 要不怕大的气魄、 不舍小的周

密、 不厌精的细致ꎬ 改造提升旧场馆、 寻找发

现新阵地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打造社区志愿服务品牌

赤峰市将志愿服务特别是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ꎬ 加强领导ꎬ 精心组织ꎬ 狠抓落实ꎬ 以制

度化建设为根本ꎬ 突出内容创新、 手段创新、
制度创新ꎬ 推出了一大批特色鲜明、 参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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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群众认可的实践载体和活动品牌ꎬ 为实现

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 长效化进行了有益

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ꎮ
一、 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 新要求ꎬ 随后ꎬ 中央文明委出台 «关
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ꎬ 对志愿服务

工作进行顶层设计ꎬ 作出总体安排ꎮ 赤峰市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大市ꎬ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ꎬ 大量本地农村牧区和外

来人口涌入城市并进入社区ꎬ 城市管理、 公共

服务面临一系列新情况、 新问题ꎬ 需要社区志

愿服务给予有效补充ꎮ 应形势发展和现实需

要ꎬ 近年来ꎬ 赤峰市把志愿服务作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ꎬ 作为引领

社会文明风尚的风向标ꎬ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统领ꎬ 以城市社区为重点领域ꎬ 以空巢老

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子女等特殊人群为服务

对象ꎬ 狠抓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ꎬ 开展常态

化、 多样化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二、 主要做法
１. 强化组织领导ꎮ 赤峰市成立了由市文明

委领导ꎬ 市文明办牵头ꎬ ２０ 多家文明委成员单

位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全市志愿服务活

动协调小组ꎬ 负责对全市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总

体规划、 协调指导、 督促检查、 总结推广ꎬ 形

成文明委组织领导、 文明办统筹协调、 成员单

位分工协作、 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工作格

局ꎮ 为统筹协调全市志愿服务工作ꎬ 推动志愿

服务常态规范运行ꎬ ２０１２ 年成立了赤峰市志愿

者联合会ꎮ 依据有关社团管理法规ꎬ 大力加强

各级志愿者协会和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建设ꎮ 全

市相继组建了各级志愿者协会 １１ 个、 各类志愿

服务组织 ６５６ 个ꎬ 注册志愿者人数超过 １２ 万

人ꎬ 形成了覆盖市、 区、 街道、 社区的四级组

织网络ꎬ 为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

提供了组织保证ꎮ
２. 建立注册制度ꎮ 赤峰市在赤峰文明网开

设了 “志愿服务” 频道ꎬ 建立了志愿服务网络

管理平台———赤峰市志愿者注册管理系统ꎬ 既

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平台ꎬ 又实现了

全市志愿者的统一规范管理ꎮ 凡有意向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的居民通过赤峰市志愿者注册管理

系统ꎬ 注册成为社区志愿者后ꎬ 供求对接、 服

务记录、 星级评定工作全部实现规范化运行ꎮ
目前ꎬ 该系统录入了全市 ９ 个旗县和市三区

１３７ 个社区的地域名称ꎬ 并分别设置了系统管

理员ꎮ 申请人根据个人志向、 兴趣和专长可在

２０ 个组织选项中自主选择一至多项志愿服务项

目ꎬ 各社区管理员又可通过系统中的个人信

息ꎬ 随时了解志愿者的服务意向ꎬ 打印留存志

愿者注册档案ꎬ 体现了志愿服务管理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ꎮ
３. 注重培训管理ꎮ 实行志愿者培训上岗制

度ꎮ 各社区根据志愿者的爱好、 特长、 经历ꎬ
把志愿者分成若干志愿服务队ꎬ 依托社区 “市
民大讲堂”、 市民学校、 科普讲堂等阵地ꎬ 通

过聘请专家集中辅导、 志愿者座谈交流、 案例

分析等形式ꎬ 长期对志愿者进行相关知识和服

务技能的专业化培训ꎬ 并重点加强骨干力量培

养ꎬ 不断提高志愿者志愿服务能力和专业水

平ꎮ 红山区长青社区的志愿者每年要接受至少

４８ 小时培训才能上岗服务ꎮ 让专业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ꎮ 为了让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真正惠及于

民ꎬ 赤峰市文明办制发了 «关于组织专业志愿

服务队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的实施方案»ꎬ 明

确了党员、 红十字、 文化体育、 医疗卫生、 法

律援助、 环境保护和科教普及等志愿服务队的

工作职责ꎬ 对责任单位和专业志愿者队伍进社

区服务的频率频次提出每月不少于 １ 次要求ꎮ
通过专业志愿者进社区ꎬ 不仅为居民提供更加

专业化的服务ꎬ 而且通过对社区志愿者的传帮

带ꎬ 使社区志愿者熟悉并掌握了多项专业服务

技能ꎬ 进而提高了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整体效

能ꎮ 由红山区环保局、 长青街道司法所志愿者

组成的法治宣传咨询服务队ꎬ 由第二医院志愿

者组成的老年义诊服务队等 ８ 支专业志愿服务

队经常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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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健全激励机制ꎮ 志愿者星级评定是对社

区志愿服务的一种奖励ꎬ 以志愿服务时间长短

作为基本依据ꎬ 经过志愿者本人申报、 志愿服

务组织证明、 居委会审定后ꎬ 就可记录志愿服

务时间ꎬ 定期进行表彰奖励ꎬ 并纳入道德模

范、 赤峰好人评选范畴ꎮ 同时ꎬ 志愿者在就

业、 子女入学、 住房等方面给予适当政策保

障ꎬ 让 “当志愿者” 成为人们服务社会、 奉献

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ꎬ 成为受到社会尊敬和崇

尚的行为ꎮ 赤峰市各社区积极探索激励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的方式方法ꎮ 长青社区对 “志愿

服务累计时间凡是达到 １００ 小时、 ３００ 小时、
６００ 小时、 １０００ 小时和 １５００ 小时的志愿者ꎬ 可

依次评定为一至五星级志愿者ꎻ 红山区昭乌达

社区设立 “时间银行”ꎬ 对志愿者志愿服务按

时间存储ꎬ 在个人需要时可兑换所需服务ꎬ 即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 “存” 进 “时间银行”ꎬ
当本人或亲友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ꎬ 就能从

“时间银行” 里 “支取”ꎬ 目前昭乌达社区已经

拥有 “储户” ７００ 余人ꎻ 长青社区建立志愿者

温情回馈机制ꎬ 让志愿者服务他人的同时ꎬ 得

到居民的尊重和认可ꎬ 受到温情回馈激励ꎬ 志

愿者的付出得到真情回报ꎮ
５. 完善保障措施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赤峰市

志愿服务工作专项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ꎬ 每

年从市财政划拨志愿服务专项资金 ８０ 万元ꎬ 用

于社区志愿服务站硬件设施建设和开展志愿者

培训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各社区按照 “八个有” 标

准普遍建设社区志愿服务站ꎬ 为推动社区志愿

服务制度化打下了基础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赤峰市为全

市 ８４ 个社区志愿服务站下拨了专项资金ꎬ 统一

配置了电脑、 复印机、 照相机、 摄像机等办公

设备ꎬ 改善了社区志愿服务站办公条件ꎬ 确保

了志愿服务活动在社区的顺利开展ꎮ
三、 实践效果
近年来ꎬ 赤峰市充分发挥市文明委牵头抓

总作用ꎬ 创新载体、 创新形式、 创新内容ꎬ 扎

实有效开展了以 “邻里守望” 为主题的一系列

接地气、 顺民意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用千万颗爱

心编织了不留死角、 没有盲区的 “社区爱心

网”ꎮ
１. “敬老聊吧” 让 “空巢” 老人不寂寞ꎮ

针对当今社会 “四二一” 家庭结构ꎬ 子女在外

学习工作导致城乡大批空巢老人出现的实际ꎬ
元宝山区玉龙道德氧吧志愿者协会陆续在西露

天街道、 平庄城区街道、 美丽河镇、 五家镇建

设 “敬老聊吧”ꎬ 通过聊吧陪聊、 电话陪聊、
上门陪聊、 散步陪聊、 购物陪聊、 住院陪聊形

式ꎬ 陪老人聊琐碎事、 聊开心事、 聊烦恼事、
聊电影 (让盲人用 “心” 看电影)ꎮ 目前ꎬ
“敬老聊吧” 志愿服务活动已经遍及 ６ 个乡镇、
６ 个街道办事处ꎬ 覆盖 １１１ 个村、 居委会ꎬ 志

愿服务者达 ４０００ 余人ꎬ １０００ 个 “陪聊小组”
让 ８０００ 多位空巢老人得到精神慰藉ꎮ

２. “微公益” 行动引领志愿服务新风尚ꎮ
从 “爱心奉献一条街” 到 “松州奉献日” 再到

“微公益” 行动ꎬ 从行政推动到社会参与再到

群众自发ꎬ 松山区松州街道志愿服务走出了一

条平民化、 常态化的路子ꎬ 真正实现了公益的

大众性、 草根性和普惠性ꎮ “微公益” 行动ꎬ
既有 “今天ꎬ 你走斑马线了吗? 你驾车避让行

人了吗? 你主动指路了吗? ” 这样见微见

小见细的思考与劝导ꎬ 又有随时随处随手可见

可用的爱心捐助站和爱心捐款箱ꎬ 真正做到了

长期常态长效ꎬ 让 “微公益” 行动持续传递社

会正能量ꎮ
３. “暖心行动” 让社区志愿服务注入新活

力ꎮ 喀喇沁旗花山社区 “爱心花山” 品牌社区

建设ꎬ 明确了以守望互助、 庭院保洁、 亲情陪

护、 爱心互换、 民事代办和文明宣教为内容的

六大类志愿服务内容ꎬ 涵盖党员治安巡逻、 安

检巡查服务ꎻ 居民志愿者清理环境卫生、 清理

小广告、 文明劝导服务ꎻ 青年志愿者助老、 助

幼、 助残、 助困服务ꎻ 居民爱心互换慈善互助

服务ꎻ 社区干部民事代办服务和文化志愿者我

来当老师、 公益演出、 爱心教学服务等 １９ 项具

体活动内容ꎮ 目前ꎬ 花山社区的 ７ 支学雷锋志

愿者服务队ꎬ ５００ 多名志愿者ꎬ 在 ２０１５ 年前 ８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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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就已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２３ 次ꎬ 参与人

数达到 １０００ 多人次ꎮ
４. “１＋６” 志愿服务模式让志愿服务落地

生根ꎮ 按照 “社区所需、 居民所急、 发挥专

长、 主动奉献” 的原则ꎬ 红山区长青社区努力

打造 “１＋６” 志愿服务模式ꎬ 即每支志愿服务

队设队长 １ 名ꎬ 小组 ６ 个 (分别是联络与公共

关系组、 培训组、 宣传组、 后勤组、 综合组和

项目组)ꎬ 负责该志愿服务队的日常活动开展

和队伍建设等工作ꎬ 每组设组长一人ꎮ 每支队

伍由 １９ 人组成ꎬ 常年开展社会救助、 慈善公

益、 优抚助残、 敬老扶幼、 治安巡逻等 １０ 类志

愿服务ꎬ 帮扶困难家庭 ３５ 户ꎬ 长期关爱空巢老

人 １９ 人ꎮ “１＋６” 志愿服务模式的开启ꎬ 既让

志愿服务有的放矢、 落地生根ꎬ 又让社区居民

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ꎮ
赤峰市三区和 ９ 个旗县城关镇社区普遍建

立了形式多样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ꎬ 全市共有

７７８ 支社区志愿服务队、 ６ 万多名社区志愿者ꎬ
在扶危济困、 法律援助、 医疗保健、 文体活

动、 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开展志愿服务ꎮ ２０１５
年赤峰市又启动以法律、 文化、 体育、 科技、
教育、 卫生为内容的 “六进社区” 志愿服务活

动ꎬ 广大志愿者利用传统节假日、 重大纪念

日、 宣传日、 休息日ꎬ 不间断走进社区为居民

提供专业、 便捷、 贴心的志愿服务ꎬ 既丰富了

志愿服务内容ꎬ 拓宽了志愿服务渠道ꎬ 又引领

了社会文明风尚ꎬ 形成了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和谐氛围ꎮ

四、 思考启示
回顾赤峰市近年来社区志愿服务实践ꎬ 既

有成绩ꎬ 也存在不足ꎬ 但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经

验ꎬ 明确了努力方向ꎮ 总结起来ꎬ 开展社区志

愿服务需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ꎮ
启示一: 加强组织领导ꎬ 形成志愿合力ꎮ

志愿服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社区是

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领域ꎬ 是推动志愿服务制

度化的主阵地ꎮ 健全的组织领导、 完善的工作

网络ꎬ 是确保社区志愿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保

障ꎮ 只有把加强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与建设和谐

社区结合起来ꎬ 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结合起来ꎬ 才能相互促进ꎬ 相得益

彰ꎮ 同时ꎬ 必须注重发挥各级民政部门和工

会、 共青团、 妇联、 残联等组织作用ꎬ 把加强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结合起

来ꎬ 与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结合起来ꎬ 努力形成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整体合力ꎮ
启示二: 坚持以人为本ꎬ 突出公益性质ꎮ

以人为本是社区志愿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只有选准对象ꎬ 有效对接ꎬ 使困难群体、 弱势

群体得到切实帮扶ꎬ 才能真正体现社区志愿服

务的应有价值ꎮ 因此ꎬ 无论是活动开展ꎬ 还是

载体设计ꎬ 都应切合困难群众实际ꎬ 满足困难

群众需要ꎬ 把志愿服务做到困难群众心坎上ꎬ
使他们体会到社会的关心、 关爱ꎮ 必须突出社

区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ꎬ 本着自愿原则开展活

动ꎬ 不为名利ꎬ 在奉献他人的过程中ꎬ 努力提

升自己ꎮ
启示三: 建立长效机制ꎬ 规范工作流程ꎮ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有着完整的运作系统ꎬ 只有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ꎬ 做到环环相扣、 流程规

范ꎬ 才能使社区志愿服务常态长效ꎮ 应完善社

区志愿者招募制度ꎬ 拓宽招募渠道ꎬ 建立健全

志愿者注册登记系统ꎬ 提高社区志愿者分类管

理水平ꎻ 强化对社区志愿者在服务态度、 权利

义务、 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ꎬ 促使社区志愿

服务队伍向更专业、 更系统方向发展ꎻ 建立灵

活高效的奖励机制ꎬ 依据社区志愿者参加社区

志愿服务的时间和服务效果ꎬ 评定星级ꎬ 给予

表彰奖励ꎬ 让优秀志愿者感受到社会的认同ꎬ
进而形成 “参加志愿服务光荣ꎬ 帮助别人就是

帮助自己” 的社会共识ꎬ 树立 “人人都做志愿

者” 的良好风尚ꎮ
启示四: 注重典型培树ꎬ 推广创新经验ꎮ

实践证明ꎬ 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ꎮ 及时发

现、 培养社区志愿服务先进组织和先进个人典

型ꎬ 让典型可亲可敬可学ꎬ 就能形成蝴蝶效

应ꎮ 注重宣传典型的平凡举动和可贵精神ꎬ 就

７２５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会达到激励人们见贤思齐、 向善向上的巨大作

用ꎮ 注重总结社区志愿服务经验ꎬ 不断创新社

区志愿服务载体、 内容和形式ꎬ 就能为社区志

愿服务注入源头活水并保持旺盛生命力ꎮ 适应

新形势下社会工作的需求ꎬ 除大力开展 “我为

人人ꎬ 人人为我” 的志愿服务活动外ꎬ 还应涉

足一些专业化、 深层次的社会治理ꎬ 以卓有社

会影响力的社区志愿服务有效弥补社会公共服

务的不足ꎬ 真正实现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化、 科

学化、 专业化ꎮ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辽宁省 “文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动取得实效

辽宁省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

体ꎬ 着力整合各方资源ꎬ 抓项目、 办实事ꎬ 在全

省万村千乡全面开展 “文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

动ꎬ 有力提升了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ꎬ
推动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ꎮ

一、 构筑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ꎬ 辽宁省委、 省政府投资数

亿元ꎬ 在全省农村实施环境治理工程ꎬ 每年重

点建设 ２０００ 个行政村ꎬ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 提

高人居环境质量ꎮ 辽宁省文明办以此为契机ꎬ
在 “做优环境” 的同时 “做强文明”ꎬ 策划实

施 “文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动ꎮ 一是抓规

划ꎮ 重点实施 “农村道德、 村风民俗、 生活方

式、 平安村屯、 文化惠民” 五项建设工程ꎬ 每

年确定 １００ 个示范村ꎬ ５ 年 ５００ 个ꎬ 示范带动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ꎮ 二是抓标准ꎮ 制定实施方

案ꎬ 明确目标任务ꎬ 纳入文明村镇评选ꎬ 要求

新晋的全国、 省级文明村镇必须率先达到省级

“文明家园示范村” 建设标准ꎮ 三是抓机制ꎮ
省里每年投入至少 ５０ 万元ꎬ 用以奖代补的形式

支持 “文明家园示范村” 建设项目ꎮ 四是抓典

型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连续两年确定 ２００ 个省级

“文明家园示范村”ꎬ 市县两级参照实施ꎬ 深受

广大农民欢迎ꎮ
二、 精心打造村头正能量
在 “文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动中ꎬ 努力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ꎬ 让

广大农民群众 “日用而不知”ꎮ 一是规范村规

民约ꎮ 各地把核心价值观具体化为明白话、 大

实话、 管用话ꎬ 覆盖到村头巷尾ꎬ 倡导移风易

俗、 遵德守礼等新风尚ꎮ 葫芦岛市钢屯镇用

“移风易俗大礼堂” 节俭办红白事成为新风尚ꎮ
二是 “两榜” 树风范ꎮ 动员群众积极推荐善行

义举和身边好人好事ꎬ 提高 “两榜” 建设质量

和知晓率ꎮ “两榜” 建设实现乡村全覆盖ꎮ 三

是 “文化墙” 成风景ꎮ 各地用百姓语言、 身边

事ꎬ 以漫画形式彩绘了核心价值观文化墙ꎬ 一

村一特色ꎬ 村村有主题ꎬ 涌现出清原县沿水沟

村、 朝阳县贾家店农场等一大批先进典型ꎮ 四

是文体活动丰富多彩ꎮ 依托全省 ９４００ 个农村文

化广场ꎬ 以 “新农民、 新风采、 新生活” 等为

主题ꎬ 组织农民自编、 自演广场文体活动ꎮ
三、 倾力培育家风村俗好风尚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在 “文

明家园示范村” 创建活动中ꎬ 注重发挥传统家

庭美德在引领社会风尚中的重要作用ꎮ 一是培

育 “家” 文化ꎮ 组织开展 “晒家规家训讲我

家故事” 征集活动ꎬ 集结优秀作品出版ꎬ 覆盖

全省农家书屋ꎮ 该书成功入选 ２０１５ 年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

书ꎮ 大连市开展的 “写家训、 晒家训、 助成

长” 活动在全国推介ꎮ 二是建设 “孝” 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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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把传承孝道文化作为切入点ꎬ 成立以市

委书记为组长的孝道文化建设领导小组ꎬ 开展

孝行 “五个一” 活动、 “孝德家庭建设” 工程ꎬ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予以推介ꎮ 三是弘扬

“德” 文化ꎮ 依托农村 “道德讲堂” 引导人们

尚德向善ꎮ 各地学习抚顺道德文明监督岗经

验ꎬ 选聘德高望重的村民担任道德文明监督

员ꎬ 纠正和劝导村民不文明不道德行为ꎮ 四是

建设 “村史馆”ꎮ 推动各地挖掘一段具有代表

性的本村历史典故ꎮ 凤城市大梨树村、 建平县

小平房村等地建立起村史馆ꎬ 展现名人轶事ꎬ
留住乡愁ꎮ

四、 扎实推进万村千乡志愿服务
扎实开展 “邻里守望” 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动志愿服务深入人心ꎮ 一是推广开原农村互

助志愿服务模式ꎮ 铁岭开原市针对农村生产、
生活、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ꎬ 引导农民成立

１５０ 多个服务队ꎬ 组建 ３０００ 多个服务组ꎬ 在生

产发展、 家庭生活、 文化活动、 公益活动等方

面开展便民服务ꎬ 惠及 １０ 万多人ꎮ 二是打造

“三服务” 志愿服务品牌ꎮ 丹东凤城市创新开

展 “服务农业、 服务农村、 服务农民” 农村志

愿服务活动ꎬ 组建起 ４ ２ 万人的科技、 文化等

各类农村志愿服务队伍 ６０２ 支ꎬ 活跃在广大农

村ꎮ 三是推动农村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各地学习

借鉴鞍山海城市经验ꎬ 制定农村志愿服务活动

注册、 培训和管理制度ꎬ 建立志愿服务质量星

级认证制度ꎬ 把农村志愿服务纳入文明村镇创

建考评ꎮ
五、 着力涵养和弘扬 “新乡贤” 文化
培育 “新乡贤” 文化ꎬ 引导人们见贤思

齐、 崇德尚义ꎮ 一是明确标准 “举贤”ꎮ 各地

想方设法推举 “新乡贤”ꎬ 把那些成长乡土、
奉献乡里ꎬ 有德行、 有才能、 有声望ꎬ 被本地

村民所尊重的贤人推举出来ꎬ 包括优秀乡村干

部、 道德模范、 致富能手等ꎬ 并确定了品德

好、 办实事、 贡献大等具体评选标准ꎮ 二是搭

建平台 “用贤”ꎮ 推动各地通过 “请回来、 找

出来、 用起来” 等形式ꎬ 将德高望重的乡贤纳

入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等组

织ꎬ 发挥重要作用ꎮ 三是多措并举 “颂贤”ꎮ
各地广泛建设 “乡贤榜”ꎬ 传播乡贤事迹ꎬ 增

强乡贤的荣誉感和责任感ꎮ 四是开展活动 “学
贤”ꎮ 锦州市广泛开展 “选乡贤 　 谋发展 　 做

贡献” 活动ꎬ 凤城市举办 “最美凤城人” 评选

活动ꎬ 东港市推出 “东港四德榜”ꎮ 五是借助

媒体 “传贤”ꎮ 省文明办会同辽宁日报策划刊

发 “辽宁新乡贤完全调查” 大型系列专题报

道ꎬ 大力营造乡贤文化浓厚氛围ꎮ

(辽宁省文明办供稿)

福建省晋江市弘扬诚信精神　 建设诚信晋江

２００２ 年ꎬ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晋江

调研时ꎬ 把 “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

健康发展” 作为 “晋江经验” 的核心理念之

一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晋江人始终把诚信作

为 “晋江精神” 的重要内容ꎬ 不断建构 “党政

主导、 社会主体ꎬ 政企互动、 政社联动” 的诚

信体系ꎬ 树立了 “诚信晋江” 的良好形象ꎮ 如

今ꎬ 晋江不仅是全国县域经济五强之一ꎬ 而且

相继入选中国 “５０ 家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
“投资环境十佳城市” “最佳投资服务城市”ꎬ
连续两届在福建省文明城市考评居于县级市榜

首ꎮ 主要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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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诚信开启市场ꎬ 强化经济竞

争力
晋江人民把诚信作为市场主体的立身处世

之本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晋江市针对乡镇企业

的产品质量问题ꎬ 先人一步实施质量立市工

程ꎬ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检验检测机构、 贯

标认证机制、 奖优打假措施等在内的质量保障

体系ꎬ 重塑了晋江产品的质量信誉ꎮ ２１ 世纪的

头 １０ 年ꎬ 晋江市一方面力促质量建设进入良性

运行轨道ꎻ 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企业实施品牌经

营和资本运营 “双翼计划”ꎬ 始终坚持把质量

信誉作为品牌打造的核心ꎬ 把规范运作作为企

业上市的前提ꎬ 采取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参与标准制定、 争创著名品牌以及培育上市企

业、 监管融资行为等一揽子措施ꎬ 有力地促进

了 “品牌之都” 和 “晋江板块” 的形成ꎬ 晋江

品牌的美誉度和上市企业的资本信用不断提

高ꎮ 近年来ꎬ 通过大力推广精细管理和智慧创

造ꎬ 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提升ꎬ 使产品质量信

誉和企业品牌效应再上一个新台阶ꎻ 同时ꎬ 结

合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ꎬ 建立了企业、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上市企业、 工商主

体、 中介机构、 建筑行业、 质量管理等征信系

统ꎬ 逐步推进信用信息联动共享ꎬ 使市场主体

的信用信息可查询匹配、 信用状况可综合识

别ꎮ 这一系列措施ꎬ 尽管导向、 重点各有侧

重ꎬ 但贯穿始终的是加强诚信建设的理念和实

践ꎮ 经过近 ３０ 年努力ꎬ 晋江市先后涌现出恒

安、 安踏、 ３６１°、 劲霸、 七匹狼等 １３７ 个知名

品牌和 ４３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ꎬ 带动了一大批中

小企业ꎬ 以良好的产品质量、 品牌效应和企业

信誉撑起了 “诚信晋江” 的公众形象ꎮ
二、 用诚信匡正人心ꎬ 增进社会凝

聚力
１９８９ 年ꎬ 晋江市就确立了诚信、 谦恭、 团

结、 拼搏的 “晋江精神”ꎬ 把 “诚信” 作为地

方文化的根基和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内涵ꎬ 在

不同领域的实践中推而广之ꎮ 在村规民约建设

中ꎬ 引导群众自治组织把诚实守信纳入规约ꎬ

并在深化移风易俗、 和谐邻里关系、 处理矛盾

纠纷、 支持公益事业等基层实践中体现出来ꎬ
使诚信成为公序良俗的基础ꎮ 在 “美丽晋江

人” 评选中ꎬ 专设 “诚实守信” 板块ꎬ 由公众

发现生活中的标杆ꎬ 先后涌现出爱心接力 ４０ 多

年的 “守信群体” 英林供销社等一批诚信典

型ꎬ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ꎮ 在诚信道德实践

中ꎬ 持之以恒地开展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无假

货一条街、 诚信商家等创建活动ꎬ 着力健全市

场主体的诚信品格ꎮ 在信用观念养成中ꎬ 年年

举办 “信用记录关爱日” 等活动ꎬ 普及征信、
用信知识ꎬ 扩大个人信用报告制度的社会知晓

度ꎮ 与此同时ꎬ 综合运用曝光 “老赖”、 发布

“黑名单” 等司法手段ꎬ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高

消费行为加以限制ꎬ 并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

标、 行政审批、 政府扶持、 融资信贷、 市场准

入、 资质认定等方面予以信用惩戒ꎬ 形成舆论

压力ꎬ 提高失信成本ꎮ
三、 用诚信锻造责任ꎬ 提升政府公

信力
政府言而有信ꎬ 才能为企业和社会做出示

范ꎮ 晋江市在加强诚信建设过程中ꎬ 一手抓政

务公开标准化ꎬ 一手抓执法监督规范化ꎬ 有效

地提高了政务诚信建设水平ꎮ 在政务公开领

域ꎬ 以开展全国试点工作为契机ꎬ 全面梳理政

府信息公开、 行政职权和便民服务等事项ꎬ 分

门别类制定标准、 编制目录、 明确流程ꎬ 并将

全市政务、 党务、 村务、 院务、 厂务、 校务等

六项公开整合为集中统一的 “晋江公开网” 向

公众开放ꎬ 提高了政务信息的透明度ꎻ 在行政

执法领域ꎬ 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清理ꎬ 依托

电子政务网络ꎬ 构建全市一体的行政执法网上

运行机制ꎬ 实现执法监督数字化、 执法行为规

范化、 执法结果公开化ꎬ 较好地规范了行政机

关和执法人员的行为ꎬ 树立起政府依法、 诚

信、 透明的形象ꎮ

(福建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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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春县致力美丽乡村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ꎬ 永春

县依托独特的山水禀赋、 生态资源ꎬ 着眼山

绿、 水清、 民富ꎬ 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ꎬ 在

桃源大地绘就了一幅幅优美亮丽的乡村画卷ꎬ
竞相绽放出一朵朵绚丽多姿的文明之花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与中央党校

培训班 ２０６ 位县委书记的座谈ꎬ 离开会场时ꎬ
与福建省永春县委书记林锦明进行简短交谈ꎬ
特别 “点赞” 了永春美丽乡村建设的文化内涵

和勤劳拼搏精神ꎮ
一、 瞄准 “美” 的目标: 聚焦标准规

范ꎬ 打响乡村 “文明牌”
好的标准规范是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ꎬ 是

文明创建的重要引擎ꎮ 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美

丽乡村建设ꎮ 围绕 “环境优美、 生活甜美、 社

会和美” 目标ꎬ 每年推进 １０ 个县级示范村和

一批乡镇级示范村建设ꎬ 实施 “治污、 美化、
绿化、 创新、 致富、 和谐” 六大工程ꎬ 打造一

批具有永春田园风光、 山水特色的美丽乡村ꎮ
人民日报、 人民网、 农民日报、 腾讯网等媒体

都予以重点报道ꎬ 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先后到永

春县为美丽乡村建设点赞加油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暨乡村旅游现场会在永春县

召开ꎮ 在全省率先打造美丽乡村 “国字号” 新

名片ꎮ 永春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美丽

乡村标准化试点县、 全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美

丽乡村建设试点县ꎻ 大羽村被评为全国新农村

建设典型案例、 福建最美乡村ꎬ 高垅村入选全

国 “美丽乡村”ꎬ 北溪村被评为 “中国最有魅

力休闲乡村”ꎬ 茂霞村被评为 “福建十大醉美

村落”ꎮ 美丽乡村成为永春一张 “国字号” 新

名片ꎮ 在全省率先发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规

范ꎮ 总结提升几年来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ꎬ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在全省率先发布实施 «永春县美

丽乡村建设规范»ꎬ 制定 １０ 个方面 １０５ 条标准ꎬ
明确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 遵循原则、 建设

范围和目标、 管护考评机制等ꎬ 使美丽乡村建

有方向、 管有办法、 评有标准ꎮ 特别把乡风文

明作为一个专项建设规范ꎬ 制定了弘扬文明风

尚、 开展文明创建、 提升文明素养和文明户创

建率、 美丽家庭创建率等标准ꎬ 为深化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ꎮ 福建省把 «永春县美

丽乡村建设规范» 吸收提升为全省标准ꎬ 编制

并发布 «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指南»ꎻ 国家质

检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吸纳了福建省

的经验ꎬ 制定了全国的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ꎮ
永春县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成为省级示范ꎬ 中央

电视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晚间新闻» 以 «乡
村有个性　 美丽有标准» 专题报道永春ꎮ

二、 推进 “美” 的实践: 聚焦连片扩

面ꎬ 广织乡村 “文明网”
乡村文明清风吹遍神州大地ꎬ 是构筑 “美

丽中国” 梦的理想境界ꎮ 把文明县城创建经验

推广应用到农村文明创建ꎮ 充分发挥全国文明

县城的示范辐射作用ꎬ 把县城建设经验推广应

用到农村ꎮ 完善永春县 «公民文明公约» «公
民文明礼仪手册» «公民 “七不” 行为规范»
等文明守则ꎬ 增强践行文明的自觉性ꎮ 组建美

丽乡村志愿服务队、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ꎬ 组

织志愿服务队进基层、 进社区、 进家庭ꎬ 以文

明劝导、 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农村文明新风ꎮ 建

设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８ 个、 市级民主法治村

３２ 个ꎬ 建成泉州市首批法治文化长廊ꎬ 推进

“无讼生态乡村” 创建ꎬ 全市美丽乡村法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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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阵地建设现场会在永春召开ꎬ 打造文明和谐

新农村ꎮ 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连片创建的

带动效应ꎮ 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连片创建的

有效途径ꎬ 创新适合山区实际的文明建设新模

式ꎮ 结合 ５ 个美丽镇区建设、 ４ 条美丽乡村精

品线路培育和桃溪流域综合治理ꎬ 把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融入镇区沿线、 精品线路沿途、 溪流

沿岸的村庄建设中ꎬ 串点连线、 串线连片、 串

片成面ꎬ 实现 “点上示范、 线上带动、 面上出

彩”ꎬ 扩大文明的普及度和覆盖面ꎮ 将生态文

明理念贯穿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ꎮ 树立

“顺应自然、 顺应规律、 顺应民意” 理念ꎬ 把

生态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最高标准ꎬ 不砍树、
不填水、 慎拆房、 少硬化ꎬ 保留村庄自然生

态ꎬ 践行尊重自然、 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理

念ꎮ 统筹乡村的山、 水、 田、 林、 路ꎬ 开展

“全民大造绿”ꎬ 发动群众捐绿、 爱绿、 养绿、
护绿ꎬ 创建省级生态村 ３５ 个ꎬ 全县 ８５％的村庄

至少有 １ 处公园绿地ꎬ 打造 “村在林中、 林在

村中” 的环境ꎬ 荣获国家生态县、 全国绿化模

范县等称号ꎬ 让农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

得住乡愁ꎮ
三、 把握 “美” 的内涵: 聚焦乡愁名

片ꎬ 激活乡村 “文明脉”
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灵魂ꎬ 乡愁名片是永春

特有的品牌ꎮ 打响 “留得住乡愁” 的特色文化

品牌ꎮ 围绕打造诗人余光中这张 “乡愁” 名

片ꎬ 在桃溪流域嵌入 «乡愁» 诗人余光中文化

品牌ꎬ 编排具有地域特色的大型交响诗剧 «乡
愁»ꎬ 获得全国优秀剧目奖ꎬ 在全省乡村旅游

现场会上献演ꎬ 扩大 «乡愁» 的影响力ꎮ 收集

整理文稿、 照片、 文物等资料丰富余光中文学

馆ꎬ 建设乡愁寄园ꎬ 打造文化内涵丰富、 乡愁

品牌响亮的美丽乡村ꎮ 以 “世界 (永春) 白鹤

拳大会” 纳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泉州市承办第十四

届亚洲艺术节为契机ꎬ 大力推介永春白鹤拳文

化ꎬ 推动福建鹤武江南文化产业园建设ꎬ 打造

白鹤拳武术影视文化产业ꎮ 打响 “永春地域元

素” 明显的传统文化品牌ꎮ 充分利用 “永春元

素”ꎬ 挖掘整理一批乡村民间艺术、 农谚山歌

民谣、 生产生活习俗、 农业文化遗产等传统文

化ꎬ 传承发展南音、 纸织画、 漆篮等民俗文

化ꎮ 制定 «永春县美丽乡村文化提升方案»ꎬ
为每个美丽乡村量身定做文化建设方案ꎬ 全县

共建设 ２３ 个主题文化馆或展览室ꎮ 加强古村

落、 古民居、 古桥、 古树、 古寨的保护开发ꎬ
４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ꎮ 打响 “山水

桃源四季永春” 的乡村旅游品牌ꎮ 制定 «永
春县加快 “美丽乡村游” 发展的实施意见»ꎬ
完善乡村旅游设施ꎬ 推出白鹤拳特色文化游等

４ 条美丽乡村游精品线路ꎬ 每年吸引几万人次

游客ꎮ
四、 耕耘 “美” 的村野: 聚焦村容村

貌ꎬ 收获乡村 “文明果”
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是建设美丽乡村、 展示

乡村文明的先行工程ꎮ 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成为

全省典型ꎮ 在全省建制县中率先采取 ＢＯＴ 方式

建成日处理污水 ３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ꎬ 在农村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ꎬ 推广应用环保型聚乙烯

化粪池 １ 万多套ꎬ 建设农村生活污水高效分散

处理工程 ８２ 座ꎬ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ꎮ 建成日处理能力 ２００ 吨的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厂ꎬ 全县所有乡镇按标准配置生活垃

圾转运站或压缩式转运车辆ꎬ 所有行政村每个

自然村都有垃圾收集点ꎬ 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９０％以上ꎮ 农村环境 “点线面”
整治走在全省前列ꎮ 实施 “农村生活垃圾” 三

年专项治理行动ꎬ 推动重点区域、 重点地段、
重点部位的环境卫生 “点线面” 连片整治:
“点” 上抓好乡村固定摊贩和流动摊点管理ꎬ
疏堵结合ꎬ 保持乡村整洁ꎻ “线” 上加强村容

村貌整治ꎬ 重点整治省道县道沿线、 村道两

侧、 镇村接合部等的环境卫生ꎻ “面” 上全面

开展主题活动整治ꎬ 抓好学校、 村、 旅游景区

等周边环境卫生整治ꎬ 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经

验在全省推广ꎮ 在全省首创 “生态优先、 统筹

资源、 多元治水、 综合治理” 的流域治理模

式ꎬ 三年来实施桃溪流域治理项目 ３０７ 个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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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投资 ２４ ２２ 亿元ꎬ 实现 ６２ 公里主河道综合治

理的全覆盖、 全整治ꎬ 连续三年获全市水利工

作责任目标考核第 １ 名ꎬ 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

整治考核居全市前列ꎬ 小流域 “赛水质” 工作

成为全市典型ꎮ
五、 汇集 “美” 的能量: 聚焦服务平

台ꎬ 绘就乡村 “文明卷”
高效便捷的服务和平台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有效保障ꎮ 以美丽乡村云平台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 “最后一公里”ꎮ 建设美丽乡村、 阳光在线、
便民服务、 远程教育等四大板块的美丽乡村云

平台ꎬ 建成覆盖全县 ２３６ 个村 (社区) 的美丽

乡村云平台ꎮ 开辟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乡土文

化展示的新窗口ꎬ 打造党员远程教育的新平

台ꎬ 开通党员教育、 便民服务、 党务村务公

开、 社会管理和信息咨询等服务上电视的便民

利民 “直通车”ꎬ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ꎮ 以

完善的文体设施活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ꎮ 依托

２００ 多个农家书屋和各村的农民公园阵地ꎬ 完

善农村文化体育活动设施ꎬ 形成与美丽乡村精

品村相适应、 相配套的农民 “半小时文化体育

圈”ꎮ 充分发挥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传承发展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ꎬ 引导乡村、 社

区设立各类民间文化协会ꎬ 打造基层群众自己

的文化队伍ꎮ 以农村党建综合体打造群团组织

服务链ꎮ 发挥党员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ꎬ 制定 «农村党建综合体建设规范»
«永春县加强美丽乡村党建综合体便民服务网

建设的意见»ꎬ 建成 １０ 个农村党建综合体ꎮ 实

施 «农村党员星级管理评定办法»ꎬ 开展 “党
员一句话承诺” 活动ꎬ 打造 “一网、 一室、 一

社、 一栏” 农村党建综合体ꎮ 制定 «美丽乡村

指导员工作职责»ꎬ 选派 １０ 个副科级干部担任

指导员ꎬ 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ꎮ
六、 追寻 “美” 的生活: 聚焦长效机

制ꎬ 拓宽乡村 “文明路”
坚持把建立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作为文

明创建的 “先行工程”ꎬ 推动环卫管理常态化、
规范化、 制度化ꎬ 实现了有稳定的保洁队伍、

有完备的处理设施、 有长效的资金保障、 有完

善的责任监管机制的 “四有” 目标ꎮ 考评机制

规范化ꎮ 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县宜居环境建设

指挥部及美丽乡村、 环境整治、 综合协调等 ８
个工作组ꎬ 出台 «永春县城乡环境卫生管理考

评办法 (试行) » «永春县建设 “美丽乡村”
环境卫生检查考评方案 (试行) » 等制度ꎮ 组

建科级编制的县城乡环境卫生管理考评中心ꎬ
每月考评 １ 次ꎬ 每个乡镇随机抽查考评 ２ 个建

制村ꎬ 年度检查考评覆盖全县所有建制村ꎮ 各

乡镇均建立了 “一组三制度”ꎬ 即组建环境卫

生巡查检查组ꎬ 制定环境卫生保洁制度、 环境

卫生巡查检查制度、 生活垃圾清运管理等制

度ꎬ 全县各乡镇、 村配备卫生巡查检查人员

２１５ 人、 保洁员 ６０５ 人、 垃圾清运工 ４８ 人ꎬ 实

行分片包干、 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理ꎬ 全县共

有 ７８ 个建制村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及垃圾清运实

行市场化管理模式ꎮ 保障机制人性化ꎮ 多年

来ꎬ 县财政每年加大环卫保洁经费投入ꎬ 从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安排 １７００ 万元进行补助ꎬ 乡镇、
村配备不得少于每人每年 ３０ 元标准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县财政扩大城乡环境卫生奖补标准ꎬ 由

原来的每人每年 １８ 元提高到 ２４ 元ꎬ 根据考评

成绩排名按百分比给予发放ꎬ 确保村一级基本

保洁经费ꎮ 另外安排每人每年 ６ 元对排名靠前

的镇村和村主干直接进行奖励ꎬ 使奖励资金更

具针对性ꎮ 各乡镇积极探索环卫资金筹集机

制ꎬ 桃城镇采取 “四个一点” (群众集一点、
村自筹一点、 镇拨补一点、 县级补助一点) 的

办法筹集经费ꎬ 蓬壶镇实行向群众收取、 村财

投入、 镇财补贴的 “三三制”ꎬ 进一步拓宽环

卫资金保障渠道ꎮ 强化奖励及效能问责ꎬ 每年

市、 县两级考评排名靠后的ꎬ 分别对分管领

导、 挂钩领导、 下村干部进行约谈、 效能告

诫、 通报批评ꎬ 年度排名靠前的给予评优评先

资格ꎮ 改变单一经济奖惩方式ꎬ 调动 “人” 的

主观能动性ꎮ 监管机制多元化ꎬ 建立监督评议制

度ꎬ 聘请 ７ 名热心公益事业、 德高望重的离退休

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担任监督评议员ꎬ 每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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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一次对各乡镇整改情况进行回访曝光ꎮ 按

照 “层级管理、 属地负责” 的原则ꎬ 各乡镇都

构建起卫生监督机制ꎬ 加强环境卫生保洁监督

管理ꎬ 并在村 (社区) 重要位置设置公示栏ꎬ
公布举报电话ꎮ 鼓励有条件的村 (社区) 组建

农村老人协会、 环卫保洁督查队伍ꎬ 组织热心人

士开展日常环卫保洁督查ꎮ 树立 “农村卫生保

洁主要看女主人” 的观念ꎬ 充分发挥妇女的率

先作用ꎬ 创新性地组织农村跳广场舞的妇女组

成环境督查小队ꎬ 对农村垃圾、 环卫设施、 卫生

保洁等情况进行督导评议ꎮ 开展美丽家庭、 美丽

校园等美丽 “载体” 创建ꎬ 在村 (社区) 实行

“自评—组评—公示—村定—公布” 五步走的评

选模式ꎬ 采取 ３ 星至 ５ 星的星级标准评定ꎬ 张榜

公布ꎬ 授牌表彰ꎬ 创建 “美丽家庭” ５００ 多户ꎬ
带动文明单位、 文明村、 文明户创建ꎬ 涵养乡村

文明ꎬ 打造明礼知耻、 崇德向善、 遵德守礼、 文

明和谐的美丽乡村ꎮ

(福建省文明办供稿)

贵州省开展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贵州省文明委关于开展 “规范户外广

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的

安排部署ꎬ 根据贵州省委宣传部、 贵州省文明

办等 ９ 部门联合下发的 «通知» 要求ꎬ 依照新

«广告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ꎬ 贵州省文明办牵

头ꎬ 各地各相关部门参与ꎬ 采取有力措施ꎬ 联

合开展行动ꎬ 通过制定地方性户外广告管理办

法等措施ꎬ 大力整治虚假违法及不雅户外广

告ꎬ 加强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ꎬ
共拆除各类违法虚假及不雅户外广告 ４５ 万块

(幅)ꎬ 新设立大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户外广

告 １１ 万块 (幅)ꎬ 有力传播社会正能量ꎬ 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一、 勇于担当、 迎难而上
户外广告治理是城市管理的 “顽疾”ꎬ 尤

其是小广告、 野广告、 男科妇科性病等不雅广

告泛滥ꎬ 虚假违法医药广告屡禁不止ꎬ 户外商

业广告挤压公益广告空间ꎬ 污染社会文化环

境ꎬ 践踏道德法律底线ꎬ 影响青少年身心健

康ꎬ 严重损害贵州形象ꎬ 群众反映强烈ꎮ 然

而ꎬ 这个问题却不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ꎬ 因

为涉及诸多利益主体ꎬ 牵涉面广ꎬ 解决难度

大ꎬ 有关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ꎬ 始终收效不

大ꎬ 陷入 “反复抓、 抓反复” 的恶性循环ꎬ 部

分地方甚至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ꎮ 针对这个问

题ꎬ 贵州省委领导同志高度重视ꎬ 明确要求贵

州省文明办牵头ꎬ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有效

解决ꎮ
贵州省文明办接到任务后ꎬ 立即组织深入

调研ꎬ 认真分析、 查找问题根源ꎮ 这一问题长

期不能解决ꎬ 在于部门多头管理、 多头审批ꎬ
相关部门顾虑触及多方利益ꎬ 导致每一次整治

都畏手畏脚ꎬ 造成虎头蛇尾、 收效不大ꎮ 整治

户外广告看似小事ꎬ 实际事关贵州形象ꎬ 事关

构建精神高地ꎬ 事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ꎬ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ꎬ 把这项任务

作为践行 “三严三实” 的实际行动ꎬ 迎难而

上、 敢于担当、 尽心竭力、 真抓实干ꎮ 整治工

程中ꎬ 以扎实的工作作风ꎬ 有破有立、 敢破敢

立、 善破善立ꎬ 确保整治工作有效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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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组织领导ꎬ 明确有破有立的工作

目标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

明办、 省工商局、 省卫计委等 ９ 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

告宣传”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 黔宣通

〔２０１５〕 ３９ 号)ꎬ 成立了贵州省 “户外广告专

项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ꎬ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

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ꎬ 以强有力的态势在全省

开展户外广告专项整治ꎮ 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加

大统筹协调力度ꎬ 明确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大公益广告宣传” 的工作目标ꎬ 制定整治工

作计划和时间安排ꎬ 以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 城市主次干道、 公共汽车、 繁华

商业区、 车站、 机场为重点ꎬ 点面结合逐步在

全省推进ꎮ
省直各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工作

方案ꎬ 将任务层层分解、 落实到人ꎬ 形成各司

其职、 各尽其责、 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ꎬ 为有

力推进户外广告专项整治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各

市州、 县均成立了以宣传部部长为组长、 政府

分管领导为副组长ꎬ 文明办及城管、 卫计、 工

商、 文广、 交通、 住建、 食药监等相关部门为

成员的户外广告治理领导小组ꎬ 细化工作方

案ꎬ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ꎬ 协同推进整治工作ꎮ
二是排查摸清底细ꎬ 形成敢破敢立的工作

格局ꎮ 各地按照 “属地管理、 部门主抓、 突出

重点、 全面清理、 以县 (区) 为主、 乡镇配

合” 的原则ꎬ 制订下发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ꎬ
扎实开展省、 市、 县、 乡、 村 ５ 级户外广告专

项整治行动ꎮ
建立台账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起ꎬ 各地组织对

辖区内主次干道、 围墙、 便道、 电杆、 背街小

巷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排查ꎬ 以男科、 妇科、
未经登记擅自发布、 残缺破旧等广告为重点对

象ꎬ 认真进行梳理、 归类、 登记造册ꎮ 遵义市

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度ꎬ 通过建账注册ꎬ 明

确整治时间和责任人ꎬ 确保整治一块ꎬ 销账

一户ꎮ
联合整治ꎮ 各地按照拆除一批、 规范一

批、 提升一批的工作思路ꎬ 明确整治标准ꎬ 整

合监管资源ꎬ 采取联合检查等形式ꎬ 综合运用

适当处罚手段ꎬ 建立长效化的工作机制ꎮ 黔东

南州凯里市在整治中ꎬ 按 “两个一律” 标准整

治ꎬ 即对无手续的一律予以拆除、 有手续但影

响城市容貌的一律拆除ꎮ 在具体工作中有针对

性的实施了 “三查”: 一查未经审批设置ꎻ 二

查破旧影响市容ꎻ 三查不符合设置规范ꎮ 发现

一处坚决查处一处ꎬ 确保对不雅广告做到彻底

清理ꎮ
疏堵结合ꎮ 安顺市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清

理 “野广告”ꎬ 一方面与专业广告公司签订

“野广告” 清理协议ꎬ 及时发现、 清理、 铲除

新增 “野广告”ꎻ 另一方面在城区范围内设立

了 “小广告信息发布栏”ꎬ 有效疏导群众广告

发布途径ꎬ 对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买卖房

屋、 招服务员、 疏通下水道、 开锁等有关广告

规范管理ꎮ
强化督查ꎮ 贵州省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户外广告专项整治纳入明察

暗访的重要内容ꎬ 赋予 １５ 分的分值ꎬ 定期督查

和指导各地开展户外广告刊播和 “野广告” 治

理ꎮ 省文明委领导同志亲自带队ꎬ 赴各地开展

督查指导ꎬ 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ꎮ 各地也

将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工作考核ꎬ 进一步强化县

区、 乡镇、 村属地监管责任ꎬ 确保监管到位ꎮ
科学整治ꎮ 各相关部门将专项整治与日常

监管工作相衔接ꎬ 建立工作协作平台ꎬ 通过完

善管理规定ꎬ 严格标准、 控制数量、 提升质

量ꎬ 彻底改变目前广告设置 “杂、 滥、 乱、
差” 的局面ꎬ 形成 “规划合理、 布局科学、 制

作精良、 设置有序、 管理规范、 标本兼治” 的

户外广告新格局ꎮ
三是依法综合治理ꎬ 确保善破善立的工作

效果ꎮ 拆除部分户外广告ꎬ 必然影响部分广告

主、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的切身利益ꎬ 如

果不能妥善处理ꎬ 可能产生法律纠纷ꎬ 甚至引

起群体性事件ꎬ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 “燃
点” 和 “爆点”ꎮ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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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ꎬ 把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放在首位ꎬ 既注重疏导情绪ꎬ 也注重减

少利益相关者的损失ꎮ ２０１５ 年 ７—１２ 月ꎬ 拆除

了数十万户外广告ꎬ 未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ꎬ
未发生一起越级上访事件ꎬ 有力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ꎮ
主管部门约谈ꎮ 针对法律法规监管上的薄

弱环节ꎬ 遵义市组织对全市部分医疗机构进行

约谈ꎬ 与医院签订承诺书ꎬ 要求医院严格遵守

«广告法»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

规ꎬ 按照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核准的广告成

品样件内容和媒体类别发布广告ꎮ
行业加强自律ꎮ 积极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

用ꎬ 通过与省广告协会合作ꎬ 在全省发出 «规
范户外广告刊播的倡议书»ꎬ 引导广告行业从

业人员提升法律意识ꎬ 遵守社会公德ꎬ 从源头

减少违法、 虚假及不雅户外广告刊播数量ꎮ
疏导底层情绪ꎮ 对涉拆的广告商ꎬ 坚持事

先做细做实前期工作ꎬ 做到提前告知、 提早宣

传、 反复沟通、 化解矛盾ꎬ 做到人性化操作ꎬ 为

依法拆除、 文明拆除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ꎮ 六盘

水市积极组织入户宣传ꎬ 以工作人员入户、 院坝

会、 机关干部进居委等形式ꎬ 开展社区工作员

“户户见面、 楼楼见面、 街街见面” 工作ꎬ 使专

项整治工作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配合ꎮ
依法常态治理ꎮ 各地按照 “属地管理、 部

门主抓、 全面清理、 突出重点、 依法行政” 的

原则ꎬ 铜仁、 黔南、 黔西南、 毕节等地均建立医

疗广告的联合审核机制ꎬ 宣传部 (文明办)、 卫

计委、 工商局加强沟通协调ꎬ 对在城区和公路沿

线刊登的医疗广告建立多部门联合会审机制ꎬ
严格把关ꎬ 使户外广告治理工作形成常态ꎮ

二、 初现成效、 形成经验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省共清理未经审批、 未按审批

许可设置的户外广告牌 １８ ５ 万块 (幅)ꎬ 清理

影响市容、 过期、 违章、 失去存在价值的户外广

告牌 １４ ４ 万块 (幅)ꎬ 清理男科妇科性病等不

雅广告 ２２ ２ 万块 (幅)ꎻ 全省新设置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型户外广告牌 １１ 万块 (幅)ꎬ 其

中市 (州) 所在城区 １ １ 万块 (幅)ꎬ 县 (市、
区、 特区) ２ １ 万块 (幅)ꎬ 乡镇政府所在地

２ ２５ 万块 (幅)ꎬ 行政村 ５ ５９ 万块 (幅)ꎮ
同时ꎬ 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做好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宣传的意见» 精神ꎬ 充分调动相关参与单位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整合宣传橱窗、 宣传栏、 板

报、 墙报、 标语牌、 网站等宣传资源ꎬ 通过公

益广告、 漫画、 视频、 海报等形式ꎬ 加强公益

广告宣传ꎬ 在全省营造了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浓

厚氛围ꎮ 主要工作经验有以下几条ꎮ
一是认识到位ꎮ 全省从上到下充分认识到

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ꎬ 贵州省文明委领导

亲自抓ꎬ 文明办统筹协调ꎬ 各有关部门积极配

合ꎬ 在顶层设计上确保了良好的工作格局ꎮ 市

(州) 县各级成立户外广告治理及公益广告宣

传工作领导小组ꎬ 县 (市、 区、 特区) 各乡

镇、 办事处、 新型社区也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

组ꎬ 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全力抓、
部门负责人具体抓的工作格局ꎮ 主管部门积极

行动ꎬ 发挥主体职责ꎬ 明确和规范了户外广告

设置审批程序和部门日常监督管理职责ꎬ 为整

治工作奠定了机制基础ꎮ
二是措施到位ꎮ 各地为确保工作落实ꎬ 想

出了很多真招、 实招ꎮ 凯里市制定了野广告

“四问” 责任追究制ꎬ 即一问市城管局ꎬ 为什

么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不及时发现、 不及时

清出现的野广告ꎻ 二问市综合执法局ꎬ 为什么

在综合执法中不及时排查、 不及时打击出现张

贴野广告的非法行为ꎻ 三问爱国卫生运动办公

室ꎬ 为什么对野广告清理整改措施不到位、 整

改问题反馈不及时ꎻ 四问文明办ꎬ 为什么野广

告清理整治督查督办不到位ꎮ 榕江县根据新

«广告法»ꎬ 制定户外广告管理办法ꎬ 加强行业

自律ꎬ 依法依规开展户外广告整治ꎮ
三是工作到位ꎮ 各地按照 “属地管理、 部

门主抓” 的原则ꎬ 对辖区内户外广告进行排查

摸底ꎬ 为把工作做细、 做实ꎬ 各地采取查询档

案、 现场拍照取证等方式ꎬ 建立起详细的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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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登记台账ꎮ 同时ꎬ 摸清每处户外广告设置

的位置、 内容、 相关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联

系电话等情况ꎮ 针对户外广告多、 杂的现状ꎬ
制定户外广告总体规划ꎬ 对所有户外广告进行

认真分类ꎬ 真正做到整治前准备工作扎实ꎬ 方

案细致周密ꎬ 整治中宣传发动到位ꎬ 组织保障

有力ꎬ 整治后长效措施得到落实ꎮ
四是考核到位ꎮ 贵州省文明办将本项工作

纳入了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进行考核ꎬ 作为

暗访督查重要内容ꎮ 各地也将此项工作纳入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ꎬ 很多地方由 “两办” 进

行考核ꎮ 如黔东南州将户外广告整治和公益广

告刊播工作纳入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及文明

单位、 文明乡镇、 文明村寨的考核内容ꎬ 实行

日巡查、 周报表、 月小结制度ꎮ 安顺市还与设

置单位 (人) 签订 «户外广告门头牌匾设置责

任书»ꎬ 明确设置单位的责任ꎬ 及时更换破损、
不整洁、 影响城市观瞻的户外广告ꎮ

三、 任重道远、 久久为功
目前ꎬ 户外广告的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ꎬ 不雅广告大幅减少ꎬ 街头正能量明显

增强ꎬ 净化了社会文化环境ꎬ 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ꎮ 但是由于户外广告多头管理、 多头审

批ꎬ 公路户外广告拆除高空作业耗时量大ꎬ 部

分广告经营者心存侥幸ꎬ 还偷偷对审批内容偷

梁换柱、 打擦边球ꎬ 虚假广告 “死灰复燃” 的

压力依然很大ꎮ
在调研中发现ꎬ 各地均认为此项工作仍有

必要继续开展ꎬ 因为中央有开展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的工作要求ꎬ 国家正在由

国家工商总局牵头联合 ９ 部委开展整治虚假违

法广告工作ꎬ 贵州省正在积极开展新一轮文明

城市创建ꎬ 许多城市亟待通过整治不雅广告ꎬ
扩大街头正能量ꎬ 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ꎮ 下一步工作应该依照 “属地管理、 部

门主抓、 依法行政” 的原则ꎬ 按照 “谁审批、
谁负责” 的要求ꎬ 落实主体责任ꎬ 逐步以行业

主管部门为主进行管理ꎮ
一是结合国家整治虚假违法广告ꎬ 从源头

发布上深化户外广告治理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国家

工商总局等 ９ 部门联合发布 «整治虚假违法广

告部际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的通知»ꎬ 通知要求

各省建立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工作联动机制ꎬ 明

确工商 (市场监管) 部门要履行联席会议牵头

职责ꎬ 以联席会议制度为平台ꎬ 发挥综合协调

和指挥作用ꎬ 全面落实广告监督管理机关、 广

告审查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ꎮ 省文

明办与省工商局等 ９ 单位组成 １０ 部门省联席会

议ꎬ 并联合下发了文件ꎬ 将不雅户外广告整治

纳入国家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工作ꎮ 继续依托省

联席会议制度ꎬ 通过监管执法联动机制ꎬ 由省

工商局、 省卫计委从源头上加大对发布不雅广

告医疗机构的审查、 监督和管理ꎮ
二是结合新 «广告法» 的施行ꎬ 从终端设

置上深化户外广告治理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开始

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即新 «广
告法» )ꎬ 除了继续要求广告内容要符合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外ꎮ 对制定地方性法规ꎬ 规

范户外广告发布作出了具体规定ꎮ 各级地方政

府要按照新 «广告法»ꎬ 以地方性法规、 政府

规章的形式ꎬ 制定自己的户外广告管理办法ꎬ
从终端发布上明确辖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管

理要求ꎬ 做到有法可依ꎬ 依法治理ꎮ
三是结合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整脏治乱

专项行动ꎬ 从监督检查上深化户外广告治理ꎮ
建议继续将户外广告整治工作纳入 “多彩贵州

文明行动” 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工作内容ꎬ 纳入

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创建评选内

容ꎬ 列入每年 “整脏治乱” 工作目标ꎬ 省文明

办与省工商局、 省交通厅、 省卫计委等部门合

作ꎬ 协同开展户外广告治理ꎬ 加强考核检查力

度ꎬ 加大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ꎬ
推进户外广告整治工作常态性开展ꎮ 同时ꎬ 继

续加强整治户外广告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ꎬ 引

导群众理解、 支持治理虚假不雅广告ꎬ 形成良

好的舆论声势ꎮ

(贵州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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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探索 “４５６” 工作法
治理农村滥办酒席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ꎬ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

定的深入实施ꎬ 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得

到有效遏制ꎬ 但广大农村滥办酒席之风仍然十

分严重ꎮ 除婚丧嫁娶外ꎬ 还有满月酒、 搬家

酒、 谢师酒、 升学酒、 当兵酒、 剃头酒、 开张

酒、 迁坟酒、 立碑酒等ꎬ 名目繁多ꎬ 铺张浪

费ꎬ 既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ꎬ 又助长了

攀比、 贪婪的不良风气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贵州省文明办组织人员到安顺市普定县猫洞乡

和谐村、 坝上镇和平村等地ꎬ 通过召开座谈

会、 走访农户、 实地考察等方式ꎬ 专题调研了

普定县治理农村滥办酒席情况ꎬ 形成调研报告

如下ꎮ
一、 普定县采取的主要举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普定县高度重视农村滥办酒

席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普定县印发 «关于禁止

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暂行规定»ꎬ 严

肃处理了一批国家公职人员违纪行为ꎮ 同时ꎬ
以坪上镇、 猫洞乡为试点ꎬ 探索治理村 (居)
民滥办酒席的有效途径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出台 «关于

引领淳朴民风规范酒席办理工作的意见»ꎬ 将

规范农村酒席办理工作作为民生特派监督和

“四创” 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ꎬ 最终形成

“４５６” 工作方法ꎮ 以此为抓手ꎬ 推动治理农村

滥办酒席工作在全县广泛深入开展ꎬ 通过疏堵

结合、 标本兼治、 点面共抓ꎬ 有效遏制了农村

滥办酒席现象ꎬ 减轻了农民负担ꎬ 培育了农村

文明新风ꎬ 强化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ꎬ 提升了

城乡文明程度ꎮ
“４” 即组建四支队伍ꎮ 一是组建 “酒席文

明和谐号” 宣传队ꎮ 由村 (居) 党支部书记任

队长ꎬ 村 (居) 委会主任任副队长ꎬ “两委”
其他成员、 卫生室人员、 村 (居) 民小组长、
村老 (寨老)、 村 (居) 文艺爱好者为成员ꎬ
组织制定 «村 (居) 规民约» 或 «村 (居)
民自治章程»ꎬ 搞好宣传发动ꎬ 对违规户进行

问责ꎬ 对守纪户进行表扬ꎮ 二是组建 “酒席文

明和谐号” 互助队ꎮ 把 １８—５０ 岁的村民编成

若干小组ꎬ 每组 ２０—３０ 人ꎬ 村里哪家办红白

事ꎬ 轮流帮忙ꎬ 增进邻里团结ꎬ 促进基层和

谐ꎮ 三是组建 “酒席文明和谐号” 纠风队ꎮ 由

乡镇分管领导任队长ꎬ 采取乡 (镇)、 村 (居)
互动的方式ꎬ 从 “美丽办”、 综治办、 社会事

务办、 派出所、 卫生院、 市场监管分局、 农业

服务中心等抽调人员ꎬ 配同村 (居) 支 “两

委” 推动 «村 (居) 规民约» 或 «村 (居)
民自治章程» 贯彻执行ꎬ 纠正违规办酒席行

为ꎮ 四是组建 “酒席文明和谐号” 巡查队ꎮ 由

乡 (镇) 纪委牵头ꎬ 对乡 (镇) 相关工作组及

其干部的履职情况进行巡查ꎬ 确保农村滥办酒

席治理工作有序推进ꎮ
“５” 即坚持五个明确ꎮ 一是明确范围ꎮ 除

婚丧嫁娶酒席之外ꎬ 其他酒席 (如满月酒、 搬

家酒、 谢师酒、 升学酒、 当兵酒、 剃头酒、 开

张酒、 迁坟酒、 立碑酒) 一律禁止操办ꎬ 且婚

嫁酒席时间从原来的 ３—５ 天缩减为 １ 天ꎮ “办
酒只办红白酒ꎬ 大家轻松又好走” 成为老百姓

口头禅ꎮ 二是明确规格ꎮ 推行 “６＋１” (六个菜

一个汤) “一锅香” “四钵宴” (一钵荤菜、 一

钵素菜、 一钵烩菜、 一钵汤) 等菜谱ꎬ 限制酒

席菜数ꎬ 倡导节俭ꎬ 避免浪费ꎮ 三是明确流

程ꎮ 建立完善组织领导、 宣传动员、 申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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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经常性检查、 违规处置、 成效巩固等管理

服务体系ꎮ 例如ꎬ 操办婚事的ꎬ 必须在举办酒

席 ５ 日前到村 (居) 委会办理申报手续ꎻ 办理

丧事的ꎬ 应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口头报备ꎬ 并

在操办结束后 ５ 日内进行书面备案ꎮ 四是明确

标准ꎮ 礼金标准严格控制在 １００ 元以内ꎬ 酒席

标准严格控制在 １２０ 元以内ꎬ 桌数不能超过 ３０
桌ꎬ 且办酒席前必须将酒席预算表报村 (居)
委会审核ꎮ 五是明确主体ꎮ 推行县引导、 乡组

织、 村主导、 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ꎮ 县委、 县

政府行文引领ꎬ 各乡镇制定实施方案ꎬ 各村

(居) 制定 «村 (居) 规民约» 或 «村 (居)
民自治章程» 规范办理酒席ꎬ 促进村 (居) 民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受益ꎮ
“６” 即突出六个强化ꎮ 一是强化责任分

解ꎮ 细化县卫生计生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民

政局等部门和各乡 (镇)、 各村 (居) 在规范

村 (居) 民办理酒席的职能职责ꎬ 多管齐下ꎬ
协调推进ꎮ 例如ꎬ 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内各酒

店、 饭馆、 山庄签订 «严禁滥办酒席承诺书»ꎬ
对无证经营行为进行清理ꎮ 县卫计局对酒席食

材安全情况进行监管ꎬ 等等ꎮ 二是强化村

(居) 民自治ꎮ 各村 (居) 在搞好走访群众的

基础上ꎬ 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或代表会ꎬ 将规范

酒席办理纳入 «村 (居) 规民约» 或 «村

(居) 民自治章程»ꎬ 形成老百姓自己的 “规
矩”ꎮ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ꎮ 以 “十个一” 即

“一语” (宣传标语)、 “一栏” (公开公示栏)、
“一墙” (文化墙)、 “一目” (文艺节目)、 “一
册” (宣传册)、 “一卡” (明白卡)、 “一通”
(通告)、 “一约” (村规民约)、 “一诺” (规范

办理酒席承诺)、 “一告” (告知书)ꎬ 为载体ꎬ
加大宣传引导ꎬ 营造良好氛围ꎬ 让办理酒席成

为一种农村新风尚ꎮ 目前ꎬ 基本做到了 “乡乡

有画册、 村村有标语、 组组有通告、 户户有承

诺”ꎮ 四是强化台账管理ꎮ 各乡 ( 镇)、 村

(居) 设置了治理滥办酒席工作组织领导档案、
安排部署档案、 «村规民约» 修订及发放档案、
群众不滥办酒席自律承诺档案、 申报备案档

案、 宣传教育档案、 违规人员处置档案、 特色

及总结档案等 ９ 类台账资料ꎬ 更好地规范工作

的开展ꎮ 五是强化典型曝光ꎮ 在村组设立治理

滥办酒席公开公示栏ꎬ 对 «村 (居) 规民约»
«规范酒席办理通告» 和村 (居) 民办理红白

事备案情况等进行公示ꎬ 公开曝光违规操办酒

席行为及处理情况ꎮ 六是强化督促检查ꎮ 县纪

委、 县委组织部、 县文明办、 县督查督办局组

成联合督查组ꎬ 采取定期督查、 重点抽查、 明

察暗访等机动灵活方式ꎬ 对各乡镇治理滥办酒

席工作和饭店、 酒楼承办违规酒席的情况进行

督查ꎬ 确保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有效

落实、 有力推进ꎮ
二、 普定县取得的主要成效
通过开展规范酒席办理工作ꎬ 普定县社会

风气日渐向好ꎬ 社会关系和谐进步ꎬ 社会文明

程度不断提高ꎬ 刹住了歪风ꎬ 兴起了新风ꎮ
一是吹起节俭风ꎮ 现在大家办酒不比酒水

高低、 不比客人数量、 不比菜式花样ꎬ 比的是

节俭ꎬ 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ꎮ 初步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ꎬ 普定全县办理酒席的户数比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 ７８％ꎬ 户均少送礼金约 １３００ 元ꎬ 全

县少送礼金约 １ ４６ 亿元ꎬ 少办酒席约 ３５００ 台ꎬ
节约资金约 １ ４５ 亿元ꎮ

二是吹起发展风ꎮ 村级班子在抓滥办酒席

的同时还把在家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搞种植养殖

业ꎬ 把村民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发展生产上ꎮ
比如ꎬ 和谐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种植 ４０００ 亩黑花

生喜获丰收ꎬ 建立了日产 ４５０ 斤糯米酒厂ꎬ 建

立了青城专业合作社ꎬ 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２４００
元增加到 ５３８０ 元ꎮ

三是吹起文明风ꎮ 通过规范酒席办理ꎬ 有

效遏制了过去农村地区盲目攀比、 奢侈浪费等

价值观 “迷失” 现象ꎬ 为农民群众判断得失、
确定价值取向、 促进乡风文明提供基本的价值

标准和行为规范ꎬ 得到群众一致好评ꎮ
四是 吹 起 和 谐 风ꎮ 村 ( 居) 两委在村

(居) 民办酒期间组织文艺队上门义务演出ꎬ
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ꎬ 让群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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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党组织的温暖ꎮ 同时ꎬ 互助队轮流到办酒户

上门服务ꎬ 食材大家帮忙买ꎬ 餐具大家借着

用ꎬ 促进了村民团结互助ꎬ 一个村就像一个大

家庭ꎬ 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矛盾ꎮ
三、 普定县的基本经验
普定县的做法ꎬ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ꎬ 并

在实际工作中ꎬ 形成了县引导、 乡组织、 村主

导、 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ꎬ 得到广大干部群众

的普遍认可和支持ꎬ 因此在短短一年时间就取

得效果ꎮ 主要有以下几条工作经验ꎮ
一是把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与群众所思所

盼结合起来ꎮ 滥办酒席演变成了困扰群众的难

题ꎬ 成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障碍ꎬ 是新时

期农民的沉重负担ꎮ 基层党组织牢牢站在群众

的立场ꎬ 把工作重心对准这一让群众头疼的难

题ꎬ 扎扎实实开展工作ꎮ 因为县乡各级党委政

府把中心工作聚焦群众所思所盼ꎬ 贴民心顺民

意ꎬ 想群众所想ꎬ 急群众所急ꎬ 把工作着力点

对准群众关注点ꎬ 把群众的脉号准了ꎬ 所以群

众拍手称快、 积极参与ꎮ
二是把党委政府宣传引导和村民自治结合

起来ꎮ 既发挥党委政府指挥、 发动、 引领作

用ꎬ 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和思想引导工作ꎬ 为群

众算清楚短期的经济账和长远的发展账ꎬ 让大

家认识到滥办酒席的危害性ꎬ 引导群众把心思

集中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上ꎻ 又充分尊重群众的

意愿ꎬ 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ꎬ 群众投票等方

式ꎬ 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ꎬ 将治理滥

办酒席和规范办酒纳入 «村规民约»ꎬ 由村委

会、 村民小组来监督执行ꎬ 让农村群众自己管

理自己ꎮ
三是把村组织帮助规范办酒和治理滥办结

合起来ꎮ 不是简单地堵ꎬ 而是疏堵结合ꎮ 在

«村规民约» 中对酒席类型、 标准和办理程序

进行明确ꎬ 让农村群众清楚知道什么酒能办、
什么酒不能办ꎮ 对红白喜事等规范办酒ꎬ 由村

“两委” 牵头ꎬ 组织互助队ꎬ 为办理红白喜事

家庭提供一条龙服务ꎬ 帮村民把该办的酒席办

好ꎮ 互助队做了具体分工ꎬ 有持健康证的厨师

和服务人员ꎬ 为规范办酒提供采购食材、 制作

饭菜、 食品安全检查、 餐具收放、 环境卫生整

治以及安葬逝者等服务保障ꎮ 给外出和劳动力

不足村民解决有事无人帮忙的后顾之忧ꎬ 既有

力促进了村民团结ꎬ 也为治理滥办酒席奠定了

坚实基础ꎮ
四是把解决民生问题与提升素质结合起

来ꎮ 村 “两委” 把解决实际问题与提高农民思

想觉悟结合起来ꎬ 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ꎬ
大力发展种养殖业的同时ꎬ 积极打造 “道德讲

堂” 等宣传文化阵地ꎬ 开展群众性道德实践活

动ꎬ 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ꎮ 尤其是把为群众

解难纾困、 舒心理气与抓滥办酒席结合起来ꎬ
既主动服务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ꎬ 又把在家的

劳动力组织起来搞种植养殖业ꎬ 带动村民把时

间和精力集中到发展生产上ꎮ 村组织在服务群

众中找到了抓手ꎬ 在群众心目中地位大幅提

升ꎬ 村 “两委”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

增强ꎮ
五是把典型示范与面上推进结合起来ꎮ 普

定县在具体工作中不搞一刀切ꎬ 在调研摸底的

基础上ꎬ 研究制定指导性意见ꎬ 先从百姓反映

强烈的村开始试点ꎮ 具体工作中村宣传队大张

旗鼓地宣传ꎬ 乡巡查队旗帜鲜明整治ꎬ 探索形

成长效机制ꎬ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ꎮ 通过

积极培育示范村ꎬ 树立典型来示范带动ꎬ 进而

辐射引领更多村ꎬ 逐步刹住滥办酒席不良

风气ꎮ
四、 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建议
普定县治理农村滥办酒席的做法和经验ꎬ

贴近农村群众日常生活实际、 具体实在、 很接

地气ꎬ 给农村带来了节约、 简朴、 文明、 卫生

的新风ꎮ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ꎬ 也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ꎮ 一是重堵轻疏ꎮ 多数村均规

定除婚丧嫁娶酒席之外ꎬ 其他酒席 (如满月

酒、 搬家酒、 谢师酒、 升学酒、 当兵酒、 剃头

酒、 开张酒、 迁坟酒、 立碑酒) 一律禁止操

办ꎮ 满月、 升学是家庭 (家族) 中的一大喜

事ꎬ 五服之内的亲属前来祝贺原本情有可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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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是一禁了之ꎻ 二是重罚轻助ꎮ 一些干部总

认为基层工作以严管重罚为主ꎬ 只要罚得重、
罚得严ꎬ 群众就会怕ꎬ 就不敢再办酒ꎬ 没有认

真疏导群众心理ꎬ 帮助群众分析困难ꎬ 找到并

解决制约发展的困难和问题ꎬ 把心思集中到发

展上来ꎻ 三是重管轻防ꎮ 一些村工作上没有把

精力集中在互助队、 宣传队建设上ꎬ 而是依靠

纠风队、 巡查队ꎬ 工作方式比较简单ꎮ 接到群

众举报后ꎬ 或者发现滥办酒席后ꎬ 纠察队上门

进行处理ꎬ 强行抬走饭菜、 封火驱客ꎮ 没有把

工作做到前面ꎬ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ꎮ 此

外ꎬ 由于目前只是在部分地区试点ꎬ 没有全面

推开ꎬ 也存在以异地办酒、 进城办酒方式规避

管理ꎮ
在全省来看ꎬ 整治滥办酒、 规范酒席办理

的任务还很艰巨ꎬ 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ꎬ
把这项工作向纵深推进ꎬ 应充分借鉴普定好的

经验ꎬ 由省纳入文明创建、 市州统一部署、 县

乡村具体实施ꎬ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ꎬ 按照以县

为主、 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的原则ꎬ 逐步在全

省推开ꎬ 具体建议如下ꎮ
一是纳入文明创建ꎬ 加强宣传引导ꎮ 由省

文明办将节俭办酒席纳入文明单位、 文明村

镇、 文明家庭、 文明户创建评选内容ꎬ 纳入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主题实践活动ꎬ 纳入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创建ꎬ 纳入 “多彩贵

州文明行动” 考核ꎮ 加强整治滥办酒席不正之

风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ꎬ 引导群众理解、 支持

治理滥办酒席ꎬ 并转化为自觉行动ꎮ 乡镇、 社

区、 居委会、 行政村要用多种形式ꎬ 将整治滥

办酒席相关规定、 具体要求、 处罚措施等宣传

到千家万户ꎮ 媒体要开设专栏ꎬ 广泛深入宣传

整治工作相关精神、 规定和基层开展整治活动

的动态、 先进典型和好做法、 好经验ꎮ
二是加强民主监督、 注重规范管理ꎮ 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ꎬ 乡镇、 村 (居、 社区)、 村

(居) 民小组要通过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ꎬ

加强村民自治ꎬ 让辖区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管

理、 自我服务ꎬ 逐步引导群众规范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ꎮ 引导村民按程序开好村 (居) 民会议

和村 (居) 民代表会议ꎬ 修订完善 «村规民

约» 和 «居民公约» 等ꎮ 约定哪些酒席能办、
哪些不能办ꎬ 并根据饮食习惯、 风俗等实际商

定节约、 安全的办酒方式ꎻ 对建房、 迁坟、 立

碑等需亲邻帮助的事ꎬ 由村 (居、 社区) “两
委” 组织本村志愿者以邻里互助的方式进行ꎮ

三是突出工作重点、 逐步整体推进ꎮ 治理

工作要以村 (居、 社区) 干部、 农村党员、 退

休干部职工、 家属有国家干部职工的家庭为重

点对象ꎬ 组织力量ꎬ 逐户开展宣传教育ꎬ 确保

此部分家庭自觉规范行为ꎬ 带头示范ꎮ 乡镇、
村 (居、 社区) 要分时段进行摸底排查ꎬ 掌握

情况ꎬ 对可能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家庭提前介

入ꎬ 重点开展工作ꎬ 防患于未然ꎮ 要在中秋、
国庆、 元旦、 春节及打工人员集中返乡等重点

时期ꎬ 集中力量开展宣传教育、 监督巡查ꎮ 通

过对重点、 难点的整治ꎬ 推进活动整体有效

开展ꎮ
四是党政齐抓共管、 形成工作合力ꎮ 按照

县引导、 乡组织、 村主导、 村民自治的管理模

式ꎬ 形成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互相配合、 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ꎬ 推动这项工作全面开展ꎮ
纪委、 组织部门要按整治活动要求抓好对党

员、 干部的监督管理ꎮ 宣传部门等部门要配合

抓好宣传教育ꎬ 加强舆论引导ꎮ 民政部门要切

实指导乡镇、 村 (居、 社区) 制订完善 «村规

民约» «居民公约» 等ꎮ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

对餐馆、 酒店等餐饮场所的检查ꎬ 扎实开展对

宴席经营者的监管ꎮ 公安部门、 城管部门要对

违规占用街道、 公共通道操办酒席及因操办酒

席造成的脏、 乱、 差等问题进行治理ꎬ 防止突

发事件的发生ꎮ

(贵州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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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直属机关

中央直属
机关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中直机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不断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着力提高干部

职工思想道德素质ꎬ 进一步提升了机关文明程

度和干部职工文明素质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一、 扎实推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不断强化思想理

论武装
２０１５ 年来ꎬ 中直机关各单位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争做 “三
个表率”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坚持不懈推进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 发表重要讲

话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

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ꎮ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ꎬ

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工作的战略指引和战

略部署ꎬ 使精神文明建设战线全体同志深受教

育和鼓励ꎬ 备感使命光荣和责任重大ꎮ 各单位

党委 (党组)、 文明委及时作出部署ꎬ 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

思想和行动ꎬ 坚持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ꎬ
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有计划、 按步骤、
分专题开展学习交流ꎬ 迅速兴起了学习贯彻讲

话精神的热潮ꎮ 中直文明委简报对 １９ 个单位的

学习贯彻情况进行了交流ꎬ 中央文明办简报摘

录了中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ꎮ 各单位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教育ꎬ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 马克

思主义哲学和党史、 国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宣传教育ꎬ 组织干部职工参加 “辉煌 ‘十二

五’ 系列形势报告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报告会” 等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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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ꎮ
二、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凝聚形成推动工作的整体合力
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

建设和创建全过程ꎮ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ꎬ 推动各单位搭建志愿服务活动平台ꎬ 加

强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努力营造志愿服务活动人

人参与、 志愿服务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ꎮ
组织参加宣传推选全国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活动ꎮ 各单

位志愿者队伍从小事实事细事入手ꎬ 分别开展

“学习雷锋好榜样、 爱岗敬业记心上” “春风行

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一条街” “为爱发声———
为盲人朋友读书” “爱心英语进社区” “学雷

锋ꎬ 进校园” “小手拉大手” 等活动ꎬ 以及

“清朗网络、 青年力量” “为美德点赞、 向模范

学习” 网络文明志愿行动ꎮ 广泛开展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系列活动ꎬ 各单位通过参观 “伟大胜利　 历史

贡献” 主题展览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慰问参

加抗战的老同志ꎬ 举办书画摄影展、 歌唱比

赛、 编辑出版图书、 制作视频短片等活动ꎬ 进

一步营造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浓厚氛围ꎮ 加强

好家风好家训建设ꎬ 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寻找中

直机关 “最美家庭” 活动ꎬ 组织参加 “２０１５
中直机关与新疆巴州最美家庭美德少年手拉

手交流活动”ꎮ
三、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着力提升机关文明程度和干部职工文

明素质
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增强各单位开展精神

文明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 掀起群众性精

神文 明 创 建 活 动 的 新 高 潮ꎮ 对 评 选 出 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５５ 个中直机关文明单位、
７０ 个首都文明单位 (标兵) 进行表彰ꎮ 组织

开展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推荐评选工作ꎬ 中

央统战部欧美同学会、 中央党校机关服务局、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全国妇联中华女子学院、

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 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广播艺术团、 中国出版

集团荣宝斋等 ８ 个单位 (部门) 被中央文明

委评为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ꎮ 中直文明办到

１０ 个文明单位举行授牌仪式ꎬ 授牌单位所在

部委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出席仪式并对进一

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ꎮ
许多单位通过开展 “做文明职工、 当文明公

民、 建文明家庭、 创文明处室、 争文明单位”
等创建活动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ꎮ 组织

修订 «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

法»ꎬ 进一步提高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ꎮ 组织部分单位文明办

负责同志赴河南省开展调研ꎬ 拓宽干部队伍

视野ꎬ 学习借鉴地方工作经验ꎮ 举办中直机

关文明办主任培训班ꎬ 邀请中央文明办、 中

央党校、 清华大学、 河南省直机关文明办有

关领导和专家授课ꎬ 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

设专兼职干部队伍能力素质ꎮ
四、 切实加强机关文化建设ꎬ 努力营

造民主和谐的机关文化氛围
中直机关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ꎬ 紧紧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机关文化活动ꎬ 进一步营造民主和谐的机关

文化氛围ꎮ 有的单位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

重点ꎬ 落实党员谈心制度ꎬ 了解干部职工思

想状况ꎬ 着力做好解疑释惑工作ꎬ 调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ꎮ 有的单位开展 “对党忠诚守

纪律、 立足岗位作贡献” “忠诚与奉献” 等主

题教育活动ꎬ 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看齐意识ꎬ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ꎮ 有的单位举办文学论

坛、 读书月、 书香青年读书文化活动ꎬ 创办

“青年走廊”ꎬ 组织开展 “我说你听———致

年华” “好记者讲好故事” “一带一路” 演讲

比赛或知识竞赛ꎬ 引导干部职工加强读书学

习、 提高境界、 提升素质ꎮ 有的单位开展以

“厉行勤俭节约” “节能有道　 节俭有德” 为

主题的节约型机关建设ꎬ 倡导 “光盘行动”ꎬ
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ꎬ 强化干部职工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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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环保意识ꎮ 有的单位开展 “深入群众

　 感受基层” 活动ꎬ 利用春节回乡探亲ꎬ 深

入基层ꎬ 深入群众ꎬ 访民情、 察民意ꎬ 用好

的作风和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ꎮ
五、 加大与首都共创共建力度ꎬ 共享

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成果
积极参与首都及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共建工

作ꎮ 组织参加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评选推荐活

动ꎬ 健全 “北京榜样” 举荐张榜、 宣传学习、
褒扬关爱工作制度ꎬ 向首都推荐多名候选人ꎬ
其中ꎬ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周朝永同志入选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周榜样” 人物ꎮ 向首都推荐的 ６ 人

荣获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ꎬ １
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获提名奖ꎮ
广泛开展控烟禁烟宣传教育ꎬ 组织参加 ２０１５ 年

世界无烟日暨 «北京市控烟条例» 实施宣传活

动ꎮ 组织各单位安装文明北京电子宣传平台ꎬ
大力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成果ꎮ 积极参与北

京市各城区精神文明共创共建活动ꎬ 丰富共建

内容ꎬ 进一步增强共建影响力ꎮ

(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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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
概况综述

中央网信办严格对照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工作安排»ꎬ 进一步明确任

务分工ꎬ 做到不缺项、 不漏项ꎬ 协调联动有关

部委ꎬ 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ꎬ 抓出实效ꎮ
一、 确保网上正能量始终饱满充沛
中央网信办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ꎬ 策划

设置重大议题ꎬ 围绕中国梦、 全国 “两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ꎬ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经济发展新常态ꎬ “十二五” 和

“十三五”、 从严治党、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等ꎬ 组织开展网上主题宣传、 典型宣传、 成就

宣传ꎬ 着力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ꎮ 整

合优质资源ꎬ 运用多手段、 多终端、 多平台ꎬ
借助移动互联网新技术ꎬ 新渠道实施全场景微

传播ꎬ 着力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ꎬ 向网民提供

大量通俗易懂的网上新闻产品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全年累计组织撰写、 推出各类正能量稿件

１ ５ 万余篇 (条)ꎮ 坚持新闻传播与理论传播

并重ꎬ 组织网站以专题、 专栏、 系列图解、
系列讲座、 系列访谈等形式ꎬ 深入解读阐释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 “三严三实” “五大

发展理念” 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

果的精神内涵ꎮ 大力支持求是网ꎬ 宣讲家网

等 １１ 家重点理论网站建设ꎬ 建立了网上理论

智库和 ２０ 多个 “理论专家库”ꎬ 着力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理论成果

的网上传播ꎮ 注重发现、 推送精神文明建设

题材的优秀网评作品ꎬ 指导网站创作更多适

合在网上传播、 符合网民偏好的优秀网评作

品ꎬ 吸引、 带动更多网民关注ꎬ 参与网上精

神文明建设ꎮ 依托 “阳光跟帖” 行动ꎬ 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以青年网络文明

志愿者为示范ꎬ 在网民中大力倡导理性评论、
善意回帖的文明网络观念ꎮ

二、 持续开展网上专项行动
中央网信办一方面以指导督促网站特别是

主要商业网站落实主体责任为切入点ꎬ 进一步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ꎬ 加强内容审核把关ꎮ 同

时ꎬ 强化日常监管力度ꎬ 切实维护良好网络生

态ꎮ 另一方面ꎬ 针对网上淫秽色情、 血腥暴

力、 谣言欺诈、 侵权盗版等破坏网络生态的突

出问题ꎬ 统筹协调各部门持续开展网上 “扫黄

打非”、 打击侵权假冒、 打击利用云盘传播淫

秽色情信息等多个专项行动ꎬ 统筹调动各方资

源ꎬ 加强集中专项治理ꎬ 形成强大监管合力ꎬ
对网上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进行 “大扫除”ꎬ
有效遏制其反弹、 反复势头ꎬ 努力实现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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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较大改观、 网络空间更加清朗ꎬ 底色更加

明亮” 的工作目标ꎮ
三、 积极构建网络执法体系
加快推动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出

台ꎬ 加快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ꎬ 监督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ꎬ 提高行业自律意识ꎬ 增强互联网自

净能力ꎬ 构建多方参与的互联网多元化治理体

系ꎬ 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文明风尚ꎮ
四、 深入开展网络文化建设
大力推进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ꎬ 进一步提

升网民网络文明素养ꎮ 以网络文化和网络公益

为抓手ꎬ 进一步推进和加强网上精神文明建

设ꎮ 统筹指导全国网络文化活动ꎬ 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深入开展网德工程、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网上传承工程、 网络内容建设工

程、 “网络中国节” 等活动ꎬ 打造网络文化品

牌ꎮ 分类分批创建网络文明示范基地ꎬ 建立优

秀网络文章数据库ꎮ

五、 大力推进网络扶贫工作
为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ꎬ

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ꎬ 中央网信办会同相

关部门制定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ꎮ 一是加快实

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ꎬ 推动互联网向农村

及贫困地区覆盖ꎮ 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ꎬ 支持贫困地区展示和交易农产品、 手工艺

品、 独特名胜产品等ꎮ 三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通过远程教育与贫困地区对接ꎬ 加强对各级干

部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ꎬ 提高贫困地区教育

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ꎮ 四是加大信息服务供

给ꎬ 整合各类资源和服务ꎬ 构建起立体化、 多

层次的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ꎮ 五是广泛开展

网络公益活动ꎬ 推出系列品牌公益项目ꎬ 建立

公开、 透明的网络公益帮扶平台ꎬ 实现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与广大网民的对接ꎮ 让互联网发展

成果惠及 １３ 亿多中国人民ꎮ

特色活动

开展网上正能量微传播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央网信办把宣传阐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充

分发挥互联网的传播优势ꎬ 全媒体宣传、 全业

态传播、 全方位解读、 全平台覆盖ꎬ 让党的主

张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ꎮ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

求ꎬ 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工作

为主线ꎬ 组织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主要商业网

站及移动端力量ꎬ 开展主题宣传、 典型宣传、
形势宣传、 成就宣传ꎬ 重点做好精神文明建设

再编辑微传播ꎮ 鼓励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

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运用 “两微一端” 推进政

务公开、 提供公共服务、 密切政民互动、 提升

社会治理能力ꎮ 指导主流媒体加强移动新媒体

建设ꎬ 创新精神文明传播方式ꎬ 打造移动端

“正能量集群”ꎬ 壮大精神文明建设舆论新阵

地ꎮ 同时ꎬ 进一步创新改进网上正面宣传机

制ꎬ 注重媒体融合ꎬ 积极运用新技术ꎬ 加大正

能量稿件刊播力度ꎬ 增加互动性ꎬ 引导网民参

与讨论ꎬ 传递善意ꎮ 部署各网站结合自身特

点ꎬ 开设 «暖新闻» «中国温度» «读爱» «微
暖» 等各具特色的网上正能量栏目、 频道ꎬ 积

极发掘社会温情ꎬ 报道感人事迹ꎬ 宣扬公序良

俗和善行义举ꎮ 相关栏目保持日常动态更新ꎬ
在网站重要页面位置持续推荐ꎬ 受到网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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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ꎮ 如凤凰网推出 «暖新闻» 栏目ꎬ 两个月点

击率即超过了一亿人次ꎻ 今日头条开设 “正能

量” 频道ꎬ 运用个性化推荐技术ꎬ 每日向 ２ ６
亿用户分发推送暖新闻ꎻ 新浪微博发起 “＃正
能量＃” 话题ꎬ 聚合推荐政务微博、 媒体微博

以及普通网民发布的各类正能量信息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该话题阅读量达 １６ ９ 亿、 讨论

量达 １８２ ５ 万ꎮ

开展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动
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ꎬ 中央网信办组织

开展了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动ꎬ 包括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流行语和故事征集活动ꎬ
公益 广 告 设 计 大 赛 等 １０ 余 项 活 动ꎮ 作 为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流行语与故事征集活动得

到了全国各地网友的积极参与和好评ꎬ 共征集

投稿作品流行语 ６１１６ 件、 故事 １１２８ 篇ꎮ 经初

审ꎬ 流行语和故事两类作品各入围 ５０ 件ꎬ 作品

推荐单位覆盖全国 ２８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网信办

和 １０ 家中央主要新闻网站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３０ 日进行了公示和投票ꎬ 共收到有效投票

数 ２１００ 余万张ꎮ 终评评审会结合网络投票情况

对入围作品进行现场评审ꎬ 最终确定获奖作品

两类各 ３５ 件ꎬ 分别为一等奖 ５ 件ꎬ 二等奖 １０
件ꎬ 三等奖 ２０ 件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２０１５ 中国好网民” 系列活动专题累计浏览量

超 ４０００ 万次ꎬ 累计用户访问量 １６００ 万人次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积极的舆论效果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范围内全力推进

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ꎬ 将推动中国好网民理念

落地生根ꎮ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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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法院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工作

目标ꎬ 紧贴审判执行中心任务ꎬ 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ꎬ 广泛传播法治精神ꎬ 激发队伍生机活

力ꎬ 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ꎮ
一、 强化思想道德建设ꎬ 坚定法官理

想信念
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ꎮ 根据中

央部署要求ꎬ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认真落

实中央部署扎实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

通知»ꎬ 组织召开全国法院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警示教育视频会议ꎬ 对各级法院开展专题

教育提出明确要求ꎮ 结合专题教育进程ꎬ 按照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ꎬ 先后印发 «关于在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中进一步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教育的通知» «关于深化基层法院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中 “不作

为” “乱作为” 问题的通知»ꎬ 严明纪律要求ꎬ
破解作风顽疾ꎬ 督促广大党员干警自觉做到司

法为民、 公正司法ꎮ 把中央明确的 “关键动

作” 作为专题教育的重点内容ꎬ 组织举办全国

法院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优秀党课评选活

动ꎬ 以全国各地中级和基层法院党组书记讲的

专题党课为参评对象ꎬ 评选出优秀党课 ９０ 个ꎮ
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ꎮ 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ꎬ 深入开展向

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ꎮ 配合中组部、 中宣部授

予邹碧华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楷

模” 荣誉称号ꎬ 大力开展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

集中宣传ꎬ 隆重举行事迹报告会并开展巡回报

告ꎬ 引起强烈社会反响ꎮ 召开邹碧华精神研讨

会ꎬ 举办全国法院学习邹碧华精神主题征文和

演讲比赛ꎬ 出版发行邹碧华学术文集、 纪念文

集和 «邹碧华传»ꎬ 组织拍摄、 撰写以邹碧华

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和报告文学ꎮ 各地法院以

“法官当如邹碧华” 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

习宣传活动ꎬ 掀起学习邹碧华精神的热潮ꎬ 激

发了广大法官忠诚敬业、 干事创业的热情ꎮ 通

过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ꎬ 引导广大干

警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法治信仰ꎮ
有力推进法院系统党风廉政建设ꎮ 召开全

国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ꎬ 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王岐山同志工作报告ꎬ 对工作任

务进行统一部署ꎮ 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暂行办法»ꎬ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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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责任追究的情形和程序作出明确、 具体规

定ꎬ 为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问责工作提供制度

保障ꎮ 组织开展以 “清风正气传家远” 为主题

的家庭助廉活动ꎬ 征集反映机关干警在家风家

教传承中讲规矩、 重品行具体做法的作品 ８４
篇ꎬ 其中 １１ 篇入选中央国家机关 “最美家庭”
系列优秀作品ꎮ 经过对获奖作品的多种形式宣

传ꎬ 深入挖掘这些家庭在家风家教传承中体现

出来的清白做人、 清正做事、 清廉为官思想ꎬ
引导干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ꎬ 更加爱岗敬业、
遵纪守法、 廉洁奉公ꎮ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ꎬ 切实加强监督检查ꎬ 坚决防止 “四风” 问

题在法院系统反弹ꎮ 注意抓住五一、 中秋、 元

旦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先后 ３ 次公开通报了 １７ 起

法院干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ꎮ
组织开展奚晓明等法院系统腐败案件警示教育

活动ꎬ 使广大法院干警从中受到教育ꎮ
二、 创新宣传载体形式ꎬ 广泛传播法

治精神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出台 «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与中央宣

传部联合开展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

值” 主题教育活动ꎬ 重点围绕维护诚信、 家事

审判、 司法公开、 司法改革等十大主题ꎬ 采取

召开新闻发布会、 案例通气会、 集中宣传报道

等形式ꎬ 充分展示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ꎮ 各级

法院先后推出 １２００ 余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典型案例ꎬ 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转载ꎬ 充

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引领核心价值的作用ꎮ 仅新

浪网 “新浪法院” 频道刊载相关案例的浏览量

就超过 １８４３ 万人次ꎮ 结合法院工作实际ꎬ 广泛

开展特色志愿服务活动ꎮ 有的法院开展 “法润

花季微课堂” 活动ꎬ 深受师生、 家长和未成年

人保护部门的欢迎和好评ꎮ 有的法院开展 “折
翼修复” 志愿服务ꎬ 定期对关押的未成年犯、
判处管免缓的社区矫正犯等提供贴心服务ꎬ 延

伸家事案件判后的帮教工作ꎬ 对家暴监督、 子

女抚养、 老人探望等行为回访ꎮ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开展普法宣传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开办

电视栏目 «法治天下»ꎬ 邀请主审法官亲临演

播室ꎬ 讲述典型案例ꎮ 各地法院通过与电视

台、 电台、 报纸等主流媒体合作ꎬ 开办法治宣

传栏目ꎬ 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ꎮ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 “走进一巡感受法

治” 公众开放日活动ꎬ 首次邀请港澳台律师和

商业代表参加ꎬ 全面展现第一巡回法庭作为司

法改革 “排头兵” 的风貌ꎮ 借助新闻发言人电

视大赛延伸效应在深圳举办 “我为法治代言”
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ꎬ 邀请深圳大学法学院师

生普法团和深圳法律义工代表参与活动ꎬ 并授

予他们 “普法大使” 称号ꎮ 组织筹建中国法院

博物馆新馆ꎬ 展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和成果ꎮ
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建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院

史馆、 司法博物馆、 法治文化广场、 法治教育

基地ꎬ 潜移默化地传播法治精神ꎮ
积极创作法院题材文艺作品ꎮ 全国各级法

院积极从司法实践中提炼思想主题、 挖掘文艺

素材ꎬ 组织创作了一批弘扬法治精神、 引领社

会风尚的优秀文艺作品ꎬ 推进了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的繁荣发展ꎮ 开展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届十

佳微电影评选活动ꎬ 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地方法

院拍摄的微电影 «寻人启事» 获得第三届亚洲

微电影最佳作品奖ꎮ 举办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原

创法院题材电影电视剧本活动ꎬ 选定拍摄金奖

作品 «春暖花开»ꎬ 实现剧本征集活动成果转

化ꎮ 拍摄反映法院系统重大典型黄志丽同志先

进事迹的电影作品 «知心法官»ꎬ 天津高院以

全国模范法官石玉波同志先进事迹创作了话剧

«坚守的诺言»ꎬ 北京三中院拍摄制作的微电影

«樱桃熟了» 在主流视频网站播放ꎬ 获得众多

网友好评和点赞留言ꎮ
三、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ꎬ 激发队伍生

机活力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人

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ꎬ 采取有力措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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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干警素质能力ꎬ 促进干警身心健康ꎬ 丰富

干警精神生活ꎮ
持续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ꎮ 各地法院大力

倡导终身学习、 全员学习理念ꎬ 建立健全管用

有效的学习制度ꎬ 营造浓厚学习氛围ꎮ 围绕审

判工作重点难点热点问题ꎬ 定期举办法官论

坛、 法官沙龙、 司法讲堂等活动ꎮ 天津法院开

办 “津法讲坛”ꎬ 推出 ４ 期 １７ 讲 “专题讲座”
和 ３７ 期 １１１ 讲 “知识讲堂”ꎮ 最高人民法院开

展 “根在基层青春担当”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

干部下基层活动ꎬ 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国

家机关青年干部赴四川剑阁法院、 河南宝丰法

院两个调研点开展调研ꎮ 各地法院加强图书

馆、 阅览室建设ꎬ 按照审判工作需要和干警学

习需求ꎬ 科学配备图书期刊ꎬ 增强数字化服务

能力ꎬ 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国

家图书馆人民法院分馆正式成立并开通ꎬ 在线

提供实时报刊、 电子图书、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

文化讲座等数字学习资源ꎬ 全国法院干警在办

公室就能学习浏览ꎮ
关心关爱法院干警ꎮ 许多法院建立为干警

办实事制度ꎬ 就干警密切关注、 涉及干警切身

利益的实事项目提出解决措施ꎬ 明确责任ꎬ 加

强督导ꎬ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ꎮ 各地法院采

取举办健康讲座、 推送保健信息、 印发宣传手

册等形式ꎬ 普及保健防病急救知识ꎬ 提高干警

健康意识和保健能力ꎮ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心理

健康 “大篷车” 进机关活动ꎬ 组织干警参加科

普仪器体验、 健康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辅

导ꎮ 组织全国法院劳模、 专家暑期疗养和特勤

司法警察心理疗养活动ꎮ 浙江高院大力开展心

理咨询师培训工作ꎬ 邀请全国心理健康教育专

家作专题辅导ꎬ 印发 «浙江法官健康手册»ꎬ
促进干警身心健康ꎮ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ꎮ 各地法院普

遍组织干警成立各类兴趣小组和体育运动组

织ꎬ 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文体活动场所和相关

设施ꎬ 为干警文体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支持ꎬ
帮助干警缓解疲劳、 释放压力ꎮ 基层党组织、
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ꎬ
不定期组织文体比赛、 拓展训练、 电影播放、
文艺演出等活动ꎬ 丰富干警精神生活ꎮ 最高

人民法院积极组织机关干警参加中央国家机

关第四届职工运动会ꎬ 并以此为契机深入推

动院机关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ꎬ 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月组织开展了团队健步走和户外健

身运动ꎬ 得到机关广大干警的积极响应ꎬ 取

得了良好效果ꎮ
全国法院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ꎬ 对广大

干警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教育、 价值引领、 精神

激励、 文化熏陶作用ꎬ 为人民法院改革发展提

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思想保证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案件 １４１３５ 件ꎬ 比 ２０１４ 年上

升 ４３％ꎻ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执结案件 １６７１ ４
万件ꎬ 比 ２０１４ 年上升 ２１％ꎬ 为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

出了重要贡献ꎮ 全国各级法院涌现出一大批先

进典型ꎬ 共有 ３２１ 个集体、 ６３７ 名干警受到中

央有关部门表彰ꎮ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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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全国法院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
邹碧华同志生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在工作途中突发心

脏病ꎬ 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ꎬ 称赞邹碧华

同志是 “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 敢于担当

的好干部”ꎬ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法干

部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坚守

法治精神ꎬ 忠诚敬业、 锐意进取、 勇于创新、
乐于奉献ꎬ 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

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ꎮ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ꎬ 最高人民法院追授邹碧华同志 “全国模范

法官” 荣誉称号ꎬ 并在全国法院广泛开展向邹

碧华同志学习活动ꎮ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协调中

央各主要媒体ꎬ 连续开展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

集中宣传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ꎬ 最高人民法

院与中组部、 中宣部、 中央政法委、 上海市委

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ꎮ 报告会前ꎬ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报告团成

员ꎮ 此后ꎬ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报告团赴上海、
江西、 广东、 山东、 内蒙古、 山西、 四川等地

和北京大学、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井冈山干部

学院等单位ꎬ 举行 ２０ 余场巡回报告会ꎬ 近 ２０
万名党政干部、 政法干警、 青年大学生聆听报

告ꎬ 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邹碧华同志的热潮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开始ꎬ 最高人民法院面向法

院系统内外开展邹碧华精神研究论文征集活

动ꎬ 收到研讨论文 ６２０ 多篇ꎮ «人民法院报»

开设 «我与邹碧华» 专栏ꎬ 并选登部分优秀征

文ꎬ 在法院系统内外产生较大影响ꎮ ６ 月ꎬ 邹

碧华纪念文集 «法治 “燃灯者” » 和学术文集

«庭前的思考» 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书中分别收录了邹碧华同志的先进事迹、 纪念

文章和他生前撰写的理论研究成果ꎬ 全景式地

展现了邹碧华同志的崇高精神、 先进理念、 工

作方法和优良作风ꎮ ７ 月 ２２ 日ꎬ 由中央宣传部

宣教局、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上海市委宣传

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邹碧华精神研讨会在上海

举行ꎬ 深入探讨邹碧华精神的本质内涵、 时代

价值和实践启示ꎮ ７—９ 月ꎬ 全国各级法院广泛

开展学习邹碧华精神主题演讲活动ꎮ １２ 月下

旬ꎬ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全国法院干警学习邹碧

华精神主题演讲比赛ꎬ 参赛选手围绕 “坚定法

治信仰忠诚司法事业” 的思想主题ꎬ 阐述对

邹碧华精神的理解和感悟ꎬ 表达对邹碧华同志

的缅怀和崇敬ꎬ 抒发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ꎬ 坚

守理想、 不忘初心ꎬ 忠诚司法事业、 献身法治

建设的职业情怀ꎬ 推动了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

动深入发展ꎮ

开展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中央宣传部和最高人

民法院联合印发通知ꎬ 对开展 “用公开促公

正、 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作出部署ꎬ
强调要依托人民法院以审判执行为中心的司法

实践ꎬ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ꎬ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ꎬ 坚持正面引导ꎬ 注重活动牵引ꎬ 进

行法治教育ꎬ 开展舆论监督ꎬ 提升司法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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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用法律法规和公正司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ꎮ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照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的要求ꎬ 着

力构建开放、 动态、 透明、 便民的阳光司法机

制ꎬ 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ꎬ 全面推进司法公

开ꎬ 让诚实守信行为受到褒奖ꎬ 让各种违法犯

罪在阳光下现形ꎬ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

现ꎮ 各级法院深入推进审判流程、 裁判文书、
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设ꎬ 实现全国法院全

覆盖、 各项工作全覆盖、 人员岗位全覆盖ꎮ 各

级法院普遍开展主题开放日等活动ꎬ 邀请基层

群众、 未成年人等走进法院旁听庭审ꎬ 从实际

案例中接受核心价值观教育ꎮ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失信被执行人 “黑

名单” 的作用ꎬ 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

戒ꎬ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４３ 个部门签署合作

备忘录ꎬ 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 担

任重要职务等进行全面限制ꎮ 扩大限制高消费

范围ꎬ 新增限制乘坐高铁和一等座以上动车席

位等措施ꎬ 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ꎮ
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教育活动主题精心设置

议题ꎬ 重点围绕维护诚信、 家事审判、 司法公

开、 司法改革等十大主题ꎬ 组织协调中央各主

要媒体ꎬ 集中宣传报道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生动实践ꎬ 先后推

出 １２００ 余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

例ꎬ 被各类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转载ꎬ 充分发挥

了司法引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ꎮ 围绕立案登记

制改革、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危害生产安全司

法解释等群众关心的重点和亮点工作召开新闻

发布会 ２６ 场ꎬ 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青少年校园犯罪、 消费者维权等主题ꎬ 通过月

度新闻通气会发布 ３６２ 个典型案例ꎮ
在各级法院积极配合下ꎬ 中央和地方各级

各类媒体广泛参与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

价值” 主题教育宣传报道ꎬ 运用新闻报道、 言

论评论、 专家访谈等方式ꎬ 通过文字、 图片、
视频、 微博、 微信等形式ꎬ 及时宣传报道相关

典型案例和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ꎮ 人民网开

设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和 “失信

被执行人排行榜” 专栏ꎻ 中国文明网制作 “用
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专

题网页ꎬ 开设 «司法保障核心价值» «孝道红

黑榜» «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典型案例»
等专栏ꎻ 中国法院网制作 “司法保障核心价

值: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

育活动巡礼” 专题网页ꎬ 开设 «新闻» «典
型» «声音» «新闻发布会» «老赖曝光台» 等

专栏ꎮ 广泛深入的新闻宣传ꎬ 营造了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舆论氛围ꎬ 对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激励

引领作用ꎮ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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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教育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ꎬ 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ꎬ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ꎬ 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认真落实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工作安

排» 的重点工作部署ꎬ 扎实推进教育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各项工作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ꎮ 对各地各校全面开

展学习贯彻宣传活动提出明确要求ꎮ 二是召开

党组扩大会ꎬ 学习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等会议精神ꎮ 印

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高校开展学习宣传贯

彻 ２０１５ 年 ‹政府工作报告› 精神的通知»ꎬ 与

国务院研究室共同组织编写 «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问答 ２０１５ (大
学生读本) »ꎮ 三是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教育系统的重大政

治任务ꎮ 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多次主持召开

党组会ꎬ 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进行部署安排、 提出具体要求ꎮ 四是起草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五四重要讲话精神情况的报告» 并报中央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该报告作出重要批示ꎮ 五是制

定 «教育部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

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实施方案»ꎮ 六是印

发 «２０１５ 年部党组中心组及司局级以上干部集

体学 习 方 案 »ꎮ 组 织 干 部 职 工 深 入 学 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论

述摘编» «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１５» 等重点理

论读物ꎮ 七是指导驻外使 (领) 馆教育处

(组) 向广大留学人员积极宣传和介绍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的精神ꎮ 八是开

展系列专题培训ꎮ 中组部、 中央党校、 教育部

共举办 ９ 期全国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学习贯彻中

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研讨

班ꎬ 对全国 ７９６ 所公办本科院校的 １５９２ 名党委

书记和校长开展全员、 全覆盖轮训ꎮ

６５５



教育系统

二、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宣传教育
一是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体系、 制度阐释力度ꎬ 会同中宣部等举办 “辉
煌十二五” 系列报告会ꎬ 先后组织在京高校

３０００ 余名学生聆听 １１ 场报告会ꎬ 全面回顾 “十
二五” 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

的辉煌成就ꎬ 不断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ꎮ 二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ꎮ 联合中宣部、 共青团中央、 人民日报社共同

指导开展 “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

活动ꎬ 树立北京大学王青璨等一批青年榜样ꎬ 在

中央主流媒体进行专题报道ꎬ 更好地用中国梦

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ꎮ 三是撰写 “教育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署名文

章 １６ 篇ꎬ 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求是»
等中央主要报刊发表ꎮ 四是组织召开 “发展 ２１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讨会” “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博士生论坛” “大学精神培育和大学文化建

设研讨会”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理论研讨会”
等系列研讨会ꎮ 五是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研修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组织 ６ 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ꎬ
培训学员 ７５０ 人ꎻ 组织 １２ 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骨干教师研修班、 依托 １０ 个思政课骨干教师

实践研修基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

师暑期社会实践研修活动ꎬ 培训学员 １６００ 余人ꎮ
六是编辑相关教材及读本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完成了义

务教育德育、 语文起始年级和历史全部册次的

编写ꎬ 并通过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审

议ꎮ 编写 «宪法基本知识青少年读本»ꎮ 梳理汇

总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专项研究成果ꎬ 编辑出版 «高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ꎮ
三、 持续深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
一是深入推动 «教育系统贯彻落实 ‹关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的工

作方案» 等文件贯彻落实ꎮ 二是召开 “大学文

化建设和大学精神培育” 理论研讨会ꎬ 指导召

开高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

建设专题研讨会和 “以文化人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践行” 理论研讨会ꎻ 联合中宣部召

开 “建设校园文化　 涵育核心价值” 现场交流

会ꎮ 三是编辑出版 «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第 ３ 辑) » «文化的力量———高校校园文化建

设理论与实践 (第七辑) » «高校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 和 «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案例 (第二辑) »ꎮ
四是召开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经验交流暨德育工作会议ꎮ 印发 «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公布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优秀案例名单的通知»ꎬ 公布 ２８３ 个优秀案

例名单ꎮ 五是落实完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ꎮ 指

导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开展各项工作ꎮ 号召

全国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乡村学校支教等特色志

愿活动ꎬ 同时指导开展好 “名师大家公益讲

堂” “烛光行动” 等主题活动ꎮ 加强师德失范

行为查处和师德宣传ꎮ 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

制ꎬ 加大对违反师德行为点名道姓查处曝光的

力度ꎬ 核查督办 １３ 起严重违反师德师风案件ꎮ
精心策划组织了第 ３１ 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ꎬ
会同中国科教文委体工会评选表彰了 １０ 名全国

师德楷模和 １００ 名全国师德标兵ꎮ 协助中央电

视台、 «光明日报» 举办了 “寻找最美教师”
活动ꎮ 六是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ꎮ 不断深化

“一体两翼” 的网络阵地建设新格局ꎮ ７ 个省区

市和 １５ 所部属高校加入易班全国共建计划ꎬ 共

建高校成员单位已达 １９８ 所ꎮ 中国大学生在线

共建单位达到 ５１７ 个ꎮ 会同中央网信办重点打

造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两大品牌项目ꎬ 举办 “首
届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开展 “首届高校网络

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在成都召开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推进会ꎬ
１０ 月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

工作推进会暨上海地区大学生网络文化成果展

７５５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示ꎬ １１ 月在北京召开网络文明进校园暨高校网

络文化建设推进会ꎮ 七是开展系列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活动ꎮ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第

三届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第二届 “中国成

语大会” 和首届 “中国诗词大会”ꎻ 与台湾中

华文化总会联合举办 ２０１５ 年两岸大学生汉字书

法艺术交流夏令营ꎬ 启动了两岸大学生汉字文

化创意大会ꎻ 开展了以 “阅读传统经典品味

书香生活” 为主题的第二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系列活动ꎻ 举办了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ꎻ 成功开展了 “走近大师、 感受经

典、 陶冶情操、 提高修养” 为主题的 ２０１５ 年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ꎮ
四、 大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一是会同中组部、 中宣部印发 «关于领导

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ꎬ 重点

解决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化、 常态化问题ꎮ 二

是发布实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

新计划»ꎮ 与中宣部理论局共同建立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材修订调研机制ꎬ ２０１５ 年共召开 １４
次征求意见调研座谈会ꎬ 共有 ３００ 余名师生参

加ꎮ 及时对本专科 ４ 本统编教材和研究生 ２ 门

必修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修订ꎮ 组织编写本科 ４
门课程的教学参考用书、 疑难问题解析、 学生

辅学读本ꎬ 专科 ２ 门必修课程的学生辅学读本

和思政课教学系列案例集ꎬ 编发 “教学活页”ꎮ
三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ꎮ 修订完

善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教
育部第 ２４ 号令)ꎮ 继续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中

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ꎮ 继续通过招 (邀)
标方式遴选承担全国高校辅导员示范培训项

目ꎬ 全年举办 ３６ 期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示范培

训班和 ４ 期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专题培训班ꎬ
共计培训辅导员骨干 ４０００ 余名ꎮ 继续组织培育

建设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ꎮ 印发 «全国高

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规程 (暂行) »ꎬ 召开

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现场会ꎮ 开展第七届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活动ꎮ 在青海、 宁夏、 山

东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制度ꎮ 培训

１ ６ 万名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ꎮ 遴选 １００
名教师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ꎬ 遴选 ７２
名优秀教师赴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ꎬ
实施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ꎬ 遴选 ５０ 名教师给予

支持ꎮ 完成了 ４００ 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

的社会实践研修活动ꎮ 四是推动省校、 市校、
地校、 校所等深入合作ꎬ 培育建设首批 ５０ 个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ꎮ 联合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资委在湖北省黄冈市召

开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现场推进会ꎬ
逐步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ꎮ 会同中宣部、 中

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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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共 ８６０ 万人次参加ꎮ 制定印发

«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ꎮ 五是 “大学生

心理健康素质提升计划” 稳步推进ꎮ 组织召开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

会换届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ꎮ 对全国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建设及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专项督查ꎮ 研制完成 «中
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ꎮ 坚持和完善全

国高校学生自杀死亡月报告制度ꎮ 继续开展全

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培育建设

工作ꎮ 六是加强中职学校德育工作ꎮ 印发 «中
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２０１４ 年修订) »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２９ 日ꎬ 联合团中央举办中职学校德

育和共青团工作研讨班ꎮ 印发教育部等七部门

«关于进一步开展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促进活动育人的意见»ꎬ 开展第十二

届 “文明风采” 竞赛活动ꎮ 七是加强中小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ꎮ 修订 «中小学生守则»ꎮ 联合

中央电视台制作以 “英雄不朽” 为主题的 «开
学第一课»ꎬ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ꎮ 印发 «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ꎮ 组织召开全国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经验交流会暨德育工作会议、 全国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区经验交流会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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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学科德育精品课程” 征集展示、 “蒲公英

行动计划” “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系列教

育活动、 落实 «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

导意见»、 开展 “护苗 ２０１５” 行动、 实施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ꎬ 认定

首批 ２０５ 所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ꎻ 印发 «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ꎬ 指

导各地加强和规范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ꎮ
八是组织开展了第二届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

果评选ꎮ 征集作品 ３０６ 项ꎬ 评选了 １０２ 项优秀

成果ꎬ １１ 项安全教育 “精彩一课”ꎮ

特色活动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教育部、 文化部、 财政部开展了 “走进大

师、 感受经典、 陶冶情操、 提高修养” 为主题

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ꎮ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ꎬ 以先进文化为导向ꎬ 以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为纽带ꎬ 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基

础ꎬ 旨在引领青少年学生提高审美和人文素

养ꎬ 温润心灵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ꎮ 为保

证活动的健康推进ꎬ 三部委研制下发了 «开展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指导意见»ꎬ 从活动宗

旨与原则、 内容与形式、 组织与管理、 绩效考

核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ꎬ 建立并不断完善多方

参与、 明确职责、 合作推进、 综合评价的工作

模式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结合中央一系列新部署以及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活动ꎬ 突出弘扬民族文化ꎮ 一是在国家

级和优秀地方艺术院团赴高校的演出中安排了

京剧、 昆曲、 黄梅戏、 秦腔、 民族民间音乐歌

舞等民族文化艺术经典剧目ꎬ 共组织 １８ 个国家

级艺术院团和优秀地方艺术院团赴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的高校演出 ２９０ 场ꎬ 反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艺术、 革命题材和现代生活题材的占

８０％以上ꎮ 二是在艺术教育专家讲学团赴中西

部地区高校的专题讲座中安排了书法、 篆刻、
民间工艺、 民族音乐和戏曲等项目内容ꎬ 共计

１５０ 场ꎮ 三是支持各地组织优秀高校学生艺术

社团和地方艺术院团赴本地学校和社区演出

１０００ 场ꎮ 四是组织在京地区高校学生走进国家

大剧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参与艺术体验活

动 １２５ 场ꎬ 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工作坊等项目内容ꎮ

赏中华诗词、 寻文化基因、 品生活之美
为进一步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的基础性作用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国家语委继续以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 中国诗词大

会、 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诵读大会等

活动搭建社会参与平台ꎮ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

办第三届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第二届 “中
国成语大会” 和首届 “中国诗词大会”ꎮ 中国

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 寻文化基因、 品生活

之美为基本宗旨ꎬ 在全国诗词爱好者中选拔选

手ꎬ 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ꎬ 带动全民

分享诗词之美、 感受诗词之趣ꎬ 获得中央领导

同志的高度肯定ꎮ 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的

第十七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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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为主题ꎬ 共吸

引 １３６ 所高校的 ７５８ 部作品参与初赛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全国总决赛及名家名篇朗诵会在中国传媒

大学举行ꎬ ６２ 所学校的 ４００ 余名师生参与为期

两周的现场复赛、 决赛、 读书讲座、 高端研

讨、 首都图书馆展演等系列活动ꎮ 指导国家语

委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基地建设北京华文学院组

织的 “书写大学校训、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书法活动、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组织的

«秦皇诗韵» 诵读品鉴大会、 广西师范大学举

办的大学生汉语词汇溯源解义活动ꎮ

“英雄不朽” ２０１５ 年 «开学第一课»
２０１５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ꎮ 为使广大学生牢记由鲜血

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ꎬ
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 捍卫祖

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ꎬ 牢记中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ꎬ 按

照中央关于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活动要求ꎬ ８
月 ２５ 日ꎬ 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

组织开展 “开学第一课” 活动的通知»ꎬ 对在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 “开学第一课” 活

动作出了统一部署ꎬ 要求各地各校结合新生教

育、 入学教育的契机ꎬ 以 “勿忘国耻　 圆梦中

华” 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 “开学第一课” 活动ꎬ
对广大青少年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ꎬ 上好 “第一课”、 上活 “第一课”ꎬ 传

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通知要求ꎬ 各地各校要组织

收看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主题为

“英雄不朽” 的 «开学第一课» 节目ꎮ 通过多

种方式及时把节目播出时间及频道通知到每一

所中小学校和每一位学生ꎬ 并要求学生及时收

看ꎮ 各中小学校要组织学生围绕 «开学第一

课» 撰写一篇观后感ꎬ 分享一次心得体会ꎬ 召

开一次家长会ꎬ 讲一个抗战故事ꎬ 充分表达广

大青少年学生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 的共同心声ꎮ 引导广大青少年

学生树立崇高理想信念ꎬ 勤奋学习、 崇德向

善ꎬ 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

的精彩人生ꎮ

(教育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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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系统
概况综述

科技部党组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将之作为党组的中心工作之一ꎬ 在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ꎬ 结合自身职能ꎬ
认真组织开展科技管理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ꎬ 丰富创建内容ꎬ 创新创建方式ꎬ 加强科普

能力建设ꎬ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ꎬ 取得了显著

成效ꎮ
一、 科技管理系统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主要举措
科技部按照中央文明委的要求ꎬ 在部精神

文明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ꎬ 各成员单位分工协

作ꎬ 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任务ꎮ
１. 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

传教育ꎮ 一是强化理论武装ꎬ 深入学习贯彻把

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 “四
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关于科技创新的

重要指示精神ꎮ 结合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将有关篇目纳入 “读书清单”ꎬ 科技部党组率

先垂范ꎬ 带头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ꎮ 科技

部党组书记带头围绕 “三严三实” 主题先后讲

了 ４ 次党课ꎬ 部系统通过专题研讨、 网络培训

等多种形式ꎬ 将学习贯彻引向深入ꎮ 科技部与

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开展了 «习近平关于科技

创新论述摘编» 的编辑出版工作ꎮ 二是加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ꎮ 对内举办

科技创新大讲堂、 科技外交大讲堂等讲座ꎬ 开

展 “根在基层　 青春担当” 青年干部调研实践

活动ꎬ 深化干部对世情、 国情、 社情、 科情的

认识ꎬ 坚 定 “ 三 个 自 信 ”ꎮ 对 外 大 力 宣 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新思维、 新理

念、 新战略ꎬ 宣传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ꎬ 组织 “科技领航者”
和 “最美科技人员之创新创业先锋” 人物宣

传ꎬ 讲好 “中国科技故事”ꎮ 三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ꎬ 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ꎮ 科技部部长围绕 “谋事创业　 依法行政　
严以用权” 主题为部系统作报告ꎮ 进一步清理

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ꎬ 制定 «科技

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办法»ꎬ 对科技系统

行政执法行为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ꎬ 提

高依法行政能力ꎮ 积极推动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 的修改和宣传贯彻工作ꎮ
２. 突出科技特色ꎬ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

设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ꎬ 提出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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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和一系列重大部署和举措ꎮ 一是坚持创

新发展ꎬ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ꎻ 二是坚持

协调发展ꎬ 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ꎻ 三是坚持

绿色发展ꎬ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ꎻ 四是坚持开放

发展ꎬ 着力实现合作共赢ꎻ 五是坚持共享发

展ꎬ 着力增进人民福祉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

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ꎬ 强调了发挥科技创

新的引领作用ꎮ 科技部坚持 “双轮” 驱动、 把

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更好结合起来ꎻ 注重

“双向” 发力、 促进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紧密

结合ꎻ 优化 “双创” 环境、 更好推进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ꎻ 健全 “双转” 机制、 加快技术

转移和成果转化ꎮ 同时加快科技部的政府职能

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ꎬ 为全社会开展科

技创新、 推进创新创业和成果转移转化营造良

好环境ꎮ
３.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ꎮ

重视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ꎮ 举办 “守纪律、
讲规矩” 党风廉政宣教月和系列青年活动ꎬ
学习贯彻 «廉政准则» 和 «纪律处分条例»ꎬ
增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纪律观念ꎮ 坚决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 反对 “四风”ꎬ 努力营造

“四讲四倡导” (讲政治、 守纪律ꎬ 讲大局、
肯奉献ꎬ 讲学习、 懂业务ꎬ 讲团结、 善沟通ꎻ
倡导君子之交、 反对市井庸俗ꎬ 倡导五湖四

海、 反对团团伙伙ꎬ 倡导干事谋发展、 反对

官油子ꎬ 倡导在状态、 反对慵懒散) 的文化

氛围ꎬ 凝聚正能量ꎬ 建设风清气正机关ꎮ 积

极开展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工作ꎬ 推动建设

弘扬诚信精神的社会环境ꎮ 将科研信用制度

作为科技监督和评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着力推动科研严重失信记录制度研究制定工

作ꎬ 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ꎬ 稳步推

进科研诚信建设工作ꎮ
４.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大

力推进文明家庭建设ꎮ 积极组织参加中央国家

机关纪工委、 妇工委联合开展的家庭助廉行

动ꎬ 科技部干部职工多篇作品获奖ꎬ 直属机关

妇委会获优秀组织奖ꎮ 组织开展科技部 “五好

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和 “寻找最美家庭、
传承最美精神” 网络摄影大赛ꎬ 弘扬良好家

风ꎮ 组织开展公益活动ꎮ 响应中央国家机关妇

工委的号召ꎬ 精心组织开展 “恒爱行动———百

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公益活动ꎮ 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身和休闲活动ꎮ 组织参加 “沿着复兴路ꎬ
共筑中国梦” 主题健步走活动ꎬ 推动干部职工

养成良好健身习惯ꎮ 组队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

四届职工运动会多项比赛ꎬ 获最佳团队奖ꎮ 在

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以 “展示阳光心态、 体验美

好生活、 畅谈发展变化” 为主题的 “七个一”
系列活动ꎮ 推进文明机关建设ꎮ 通过加强宣传

教育ꎬ 明确工作责任ꎬ “文明用餐、 反对浪费”
行动ꎬ “无烟机关、 无烟单位” 和节约型机关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ꎮ
二、 以科普工作为重点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
１. 举办 “全国科技活动周” 活动ꎮ 国务

院批准ꎬ 每年 ５ 月第三周为科技活动周ꎬ 科技

部会同中央、 国务院 ３３ 个部门在全国举行群众

性科技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 “创新

创业　 科技惠民” 为主题ꎬ 在全国成功举办ꎬ
得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ꎬ 李克强总理

对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作出重要批示ꎬ 予以

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ꎮ 科技活动周期间各地各

部门举办各类活动超过 １ ３ 万余项ꎬ 参与公众

累计超 １ ６ 亿人次ꎬ 成为全国公众参与度最高、
范围覆盖面最广、 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品

牌科普活动ꎮ 科技活动周期间举行的众创空

间、 科技创意坊、 少数民族科普驿站、 国际科

普体验区、 科技列车丹东行、 流动科技馆进陕

北、 两岸四地科普乐园等重大示范活动受到广

泛的称赞ꎬ 在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响ꎮ 全国科技

活动周主场以 “众创空间” 展区为重点ꎬ 征集

全国 １２０ 余个优秀展项ꎬ 集中展示 “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 成果ꎮ 起点创业营、 苏河汇、
贵阳众创空间、 贝壳社、 创新工场、 ３Ｗ 咖啡、
３６ 氪、 “互联网＋”、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精彩

展项再现了众创空间场景和创新创业者风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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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科技活动周主场的亮点ꎮ 上海科委启动实

施 “创新屋” 建设ꎬ 根据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

和需求ꎬ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动手

实践与创意活动ꎬ 建设了 ７９ 个社区居民 “动
手参与、 激发创意” 的科普实践平台ꎬ 被誉为

上海支持万众创新、 培育 “创客” 精神的重要

载体ꎮ 北京市科委推进 “科普体验厅” 建设ꎬ
为百姓提供学习科技、 动手实践和创新创业的

场所ꎮ 深受百姓欢迎和称赞ꎮ
在中国科普网举办 “网络科技活动周”ꎬ

大大拓展了科技活动周的覆盖范围ꎬ 提高了活

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科技活动周的活动遍及

大江南北ꎬ 农村、 企业、 军营竞相举办科技活

动ꎬ 形成了真正的科普 “大合唱”ꎬ 有力推动

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ꎮ 上至耄耋老者ꎬ 下到

垂髫少年ꎬ 都在科技活动周找到了自己喜爱的

项目ꎮ 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组织人员专程前来

参观ꎮ 全国科技活动周作为一项群众性科技活

动ꎬ 坚持公益性原则ꎬ 免费向社会各界开放ꎬ
提供各类科技服务和体验活动ꎬ 吸引公众广泛

参与ꎬ 激发公众创新创业热情ꎬ 让公众体验科

技魅力ꎬ 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喜悦ꎮ
２. 推进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

科普活动ꎮ 为弘扬科学精神ꎬ 提高公民科学

素养ꎬ 科技部大力推进科研院所、 大学、 国

家重点实验室、 重大科学装置面向社会开放ꎬ
开展科普活动ꎬ 让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有机会

近距离感知科学的魅力ꎬ 激发科学兴趣ꎮ 据

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向公众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

科研机构和大学数量超过 ６７１２ 个ꎬ 有 ８３１ ７８
万人次公众参观ꎬ 平均每个开放单位年接待

１２３９ 人次ꎮ
３. 开展科学使者进社区 (农村、 企业、 学

校) 活动ꎮ 科技部积极参与中央宣传部、 中央

文明办等组织的 “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入村开展科技服务ꎮ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围绕 “创新创业　 科技惠

民” 主题ꎬ 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了 “科技列车

丹东行” 活动ꎬ 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知名农

业、 科技、 卫生等专家 １５０ 余人集中到丹东ꎬ
通过政策宣讲、 科普宣传、 专家服务、 医疗义

诊及创业培训等多种形式ꎬ 开展了为期一周系

列科技服务、 科普宣传和 “讲文明、 树新风”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活动期

间ꎬ 近 ２ 万名当地群众直接参与活动ꎬ 间接参

与活动人数达 １０ 万余人ꎮ 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各地同步举办了科学使者进社区 (农村、 企

业、 学校) 等活动ꎬ 一万多名科学使者开展科

普志愿服务活动ꎬ 深受所在地群众的欢迎和

称赞ꎮ
４. 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ꎮ 推进以科技

馆、 科技类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建设ꎬ 充

实和丰富我国科普资源ꎬ 为公众开展科普活动

提供平台ꎮ 经过多方努力ꎬ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我国共

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博物馆 １１３３ 个ꎬ 其中科技

馆 ４０９ 个ꎬ 科学技术类博物馆 ７２４ 个ꎻ 同时ꎬ
加强公共场所科普基础设施建设ꎮ 全国共建有

社区科普活动室 ８ ５８ 万个ꎬ 农村科普活动场所

５１ ５７ 万个ꎬ 科普宣传车 １９５７ 辆ꎬ 科普画廊

２３ ３９ 万个ꎮ
５. 创新科技传播方式丰富科学传播内容ꎮ

科技部将提高科普创作能力作为加强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ꎬ 不断创新科普传播形

式ꎬ 丰富传播内容ꎮ 科普图书、 科普期刊、 广

播电视科普栏目等传统传播形式保持稳定ꎬ 以

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ꎬ 成为科学

传播的重要形式ꎬ 我国科普事业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组织评选了 ５０ 部全国优秀科普

作品ꎬ 至今已评选出 ２００ 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ꎬ
并向社会广泛推介阅读ꎮ 科技部坚持每季度向

中央宣传部推介现代科技作品和科普作品ꎬ 供

党员干部阅读ꎮ ２０１５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中评选

中ꎬ 有 ３ 部优秀作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为鼓励科普微视频创作ꎬ 科技部组织了 ２０１５ 年

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ꎬ 评选出 ５０ 部全国优秀科

普微视频作品ꎬ 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从事科

普微视频创作的积极性ꎮ 为提升全国科普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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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传播能力ꎬ 提高讲解水平和技巧ꎬ 科技

部牵头组织了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活动ꎬ
全国各省 (市、 区)、 国务院有关部门、 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 ４２ 支代表队 １２０ 余名优胜者参加

比赛ꎬ 广东科学中心等 ３０ 名选手获得 “全国

优秀科普使者” 称号ꎮ

特色活动

科技列车行活动
由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发起ꎬ 科技部、

国家民委、 环保部、 国土资源部等 １２ 家部委联

合省 (自治区) 人民政府于每年 ５ 月举办ꎬ 是

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ꎬ 是国内知名科

普品牌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围绕 “创新创业　 科技惠

民” 主题ꎬ 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了 “科技列车

丹东行” 活动ꎬ 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知名农

业、 科技、 卫生等专家 １５０ 余人集中到丹东ꎬ
通过政策宣讲、 科普宣传、 专家服务、 医疗义

诊及创业培训等多种形式ꎬ 开展了为期一周系

列科技服务、 科普宣传和 “讲文明、 树新风”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活动期

间ꎬ 近 ２ 万名当地群众直接参与活动ꎬ 间接参

与活动人数达 １０ 万余人ꎮ
活动安排了科技创新创业、 产业创新升级、

科技惠及民生和科学普及宣传四个板块ꎬ 共九

项重点活动ꎮ 针对创新创业能力提升ꎬ 共举办 ２
场大型报告会、 １０ 场研讨会、 ４ 个专题培训班ꎬ
极大地提升了丹东地区党政领导干部、 企业家

及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ꎮ 举办农业技

术培训 ２５ 场ꎬ 培训农民 ３０００ 人次ꎮ 组织工业项

目对接活动 ６０ 多场ꎬ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１６０ 余项ꎬ 并促成部分重点企业与科研机构、 高

校达成合作意向 １４ 项ꎮ 医疗专家除在医院、 诊

所坐诊带教外ꎬ 还实地会诊查房 ４４ 例ꎬ 开展讲

座 １０ 场ꎬ ２８０ 余名患者和群众聆听了讲座ꎬ 让

群众的疑难杂症在家门口得到解决ꎮ ５ 场针对当

地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专题讲座ꎬ 为医务工作

者传技送宝ꎬ 提高基层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水平ꎮ
开展了 １２ 场科普宣传活动ꎬ 放映了 ９ 场次科普

公益电影ꎬ 科技部等各部委捐赠了 «农村科技

口袋书» 等科技图书ꎬ 极大地丰富了丹东地区

农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ꎮ
科技列车行活动深受部门和地方的欢迎ꎬ

举办 １０ 余年来ꎬ 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ꎬ
弘扬了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思想ꎬ 是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ꎮ 来自新

华社、 新华网、 科技日报共计 ２０ 家平面媒体和

网络全程跟踪报道ꎮ 主办方开通了 “科技列车

行” 微信公众号ꎬ 共推送 “最美丹东” “亲历

者说” “现场快报” 等信息 ４０ 多条ꎮ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
科技部组织开展的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推介活动ꎬ 是重要的科普品牌活动ꎬ 对鼓励和

繁荣科普创作ꎬ 调动科技人员和科普创作人员

的创作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ꎮ
获奖的部分科普图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科普作品类)ꎬ 其中一些作品也成为推荐给中

央宣传部的候选作品ꎮ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要求具备普及科学技术

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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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的内涵ꎻ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艺术性、
趣味性ꎻ 形式活泼、 内容丰富ꎬ 为公众所喜闻

乐见ꎬ 并具有原创性ꎮ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的评选采取部门和地方

科技厅 (委、 局) 初选、 定额推荐的方式进

行ꎮ ２０１５ 年共收到来自 ２２ 个中央、 国务院部

门及军队武警系统和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 推荐的 ２２６ 部

作品ꎬ 共计 ４７１ 册图书ꎬ 包括近两年各地各部

门创作的优秀科普图书及翻译的国外科普精

品ꎮ 在全社会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了科学

精神ꎬ 提高了全民科学素养ꎮ
科技部对部门和地方所推荐的作品进行了形

式审查ꎬ 聘请知名专家组成评议组ꎬ 进行了独立

的评议、 推荐工作ꎮ 评出 «神奇科学» 等 ５０部作

品拟作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ꎮ 并将 ５０ 部作品作为

２０１５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ꎬ 向全社会推荐阅读ꎬ
并对获推荐作品颁发荣誉证书以资鼓励ꎮ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全国科技活动周的重

大示范活动ꎬ 也是目前全国范围最大、 水平最

高、 代表性最强、 最具权威性的科普讲解比

赛ꎬ 每年 ５ 月在全国举办ꎮ 大赛以 “创新创

业　 科技惠民” 为主题ꎬ 旨在宣传创新驱动经

济社会发展、 创新创业成果服务改善民生ꎬ 通

过大赛在全社会广泛普及科学知识ꎬ 弘扬科学

精神ꎬ 传播科学思想ꎬ 倡导科学方法ꎬ 为全国

创新创业人员、 科技人员、 科普传播、 讲解和

科普志愿人员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ꎬ 提升科普

传播能力ꎬ 推动科普事业发展ꎮ
科普场馆是开展科普活动的重要平台ꎬ 科

普讲解水平直接关系到科普活动的效果ꎬ 科普

讲解水平也是评价一个科普场馆能力的重要指

标ꎮ 科技的日新月异ꎬ 公众受教育水平和科学

素养的不断提升ꎬ 对科普讲解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ꎬ 迫切要求科普讲解人员提高科学素养和讲

解技巧ꎮ 举办科普讲解大赛是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大赛的初赛由中央、
国务院部门和地方省级单位组织选拔ꎬ 优胜者

参加全国决赛ꎮ 决赛分淘汰赛和总决赛两部

分ꎬ 参赛选手由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

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科技厅 (委、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ꎬ 中央、 国务院有关

部门、 直属机构、 总政治部等各相关单位选拔

推荐ꎮ 经过淘汰赛ꎬ 共计 ３０ 名优秀选手进入总

决赛ꎬ 争夺全国 “十佳” 席位ꎮ
总决赛包括自主命题和随机命题两个环

节ꎬ 最终广州、 北京、 上海、 云南、 国家林业

局、 中国气象局、 公安部代表队的 １０ 位选手荣

获一等奖ꎬ 被授予全国 “十佳科普使者” 称

号ꎮ 大赛还授予了澳门科学馆李介堤、 吴年继

２ 位选手 “特别奖”ꎮ
科普讲解大赛是一场高水准的科学传播盛

事ꎬ 它的举办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科普讲解人员

讲解水平的提升和讲解方式的创新ꎬ 有利于在

全社会营造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 倡

导科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的良好氛围ꎬ 有利

于提高我们国家科学传播的能力ꎬ 推动和提高

我国科学传播专业化水平的发展ꎬ 推动公众科

学文化素养的提升ꎬ 推动我国科普事业更大的

发展ꎮ
活动由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主办ꎬ 广州

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东科学中心和广东广播

电视台 (现代教育频道) 承办ꎬ 广州科普基地

联盟协办的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

广东科学中心举办ꎮ 来自全国各地 ４２ 个代表队

共计 １３１ 名选手参加比赛ꎮ

(科技部政策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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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
信息化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中央文明委

部署安排ꎬ 紧密围绕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大局ꎬ
结合工作职责ꎬ 以通信行业行风建设和不良网

络信息综合治理为重点ꎬ 积极作为ꎬ 重抓落

实ꎬ 努力为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ꎮ
一、 立足行业企业ꎬ 通过各类平台大

力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一是发挥贴近行业和企业的优势ꎬ 鼓励引

导电信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手段ꎬ 广泛宣传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ꎬ 不断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凝聚改革

共识ꎬ 积聚发展力量ꎮ 二是指导企业深入挖掘

互联网、 手机等在文明宣传中的潜力ꎬ 利用好

微信、 微博、 客户端、 彩信等方式ꎬ 扩大宣传

覆盖ꎬ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ꎮ 三是

组织首届 “十大最美通信人” 评选表彰ꎬ 立足

基层一线寻找 “最美” 人物ꎬ 让聆听最美、 弘

扬最美、 践行最美凝聚成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

强大动力ꎬ 带动在工业和信息化全系统兴起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ꎮ
二、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ꎬ 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

意见»ꎬ 积极推动各电信企业抓紧做好网络提

速降费落地的各项工作ꎮ 二是严格管理应用软

件市场ꎮ 组织对上架应用软件进行技术检测ꎬ
下架、 曝光不良应用软件ꎬ 依法查处存在 “恶
意扣费” 行为的软件ꎮ 三是加大对通信信息诈

骗的打击治理力度ꎬ 积极稳妥推进有关技术防

范手段属地化建设ꎮ
三、 强化行风管理和纠风工作ꎬ 切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是继续以 “百万用户申诉率季度不超过

２０ 人次、 年度不超过 ７０ 人次” 作为考核指标ꎬ
针对不明扣费、 恶意扣费ꎬ 新增 “百万用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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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率年度不超过 ６ 人次” 考核指标ꎬ 通过全行

业自上而下逐级落实ꎬ 电信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得到增强ꎬ 经营服务行为进一步规范ꎬ 用户满

意度不断提升ꎬ 电信行业风气持续改善ꎮ 二是

规范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ꎮ 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部署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相关工作ꎬ 赴河

南、 宁夏等 ６ 省区开展全国校园电信市场巡查ꎬ
并建立重要案件督办机制ꎬ ２０１５ 年校园电信业

务市场平稳有序ꎬ 电信企业违规行为大幅减

少ꎬ 竞争趋于理性ꎮ 三是专项治理电话 “黑

卡”ꎮ 在新入网用户实名登记方面ꎬ 各类实体

营销渠道已按要求全面配备了二代身份证识别

设备ꎬ 有效防范和遏制不登记、 虚假登记行

为ꎮ 在未实名老用户补登记方面ꎬ 各电信企业

普遍加大宣传力度ꎬ 并积极采取便利优惠措施

引导老用户完成补登记ꎮ 在处置电话 “黑卡”
方面ꎬ 各级电信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及时对涉嫌

违法犯罪的电话 “黑卡” 号码进行了关停ꎮ
四、 提升服务质量ꎬ 不断提高企业社

会责任意识
一是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要求ꎬ 完善农村及

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ꎬ 鼓励基

础电信、 广电企业和民间资本通过竞争性招标

等公平参与农村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ꎮ 二是推

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ꎬ 改进增值电

信业务许可审批工作ꎬ 减少实收资本等审查事

项ꎬ 简化企业申请材料ꎬ 极大地减轻了企业负

担ꎮ 三是组织电信企业承担应急通信保障任务ꎮ

圆满完成重要活动、 重大突发事件及灾害的通

信保障任务ꎬ 指导多个省市完成通信应急

演练ꎮ
五、 综合治理不良网络信息ꎬ 积极净

化网络空间
一是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有关专项行动ꎬ

着力净化网络空间ꎮ 二是持续开展垃圾短信、
骚扰电话、 诈骗电话治理ꎮ 三是组织开展网

络改号软件的清理整顿工作ꎬ 并对搜索引擎

实施关键词屏蔽ꎬ 有效遏制了改号软件的蔓

延滋生ꎮ
六、 加大网络安全宣传力度ꎬ 强化行

业网络安全管理
一是指导开展通信网络安全知识竞赛、 网

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ꎬ 以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技能ꎬ 增强全民网络安全

防护意识ꎮ 二是开展网络安全威胁治理ꎮ 组织

有关单位做好网络安全威胁监测处置ꎬ 加强公

共互联网恶意程序监测打击力度ꎮ 三是加强移

动互联网安全管理ꎮ 组织安全专业机构对移动

应用商店开展第三方安全检测ꎬ 发现并下架恶

意应用ꎮ 同时ꎬ 各基础电信企业按照有关要

求ꎬ 切实强化自有应用商店管理ꎬ 做好应用程

序上架前安全检测ꎬ 并配合及时下架有关恶意

程序ꎮ 四是做好网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ꎮ

(工业和信息化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指导

小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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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国家民委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 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ꎬ 不断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ꎬ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一

家亲ꎬ 同心共筑中国梦ꎬ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ꎬ 为维护祖国统一、 边疆稳定和社会安定

团结作出了努力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５ 日ꎬ 举办国家民委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培训班ꎬ 邀请中央党校、 国家民委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 专家进行深入解读ꎮ
委党组成员、 专职委员以及司局级领导干部在

主会场参加培训ꎬ 国家民委系统党员干部通过

视频会议系统在各单位分会场同步参加学习

培训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

家民委联合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民族文

字版新书发布会ꎮ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

出版社的有关专家ꎬ 历时 ４ 个月ꎬ 完成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蒙古、 藏、 维吾尔、 哈

萨克、 朝鲜等 ５ 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出版

工作ꎬ 为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学习

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念

和执政方略提供了方便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组织专家撰写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

导读本»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 “面对

面” »ꎬ 引导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把思想统一

到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决策部署上来ꎮ
二、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ꎬ 大

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ꎮ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学习贯彻 «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ꎬ 对今后一个时期的

民族教育工作作出部署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１４ 日ꎬ 在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召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经验

交流现场会ꎬ 总结三年来创建活动的成绩和经

验ꎬ 深刻分析面临的形势ꎬ 明确工作重点ꎬ 促

进了创建活动理念、 手段和方法的创新ꎮ 推进

创建活动示范州 (地、 市、 盟) 试点工作ꎬ 开

展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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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盟) 试点考核验收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下发 «国家民委关于命名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州 (地区) ” 的决定»ꎬ 命名伊

犁州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ꎬ
命名塔城、 阿勒泰地区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地区”ꎬ 掀起了新一轮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热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ꎬ 国家民委与教

育部、 共青团中央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共同召

开 “建设伟大祖国、 建设美丽家乡” 主题教育

活动经验交流会ꎬ 总结推广活动实践中的先进

经验ꎬ 研究部署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回信和李克强总

理重要批示精神工作ꎮ
三、 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中华一家亲两岸好

花红———２０１５ 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 ‘三月三’
节庆活动”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

水县拉开序幕ꎮ “中华一家亲海峡两岸各民

族欢度 ‘三月三’ 节庆活动” 迄今举办了 ９
届ꎬ 已成为海峡两岸各民族友好交流的重要品

牌ꎮ 活动期间ꎬ 还举行两岸同胞共植同心树、
“中华一家亲两岸好花红” 大型山水实景演

出、 两岸各民族欢度 “三月三” 篝火晚会等系

列活动ꎮ
持续开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 文化下基层

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是开展 “中华民族一家亲” 文化

下基层活动的第六年ꎬ 组织赴贵州大方、 宁夏

红寺堡、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鄂托克旗、 新

疆南疆地区、 湖南靖州、 云南贡山等地开展活

动ꎬ 举行慰问演出 ３ 场ꎬ 现场观众近 ４ 万人ꎻ
赠送总价值 １００ 万元的图书和报纸杂志ꎻ ２０１５
年共义诊 １ １ 万余人次ꎬ 培训当地医务工作者

３０００ 余人次ꎬ 开展手术 ３０ 余台等ꎬ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ꎬ 发挥了较强的品牌效应ꎮ
四、 进一步加强国家民委机关自身

建设
１. 成立国家民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ꎮ 国家

民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担

任组长ꎬ 办公厅、 文化宣传司、 教育科技司、
人事司、 直属机关党委、 直属机关纪委、 中央

纪委驻国家民委纪检组、 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成员ꎮ 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直

属机关党委ꎬ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ꎮ 委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在委党组领导下ꎬ 对国家民委党

的建设各项工作实施统一领导、 统筹规划、 推

动落实ꎮ
２. 不断深化学习ꎮ 充分发挥国家民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的 “龙头” 作用ꎬ 共集中学习 ２８
次ꎬ 计 ２０ 天ꎮ 其中ꎬ 举办专题培训班 ２ 次ꎬ 举

办 “三严三实” 专题研讨 ３ 次ꎬ 举办专题辅导

报告 ３ 次ꎬ 组织常规学习 ２０ 次ꎮ 国家民委党组

６ 位成员共调研 ２０８ 天ꎬ 人均 ３４ 天ꎮ 坚持机关

各部门每月至少 ２ 次专题学习制度ꎬ 干部职工

的学习逐步经常化、 规范化、 制度化ꎮ 继续举

办 “民族文化大讲堂”ꎬ ２０１５ 年共举办 １１ 期ꎬ
国家民委领导同志及专家学者应邀宣讲ꎬ 扩大

了民族理论政策、 民族文化和民族工作的宣传

力度ꎬ 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学习品牌ꎮ 继续开展

第五届青年读书演讲活动ꎬ 选拔出 １３ 位青年同

志进行了汇报演讲ꎬ 集中展示 ２０１５ 年青年读书

演讲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ꎬ 编辑出版了 «国家

民委优秀青年读书演讲文章汇编»ꎬ 收集心得

体会文章 １００ 多篇ꎬ 打造国家民委青年的学习

品牌ꎮ
３. 认真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ꎬ 委主要领导讲授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党课ꎬ １５００ 名党员领导干部分别

在主会场和通过视频分会场参加党课学习ꎬ 自

此启动国家民委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ꎮ 国家

民委党组中心组召开三次专题学习研讨会ꎬ 党

组成员、 专职委员分别围绕 “严以修身” “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严以用权” 等

主题开展研讨ꎬ 逐一发言ꎬ 充分交流学习心得

体会ꎮ 努力查找 “不严不实” 问题ꎬ 列出清

单ꎬ 进行专项整治ꎬ 高质量抓好整改落实和立

规执纪ꎮ 年底ꎬ 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

活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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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ꎮ 通过举办

报告会、 主题活动、 参观考察等形式ꎬ 广泛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ꎬ 努力做

到内化于心ꎬ 外化于行ꎮ 邀请专家主讲坚定理

想信念ꎬ 组织党员观看电影 «焦裕禄» «杨善

洲» «第一书记» 等ꎬ 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ꎮ
开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活动ꎬ 组织党员

干部参观 “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 主题展览ꎻ
组织开展三八妇女节、 五四青年节等系列活

动ꎬ 强化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ꎮ 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ꎬ 组织开展中央国家机

关法治人物、 法制故事展示评选活动ꎬ 推荐政

策法规司吴朝伟同志为中央国家机关最受欢迎

的法治人物ꎮ 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与 “一张纸

献爱心　 救助贫困患儿行动”ꎬ 以实际行动传

递爱心ꎮ 认真组织国家民委机关 ２０１５ 年度创建

文明单位综合考评工作ꎬ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各

项考评标准及指标ꎬ 使 «国家民委机关文明单

位综合考评操作手册» 更加科学合理ꎬ 文明创

建活动不断深化ꎮ
５. 深入开展国家民委系统 “走基层、 转作

风、 访民情、 聚民心” 活动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ꎬ 切实巩固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ꎬ 国家民委决定从 ２０１５ 年

起ꎬ 在基层建立联系点ꎬ 开展 “推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ꎬ 走基层、 转作风、 访

民情、 聚民心” 活动ꎬ 推进民委工作更接地

气ꎬ 锻炼民族工作干部队伍ꎮ 国家民委机关 １６
个部门在全国 １６ 个省区建立了 １６ 个县级以下

联系点ꎮ 一年来ꎬ 机关干部深入基层、 贴近群

众、 扎实调研ꎬ 了解了真实情况、 建立了真挚

感情、 交到了真心朋友ꎬ 结合实际ꎬ 为民族地

区办了很多实事ꎬ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ꎮ
６. 创新开展家庭助廉行动ꎮ 按照全国妇联

和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的部署ꎬ 组织开展国家

民委 “最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ꎬ 评选 “最美

家庭” ３５ 个ꎬ 优秀组织奖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 举办国家民委家庭助廉行动颁奖仪式暨

“清风正气传家远” 家风展示活动ꎬ 将身边事

身边人进行艺术加工ꎬ 搬上舞台ꎮ 光明日报、
中国妇女报、 全国妇联官方微信、 中国民族

报、 国家民委官方微信等进行专题报道ꎮ 组织

国家民委干部职工家训格言展ꎬ 征集家训格言

１８１ 条ꎬ 邀请知名书法家挥毫泼墨誊写干部职

工的家训格言ꎬ 并进行巡展ꎮ 录制国家民委家

庭助廉行动综述专题片ꎬ 加大宣传力度ꎮ 在中

国民族报开设 «清风正气传家远» 专栏ꎬ 刊登

国家民委干部职工最美家风故事、 最美家书手

札等ꎬ 扩大影响ꎮ
７. 组织开展国家民委直属机关 “两优一

先” 评选表彰ꎮ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４ 周

年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ꎬ 隆重召开国家民委直属

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党

支部表彰大会ꎬ 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 ５７ 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 ４２ 名、 先进党支部 ２４ 个ꎮ

８.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ꎮ
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ꎮ 组织

召开国家民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ꎬ 机关各

部门和直属各单位一把手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层层 “签字背书”ꎬ 切实把主体责任落实到

人ꎬ 分解到各级党组织ꎮ 认真抓好 «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的学习贯彻ꎮ 认真贯彻 «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 精神ꎬ 修订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关

于巡视工作实施办法» 等ꎮ 加强宣传教育ꎬ 积

极营造扬正抑邪、 以廉为荣、 以贪为耻的良好

氛围和从政环境ꎬ 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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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举办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９—１７ 日ꎬ 第十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举行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台湾地区的 ３４ 个代表

团ꎬ 共 ６２４０ 名运动员参加ꎮ 比赛设有 １７ 个竞

赛项目和 １７８ 个表演项目ꎬ 一等奖 １８８ 个ꎬ 二

等奖 ４７２ 个ꎬ 三等奖 ４９６ 个ꎮ 在 ９ 天的激烈竞

争中ꎬ 各民族运动员为全国观众奉献了一场场

竞技水平高超、 文化内涵丰富、 民族特色浓郁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ꎬ 深刻诠释了 “平

等、 团结、 拼搏、 奋进” 的民族运动会宗旨ꎬ
展现了各民族团结进步、 和谐相处、 繁荣发展

的精神面貌ꎮ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ꎮ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 ２０１９ 年在河南省举行ꎮ

(国家民委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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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系统

概况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全国环保系统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着眼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

导ꎬ 紧密围绕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ꎬ 扎实开

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ꎬ 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ꎬ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

升ꎬ 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高ꎬ 政风行风建设成

效明显ꎬ 为环境保护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

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理论武装进一步加强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ꎬ 通过课题研究、 中心组学习、 专题讲座、

网络选学、 座谈研讨、 个人自学等形式ꎬ 组织党

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理论、 路线、 方针、 政策ꎬ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

环保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把握内涵实质ꎬ 用最新理

论武装头脑ꎮ 环境保护部开展了 “培育环保部

门特色机关文化、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课题研

究ꎬ 引导环保部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五个坚持” 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率先把生态

文明理念融入党员干部的基本信念、 价值标准、
行为规范和群体意识ꎬ 提高了党员干部政治理

论和业务能力水平ꎮ 环境保护部党组 ２０１５ 年开

展 １４ 次中心组理论学习ꎬ 坚持 “学习一个专题ꎬ
推动一方面工作”ꎬ 形成一批理论成果在 «求
是» «学习时报» «党建研究» 等报刊发表ꎬ 指

导环保工作实践ꎮ 在此基础上ꎬ 环境保护部举办

１１ 期系列报告会ꎬ 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两项党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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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内容ꎬ 受到党员干部好

评ꎮ 有的部属单位采用 “研究型学习” “学习型

研究” 相结合的 “两型学习法”ꎬ 加强学习深度

和指导性ꎮ 有的部属单位全面抓好学习制度落

实ꎬ 部署任务、 审定计划ꎬ 严格执行考勤制度ꎬ
形成长效机制ꎮ 有的省厅制定年度党课教育计

划ꎬ 召开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交流会ꎬ
并将学习成果汇编成册ꎮ

二、 紧紧扭住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

推进党建业务双融合ꎬ 为民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紧紧扭住改善环境质

量这个核心ꎬ 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心工

作相融合ꎬ 凸显服务中心、 建设队伍的积极作

用ꎮ 充分发挥群团桥梁纽带作用ꎬ 紧紧围绕环

保中心任务ꎬ 结合自身职责ꎬ 深入开展巾帼建

功、 建言献策和学雷锋、 志愿服务等活动ꎬ 扎

实做好 “五一” 劳动奖章、 “五四” 青年奖章、
“三八” 红旗手评选表彰ꎬ 形成比学赶帮超的

良好氛围ꎮ 环境保护部聚焦生态环保重点难

点ꎬ 连续组织 ４ 次创新大讨论ꎬ 参会人员覆盖

各部门各单位和 ３０ 余个省、 市、 县 (区) 环

保部门的负责人ꎬ 累计 ３００ 余人次参会ꎬ １６０
余人次发言ꎬ 形成 １０ 余项具体成果ꎬ 有力推动

环保工作ꎮ 有的部属单位把大讨论和演讲活动

结合ꎬ 集中探讨面临的机遇挑战ꎬ 梳理问题清

单ꎬ 逐项解决ꎮ 有的部属单位组织多个调研组

深入县、 乡、 镇ꎬ 与地方政府、 企业和农户直

接接触ꎬ 围绕县乡环境的治理、 政策、 管理体

制等专题调查走访ꎬ 为科学制定政策提供保

障ꎮ 有的省厅成立攻坚先锋队和青年突击队ꎬ
发挥党组织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ꎬ 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７０ 周年阅兵、 夏季青奥会空气质量保障等工

作中ꎬ 圆满完成目标任务ꎮ 有的省厅开展 “服
务基层、 服务企业” 和 “进村入企走基层、 服

务解难优环境” 等活动ꎬ 坚持班子成员带案下

访ꎬ 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ꎮ 通过深入

基层密切联系群众ꎬ 环保系统党员干部为民服

务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ꎬ 受到当地民众认可ꎮ
三、 开展专题教育ꎬ 党员干部工作作

风进一步转变
为切实解决环保系统少数党员自说自话、

自干自活、 自怨自艾、 单打独斗等突出问题ꎬ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

题教育ꎬ 指导地市环保部门开展相关工作ꎬ 取

得良好效果ꎮ 环境保护部制定 «环境保护部党

组关于在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的实施方案»ꎬ 部领导以讲党

课形式动员部署ꎮ 部党组中心组率先开展 ３ 次

专题研讨ꎬ 每位部领导结合工作实际和学习体

会进行主题发言、 讲党课ꎬ 形成一系列高质量

学习成果ꎮ 部党组对照党章和 “三严三实” 要

求ꎬ 召开高质量专题民主生活会ꎬ 深入查找不

严不实问题ꎬ 深刻剖析原因ꎬ 制定整改措施ꎬ
部党组成员之间坦诚相见、 开诚布公ꎬ 深入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达到了咬耳扯袖、 红脸出

汗的目的ꎮ 部党组制定 «环境保护部作风建设

责任清单»ꎬ 针对中央专项巡视指出环境保护

部机关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制定 ４ 大类 ４９ 项

改进措施ꎬ 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ꎬ 狠抓落

实ꎬ 取得明显效果ꎮ 有的部属单位把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与基层调研结合ꎬ 坚持问题导

向ꎬ 深入督查执法一线ꎬ 集中解决矛盾突出的

问题ꎮ 有的省厅下功夫查摆不严不实问题ꎬ 提

出 “找不准问题是不够负责任、 找不出问题是

不负责任、 不找问题是极端不负责任”ꎮ 有的

省厅开展 “问题在哪里、 症结在哪里、 对策在

哪里、 落实在哪里” 的 “四个在哪里” 大讨

论ꎬ 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想问题、 找差距ꎮ 通过

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环保系统行

风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ꎬ 党员干部查实情、 办

实事、 求实效的能力大幅提高ꎮ
四、 狠抓中央专项巡视整改落实ꎬ 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推进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巡视组要

求ꎬ 列出清单、 认真整改、 逐一落实ꎬ 将巡视

整改作为加强党建的核心工作来抓ꎬ 确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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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整改ꎮ 环境保护部党组召开全国环保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暨巡视整改落实动员视频

会ꎬ 部领导作出部署ꎬ 提出明确要求ꎮ 组织制

定 «环境保护部巡视整改落实事项责任清单»ꎬ
提出 ５ 大类、 ８０ 项整改措施ꎮ 目前ꎬ ６４ 项已完

成或基本完成ꎬ 其余中长期任务取得阶段性成

效ꎮ 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了 «中央巡视组反馈意

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ꎬ 得到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认可ꎮ 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领导干部及

亲属违规插手环评审批或承揽环评项目情况自

查ꎮ 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集中开展 “强作风、
严纪律、 作表率” 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ꎬ 组织

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ꎬ 层层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ꎬ 实现主体责任全覆盖ꎮ
相关部属单位对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环评资质审批、
建设项目环评、 竣工环保验收情况逐一清查ꎬ 部

属 ８ 家环评机构提前全部脱钩ꎮ 有的省厅对班子

成员及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行主体责任、 监督责

任、 作风建设、 制度建设等情况量化考核ꎬ 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有效落实ꎮ 有的市局围

绕 “小资金” “小采购” “小审批” 和 “小处

罚” 等环保 “微权力” 专项监督ꎬ 总结 “治微”
工作法ꎬ 创新风险防控机制ꎮ 以巡视整改落实为

抓手ꎬ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ꎮ
五、 注重抓基层打基础ꎬ 激发党组织

和党员队伍生机活力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把优化结构ꎬ 加强党

务干部队伍建设ꎬ 作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党

建工作的重要保障ꎮ 环境保护部召开中国共产

党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１３０
多名党代表、 ２０ 名列席代表参会ꎮ 经过全体代

表投票选举ꎬ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环境保护部直

属机关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环境保护部

直属机关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ꎮ 在部党组织

大力支持下ꎬ 经过民主推荐和充分酝酿ꎬ 一批

干部被充实到党务纪检队伍ꎬ 切实提升了战斗

力和凝聚力ꎮ 有的部属单位加强对年轻党务干

部的培养ꎬ 建立激励机制ꎬ 选拔有热情、 有干

劲、 能力强的干部到党务部门工作ꎬ 做好党务

工作传帮带ꎮ 有的省厅以 “派出去、 引进来”
的形式ꎬ 增强党务和业务干部流动性ꎬ 切实提

升党务干部能力水平ꎮ 打牢党的组织基础和配

齐配强党务干部队伍ꎬ 为环保系统精神文明建

设和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ꎬ 有力保证

党中央、 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决策部署落地生根ꎬ 取得成效ꎮ
六、 通过创新活动载体ꎬ 学先进、 树

形象、 扬正气ꎬ 培育环保特色文化ꎬ 凝聚

环保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ꎬ 建设忠诚
干净担当的环保铁军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把培育环保特色机关

文化ꎬ 建设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环保铁

军ꎬ 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先

进典型ꎬ 深入开展学习身边人身边事活动ꎬ 弘

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ꎬ 真正形成干部队伍昂

扬向上、 开拓进取、 敢于担当的精气神ꎮ 环境

保护部开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直属机关先进评选表

彰活动ꎬ 对 ２８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９０ 名优秀

共产党员和 ２７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表彰ꎬ 部

领导出席会议并提出 “四个牢固树立”ꎬ 号召

全体党员干部向先进典型学习ꎮ 组织开展 “环
境保护部应对天津 ‘８１２’ 特别重大火灾爆

炸事故优秀共产党员” 专项表彰ꎬ 对 １７ 名不

畏艰险、 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进行表彰ꎮ 深入

贯彻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ꎬ 发挥群团组织优势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转化为生动活泼、 特色鲜明、 富有成效

的群众性实践ꎬ 着力推动机关文化建设ꎮ 坚持

开展 “送温暖、 送健康、 送服务” 活动ꎬ 组织

各类文体活动 １１ 项ꎬ 同时ꎬ 组织青年干部深入

县级环保部门开展 “根在基层” 实践ꎬ 引导青

年成长成才ꎮ 国家核安全局开展核安全文化宣

贯专项行动ꎬ 牢固树立 “严之又严、 慎之又

慎、 细之又细、 实之又实” 理念ꎬ 引领党员干

部坚守核与辐射安全的精神家园ꎮ 有的省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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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道德讲堂” “全民阅读书香机关” 活动ꎬ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引导党员干部走在

前作表率ꎮ 有的省厅开展 “绿色学校” “绿色

社区” 创建ꎬ 传播绿色文化ꎬ 牢固绿色理念ꎮ
通过宣传教育和典型引领ꎬ 环保系统各级党组

织学先进、 树形象、 扬正气ꎬ 营造健康向上的

机关文化氛围ꎮ

(环境保护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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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
建设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

工作按照中央文明委和部党组的部署要求ꎬ 结

合行业和系统实际ꎬ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ꎬ 着力在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下功夫、 在深入开展精

神文明创建上下功夫、 在积极推动典型宣传上

下功夫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取得了一定成

效ꎬ 为中心工作完成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ꎮ
一、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主线ꎬ 理论武装不断深化
２０１５ 年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干部职工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

述作为重大政治任务ꎬ 武装头脑ꎬ 指导实践ꎮ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充分认清做好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推动中心工作的重大意义ꎬ 进一步增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决心ꎮ 紧密结合 “十二

五” 收官、 “十三五” 规划和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任务ꎬ 针对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任务重、 推进速度快的特点ꎬ 引导干部职工

不断破除陈旧思想观念ꎬ 运用理论指导实践ꎬ
为推动城乡科学发展ꎬ 加快民生改善提供了思

想保证ꎮ 抓住建国、 建党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等重大节庆

契机ꎬ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和教育活动ꎬ
广泛宣传革命精神ꎬ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ꎬ 激发

了广大干部职工投身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ꎮ 特

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ꎬ 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热潮ꎬ 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五中全会精神上来ꎬ 为确保党和国家大政

方针得到全面贯彻ꎬ 确保住房和城乡建设各项

工作任务得到落实奠定了思想基础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深入开展了 “三严三

实” 教育ꎬ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对照、 深刻

反省、 查找差距ꎬ 很多地区开展了优秀共产党

员、 优秀基层干部学习宣传ꎬ “三严三实”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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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党员干部修身做人、 行使职权、 干事创

业的基本遵循ꎬ 行业风气进一步好转ꎮ 江苏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 “三解三促” 活动为载

体ꎬ 确定了 ４９ 个重大课题ꎬ 推动中心工作破难

攻坚ꎮ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 “学讲话、
讲诚信、 懂规矩、 守纪律、 鼓士气、 促振兴”
为主题ꎬ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ꎮ 内蒙古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 “尽责圆梦” 主题教育

活动ꎬ 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岗位建功ꎮ 上海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建立 “破瓶颈、 解难题”
工作机制ꎬ 形成 “部门定点联系基层任务清

单”ꎬ 解决了一批重点难点问题ꎮ 四川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委托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全省 ５２
个住建部门进行政风行风测评ꎬ 对应问题提出

整改措施ꎬ 确保群众反映问题整改到位ꎮ 新疆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深入开展 “访民情、 惠民

生、 聚民心” 活动ꎬ 选派 ３４ 名优秀干部深入

南疆住村蹲点ꎬ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ꎮ 广东、
河北、 吉林、 福建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把

改进自身工作作风作为推动中心工作的重要抓

手ꎬ 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ꎬ 取得了明显

成效ꎮ
二、 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实践活动为抓手ꎬ 道德建设不断加强
按照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部署要求ꎬ 召开

全系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会ꎬ
总结部署工作ꎬ 宣传推广经验ꎬ 积极营造氛

围ꎬ 唱响主旋律ꎬ 传播正能量ꎮ 各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教育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充分

认识 “三个倡导” 的基本内容ꎬ 统一信念ꎬ 凝

聚力量ꎮ 注重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到住房和城乡建设各项工作之中ꎬ 充分利

用公园景区、 住宅小区户外广告、 ＬＥＤ 显示屏

来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ꎮ 加大主

题公园建设力度ꎬ 公园景区充分发挥宣传教育

功能ꎬ 开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栏ꎬ 增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标牌ꎮ 全国建筑工

地充分利用建筑围挡刊载公益广告ꎬ 营造了勤

劳节俭、 遵德守礼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进一步加

强诚信体系建设ꎬ 与全国联席会议签订社会信

用信息系统共建共享合作备忘录、 失信企业协

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ꎬ 做好信用代码

实施工作ꎬ 诚信制度不断完善ꎬ 诚信意识得到

增强ꎬ 曝光了一批不讲诚信的单位和个人ꎬ 解

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危害严重的失信

问题ꎬ 行业公信力和信誉度有效提升ꎮ 一些地

区加大 “道德讲堂” 建设力度ꎬ 内容形式不断

拓展ꎬ 受众面不断增多ꎻ 部分地区组织开展

“最美住建人” 评选ꎬ 有的典型入围当地道德

模范ꎬ 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ꎬ 住建系

统 １ 人上榜、 ５ 人被提名ꎬ 各地普遍开展了向

道德模范学习的活动ꎬ 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 “厚德

陕西” 建设道德实践活动ꎬ 实施育德、 尚德、
明德、 养德、 润德、 弘德 “六德” 工程ꎮ 天津

市市容园林局建成首批 ２２ 个主题示范公园ꎬ 努

力打造 “街头的核心价值观” 和 “润物无声的

正能量”ꎮ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参加

全省 “善行义举四德榜” 活动ꎬ 先后举办 “我
身边的好人好事” “道德之星评选” 等活动ꎮ
北京、 重庆、 江西、 湖北和广西等地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ꎬ 围绕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充分利用各种载体ꎬ 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 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系统上下形成

了崇德向善的良好道德氛围ꎮ
三、 以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为载体ꎬ 为民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２０１５ 年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持续开展了

文明单位、 青年文明号等创建活动ꎬ 联合共青

团中央共同表彰了 １０９ 个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ꎮ
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行业文明行业创建ꎬ 对湖

南省住房公积金行业创成省级文明行业进行调

研ꎬ 总结提炼创建经验ꎬ 推广扩大创建成果ꎮ
指导各地贯彻实施国家和地方燃气、 供热行业

服务标准ꎬ 推进行业职业道德建设ꎻ 组织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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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窗口单位开展规范化服务活动ꎬ 加强窗口

建设ꎬ 简化办事程序ꎬ 方便群众办事ꎮ 开通

１２３１９ 和 １２３２９ 服务热线短信服务功能ꎬ 进一

步拓展了为民服务的平台和载体ꎮ 各地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结合实际ꎬ 也广泛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创建活动ꎬ 通过青年文明号、 巾帼先锋岗

等基层创建载体ꎬ 鼓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

位、 创先争优、 服务群众、 奉献社会ꎮ 窗口服

务单位普遍组织开展了学习践行雷锋精神活

动ꎬ 组织学雷锋志愿服务队ꎬ 面向群众ꎬ 走向

社会ꎬ 使雷锋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ꎮ 这些

活动的开展都赢得了群众广泛赞誉ꎬ 推动了行

风的改进ꎬ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ꎮ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物业行业开展

一季一主题的主题季活动ꎬ 宁夏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深入开展了 “树行业新风、 创优质服务、
让人民满意” 主题创建活动ꎬ 青海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开展了 “夏送清凉” 主题活动ꎬ 山西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了 “最美住建人幸

福影像” 主题活动ꎬ 这些活动既展示了住建人

的时代风采ꎬ 更树立了行业系统的良好形象ꎮ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 “学雷锋志

愿服务” 活动ꎬ 厅直单位 ２０００ 多人注册成为

志愿者ꎬ ２０１５ 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３００ 多人

次ꎮ 天津市城建系统专题举办了志愿服务管理

系统使用培训会ꎬ 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团队 ６１
个ꎮ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推动住房公积

金行业创成省级文明行业后ꎬ 又在全省质量安

全监督系统掀起创建热潮ꎮ 上海市城乡建设

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和海南、 贵州、
云南、 甘肃等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加大文

明创建力度ꎬ 一批服务窗口在本地区得到

表彰ꎮ
四、 以创新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理念

为突破ꎬ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大力加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ꎬ 统筹城乡区

域发展ꎬ 积极创设良好的人居环境ꎮ 创新和弘

扬生态修复理念ꎬ 成功举办第十届园博会ꎬ 创

造性地将生活垃圾填埋场、 棚户区变成鸟语花

香的城市公园ꎻ 举办 “公园生态生活” 和 “风
景园林与美好生活” 论坛ꎬ 集中探讨公园免费

开放、 公园私人会所整治、 老旧公园改造等行

业热点问题ꎬ 力求让城市公园更加亲民惠民便

民ꎮ 不断深化节水型城市创建ꎬ 开展了以 “建
设海绵城市ꎬ 促进生态文明” 为主题的城市节

水宣传周活动ꎬ 普及节水知识ꎬ 强化节水意

识ꎮ 积极推动全国 “９２２” 无车日活动ꎬ 加

快推行绿色交通发展ꎬ 推动低碳出行ꎮ 着眼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ꎬ 统筹城乡同步发展ꎬ 全面推

进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五年行动ꎬ 一年来ꎬ 农

村环境脏乱差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改善ꎮ 积极

开展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ꎬ １５００ 个传统村落

得到中央财政支持 ４５ 亿元ꎻ 与有关部门联合建

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推进工作机制ꎬ 各项

工作正在稳步进行ꎮ
北京市园林局开展了以 “公园下乡村、

森林进城区ꎬ 绿化进社区” 主题实践活动ꎬ
北京市水务局开展 “千里江水润京城ꎬ 惜水

节水我先行” 主题宣传活动ꎬ 重庆市园林局、
重庆市市政市容委联合有关部门共同举办

“共建生态文明ꎬ 共享绿色家园” 生态文明建

设摄影大赛活动ꎬ 都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各地继续深入开展国家园林城市、 生态

园林城市创建ꎬ 一批生态宜居、 发展宜业的

美丽城市脱颖而出ꎬ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ꎮ
五、 以宣传推广先进典型为切入点ꎬ

争先创优的行业氛围日趋浓厚
始终把先进典型宣传推广作为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的切入点ꎮ 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文

明办主任会议ꎬ 总结梳理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

经验ꎬ 宣传推广了系统 １８ 个单位在文明创建、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为民服务等

方面的成功做法ꎮ 在部属媒体开设专版ꎬ 集中

宣传了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 部分全国青年文

明号先进事迹ꎬ 宣传了安徽省金寨县建设局原

局长吴作嵩的先进事迹ꎬ １４ 个地区住房公积金

中心的先进事迹也得到宣传ꎮ 各地区住房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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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部门高度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和辐

射作用ꎬ 通过组织各类竞赛、 评选表彰、 先进

事迹报告会等形式ꎬ 加大典型宣传力度ꎬ 大力

弘扬了具有行业特点的新风正气ꎬ 鼓舞了建设

职工的干劲ꎬ 激发了做好本职工作的激情和活

力ꎬ 营造了学先进、 赶先进、 争当先进的良好

氛围ꎮ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公园开展 “公

园好故事身边好职工” 评选ꎬ 全年推出了 ５２
个先进典型ꎮ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注重

培育宣传先进典型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系统内有两位同

志被黑龙江省委授予全省第十届 “十佳公仆”ꎬ
并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掀起了学习热潮ꎮ 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深化 “践行核心价值

观ꎬ 争做最美建设人” 活动ꎬ １０ 位 “最美建设

人” 的先进事迹在全省推广ꎬ 让 “最美” 精神

引领行业新风尚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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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行业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交通运输行业干部职工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紧密结合交通运输改革发展大局ꎬ
按照 “三严三实” 要求ꎬ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ꎬ 为综合交通、 智慧交通、 绿色交通、
平安交通 “四个交通”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

力量ꎬ 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ꎮ
一、 以建设 “人民满意交通” 为目

标ꎬ 全面谋划 “十三五” 时期交通运输行

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组织召开了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

设暨新闻宣传工作会议ꎬ 总结 “十二五” 时期

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ꎬ
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ꎬ 明确提出了 “十三

五” 时期 “提升软实力ꎬ 树立好形象ꎬ 建设人

民满意交通” 的工作目标ꎬ 对 “十三五” 时期

全行业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ꎬ 重点研

究解决坚定 “三个自信”、 提升行业软实力、
构筑共同精神家园、 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讲好

交通故事、 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等重大问题ꎬ
部署了 “强化共同理论武装ꎬ 进一步增强思想

凝聚力” “培育共同价值追求ꎬ 进一步增强精

神感召力” “蕴育共同道德文化ꎬ 进一步增强

文化感染力” “共同恪守诚信准则ꎬ 进一步提

升行业公信力” “共同讲好交通故事ꎬ 进一步

提升舆论引导力” 五项重点任务ꎮ 全行业各单

位、 各部门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 核心价值

践行、 宣传舆论引导、 文化建设示范、 行业文

明创建 “五大工程”ꎬ 结合实际分别制定年度

工作重点ꎬ 为做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ꎮ
二、 以 “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 为主

题ꎬ 广泛开展交通运输行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实践
发扬 “三严三实” 作风ꎬ 根据中央关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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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ꎬ 结合交

通运输改革发展实际ꎬ 在全行业广泛开展 “爱
岗敬业 　 明礼诚信”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题实

践ꎬ 明确了交通运输行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 １０ 项具体活动ꎬ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全行业各领域各项工作中落细、
落小、 落实ꎬ 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项

任务要求贯穿融入行业改革发展具体实践ꎮ 交

通运输部将每年的 ４ 月确定为 “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社会主义价值观主题教育实践月”ꎬ 广泛

开展了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文明出境游”
“道德讲堂”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ꎬ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机关、 进企业、 进车船、 进站

港、 进工地ꎬ 通过富有交通运输特色的教育引

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

障ꎬ 提升广大干部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主动性自觉性ꎬ 追求崇高的职业理想ꎬ 争

创诚信示范窗口ꎬ 争创敬业模范集体ꎮ 努力通

过优质服务、 诚信示范ꎬ 引导广大交通运输参

与者争当文明公民ꎬ 遵守交通秩序ꎬ 文明礼让

出行ꎬ 共同建设安全、 文明、 绿色、 畅通的交

通运输公共环境ꎮ
三、 以打造 “最美行业” 为先导ꎬ 不

断提高交通运输行业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水平
联合中央文明办ꎬ 对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建 “最美行业”
的工作进行专题调研ꎬ 组织人民日报、 新华

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经济日

报、 工人日报、 中国交通报、 浙江日报等主流

媒体ꎬ 对 “最美行业” 创建活动进行了集中报

道ꎮ 中央文明办在 «精神文明建设» 简报发表

文章ꎬ 推广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创建 “最美行

业” 的先进做法ꎬ 并在中国精神文明网联盟网

站的显著位置组织专题宣传报道ꎮ 中央文明办

召开了部分窗口行业协调会ꎬ 号召更多行业学

习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 “最美行业” 的创建经

验ꎮ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积极响应号召ꎬ 以 “最
美行业” 创建活动为示范ꎬ 围绕交通运输中心

工作ꎬ 大力开展 “学先进、 树新风、 建体系、
创一流” 活动ꎬ 有效提升了全行业文明创建和

诚信服务的整体水平ꎮ
四、 以寻找 “感动交通人物” 为主线ꎬ

培育宣传具有当代交通风采的先进典型
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ꎬ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４ 年

“感动交通年度人物” 推选宣传活动ꎬ 在行业

内外引起强烈反响ꎮ 对全行业 １３ 名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的先进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报道ꎬ 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表彰先进集体 １９７
个、 劳动模范 ２９８ 人、 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 人ꎬ 培

育了一批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巾帼文明岗、 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ꎮ 此外ꎬ 交通运输部还深入开

展了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评选ꎬ 选出了行业文明单位 １７８ 个、 行业

文明示范窗口 １８６ 个、 行业文明职工标兵 １７４
人、 行业先进工作者 ４３ 人ꎮ “最美基层干部”
王高乐、 “新时期雷锋式公交驾驶员” 张兵、
“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的忠诚护卫” 陈维、 首届

“全国十大最美职工” 陈红涛、 “交通执法为民

楷模” 付杨波、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郭娜等

人的先进事迹广为流传ꎬ 大批扎根基层、 务实为

民、 无私奉献的英雄群体相继涌现ꎬ 成为交通运

输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代表ꎮ
五、 以构建 “精神家园” 为纽带ꎬ 大

力推动交通运输文化建设
全行业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部党组关于加强

行业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ꎬ 提炼打造了一批内

涵丰富、 特色鲜明的交通运输文化品牌ꎮ 交通运

输部以交通运输文化建设 “十百千” 工程为抓

手ꎬ 大力加强先进文化的培育工作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公布交通运输 “十大文化品牌” 名单ꎬ “雷锋

车” “微笑服务、 温馨交通” “心随舟行” 等

“十大文化品牌”ꎬ 以及 “百家交通运输文化建

设示范单位”ꎬ 成为行业优秀文化建设的排头

兵ꎬ 交通运输文化品牌效应更加显著ꎮ 交通运输

部高度重视基层文化阵地的建设工作ꎬ 大力推

动 “小微” 图书馆、 文体活动室、 职工俱乐部

等文化设施遍布基层、 发挥作用ꎬ 丰富基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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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生活ꎬ 一批具有交通运输特色的博物馆、
展览馆陆续建成ꎮ 把中国航海博物馆 (上海)、
中国港口博物馆 (宁波)、 济南出租车博物馆、
郑州交通博物馆、 常州低碳公交展览馆等交通

运输优秀文博场馆作为传播交通文化的重要基

地ꎬ 向各界群众呈现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光辉

历程ꎮ 拍摄制作了电视连续剧 «碧海雄心»ꎬ 专

题片 «中国公路» «中国桥梁» 等一批交通运输

题材文艺精品ꎬ 成为弘扬交通精神、 传播交通文

化的重要渠道ꎮ
六、 以深化 “学雷锋” 志愿服务为载

体ꎬ 积极开展文明公益活动
交通运输部深入贯彻全国 “学雷锋” 志愿

服务工作推进会精神ꎬ 把 “学雷锋” 志愿服务

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来

抓ꎬ 面向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开展 “学雷锋ꎬ 弘

扬志愿精神” 主题行动ꎬ 鼓励基层单位结合领

域特点和辖区实际ꎬ 组织开展 “暖冬行动”
“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 “岗位学雷锋”
“送戏上船” 等一批形式新颖、 口碑良好的志

愿行动ꎬ 大力宣传郭文标等一批 “学雷锋” 志

愿服务典型ꎬ 得到了各地群众的一致好评ꎮ 此

外ꎬ 交通运输部注重发挥行业的专业优势ꎬ 不

断密切与社会力量的交流合作ꎬ 推动全行业各

单位、 各部门 “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的制度

化管理、 常态化落实ꎬ 文明公约宣传、 文明出

行引导等具体活动项目已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普

及ꎬ 并纳入日常工作ꎮ

特色活动

开展 “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交通运输部印发 «关于在全

国交通运输行业开展 “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的通知»ꎬ 在全

行业广泛开展 “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ꎬ 旨在通过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ꎬ
提升广大干部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主动性自觉性ꎻ 通过精管理、 优服务、 倡文明

的方式方法ꎬ 引导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交通参

与者做文明公民ꎬ 养诚信观念ꎬ 逐步养成遵守

秩序、 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ꎮ
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启动以

来ꎬ 全行业紧密结合交通运输中心工作ꎬ 结合

自身特点ꎬ 开展了大批 “寓学于行、 寓行于

境” 的专题活动ꎬ 取得实实在在、 可见可感的

工作成果ꎮ 其中ꎬ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坚持问题

导向ꎬ 开展 “文明在行动满意贵州行” 活

动ꎬ 从出租汽车、 城市公交、 客运站点、 公路

客运、 高速公路、 水路客运等方面入手补短

板、 优服务ꎬ 着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ꎮ 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创新运用新媒体手段做好文明倡导

服务ꎬ “绿色出行” “文明出行我最棒” “向不

文明行为说 Ｎｏ” 等多个声像栏目得到了市民群

众的点赞称好ꎮ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持续开展

“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 活动ꎬ 共建联建

多所 “少年海事学校”ꎬ 推出了一批水上交通

安全知识精品课程ꎬ 努力通过教育一个孩子来

影响一个家庭ꎬ 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水上

安全的良好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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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二届 “感动交通

十大年度人物” 推选宣传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

２０１４ 年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名单ꎬ 西藏

自治区青藏公路局安多公路养护段职工巴布等

１０ 个先进个人和优秀团队ꎬ 被评为 ２０１４ 年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ꎬ 云南省昭通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马殿敏等 ４０ 个先进个人和

优秀团队ꎬ 获得 ２０１４ 年 “感动交通年度人物”
称号ꎮ

本次推选活动由交通运输部和中华全国总

工会主办ꎬ 中国交通报社、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联合承办ꎬ 交通运输行业各单位积极参与、 踊

跃推荐ꎮ 活动先后历经报名推荐、 媒体宣传、
网上公示、 公众投票、 专家评审等环节ꎬ 得到

了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重视ꎬ 人民日报、 新华

社、 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深入报道了 “感动

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的先进事迹ꎬ 约 ３０ 万名

群众通过网络、 手机为候选人物投票ꎮ
交通运输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高度重视对

交通运输行业凡人善举的宣传推广ꎬ 营造良好

的活动声势ꎮ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已逐

渐成为交通运输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展现行业良好风采的品牌ꎬ 得到社会各界

的肯定和认同ꎮ 参与本次活动的职工、 群众纷

纷表示ꎬ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推选活动ꎬ
着眼身边好人身边好事ꎬ 贴近民生实际ꎬ 聚焦

改革一线ꎬ 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丰富内涵ꎬ 既是交通人的骄傲自豪ꎬ 也是全社

会的精神财富ꎮ

浙江交通运输系统创建 “最美行业”
浙江省是全国两个交通运输综合改革的试

点省份之一ꎬ 在交通运输部的指导下ꎬ 紧紧围

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

务ꎬ 以 “见人见物见行风ꎬ 向上向善向美丽”
为主线ꎬ 深入开展 “最美行业” 创建活动ꎬ 着

力打造行业 “最美” 风景线ꎬ 形成了齐心协力

谋发展、 凝心聚力惠民生的良好风貌ꎮ
在实际创建工作中ꎬ 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

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价值

导向融入行业规划设计、 政策制定、 行业管

理、 作风改进中ꎬ 紧盯城市治堵、 出租车管

理、 运输服务提质等与群众利益攸关的民生领

域重点部位ꎬ 促使公路、 港口、 航道等交通基

础建设打破单纯追求规模和数量的惯性ꎬ 更加

注重环境协调与人文关怀ꎬ 更加注重依法行政

与柔性执法ꎬ “放管服” 工作更显成效ꎮ 不仅

实现了浙江省全年交通建设投资再创新高ꎬ 国

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正式落户ꎬ 航运

全年服务物流货值超过 ３ 万亿元等既定目标ꎬ
还在城乡统筹、 平安建设、 科技创新、 生态文

明、 交通战备等方面创造了多项工作亮点ꎬ 交

通运输改革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ꎮ
正是得益于 “最美行业” 的培育和引导ꎬ

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的 “最美” 典型纷纷脱颖

而出、 走向社会ꎮ “最美公交司机” 孔胜东、
“最美养路工” 聂如伟、 “最美水上卫士” 田春

良、 “最美交通卫士” 杨彬、 “最美验船师” 应

扬苹、 “最美引航员” 胡敏捷等一批先进人物相

继涌现ꎬ 美丽公路、 美丽样板航道、 美丽码头、
美丽客运站、 美丽服务区等大批最美基层站所

相继落成ꎬ 吴斌车队、 夏慧星车队、 浙江路政、
宁波 ３５６１ 服务班等一批品牌服务日渐成风ꎮ “最
美港航人” “最美码头” “最美客运班线” “最
美驾校” 等 “最美” 形象如雨后春笋ꎬ 在行业

生发ꎬ 向社会传递ꎬ 成为全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温暖力量和敞亮窗口ꎮ

(交通运输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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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是实施 “十二五” 规划收官之年ꎬ
是治水兴水任务极为艰巨、 水利改革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的一年ꎬ 是水利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

硕的一年ꎮ 一年来ꎬ 水利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贯

彻中央文明委和水利部党组的工作部署ꎬ 坚持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真抓实干、 积极作

为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ꎬ 着力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深化拓展ꎬ 着力在

诚信建设上务求实效ꎬ 着力在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上突出价值内涵ꎬ 着力在水文化建设上丰

富创新ꎬ 引导干部职工积极践行 “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 的新时期治

水思路ꎬ 为推动水利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

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深化理论武装工作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中之

重ꎬ 切实组织好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ꎮ 通过理

论中心组带头学习、 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轮训、
干部职工学习交流等多种方式ꎬ 引导水利干部

职工不断加深对讲话精神的政治认同、 理论认

同、 情感认同ꎬ 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ꎮ 抓好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的学习使用ꎬ 特别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

文明建设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专题开展集中学习ꎬ 切实

把讲话精神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ꎮ 不断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教

育ꎬ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

主义哲学以及党史、 国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教育ꎬ 引导水利干部职工自觉用科学理论武

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深入学习宣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ꎬ 组织学习习近平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ꎬ 不断提高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水平ꎮ 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胜利闭幕后ꎬ 及时印发水利部党组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的通知»ꎬ 通过召开党组会议、 干部大会以及

举办党组中心组学习和中心组扩大学习班等一

系列措施ꎬ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不断引向深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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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

小落实
深入贯彻落实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努力把核心价值观贯

穿于水利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ꎬ 落实到水利改

革发展各方面ꎬ 推动形成全行业自觉学习践行

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ꎮ 举办 “学习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明办主任宣贯班ꎬ 持续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具体化系统

化ꎮ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举办以 “铭史承志筑梦

中国” 为主题的朗诵大赛ꎬ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抗战精神ꎬ 激励和动员水利干部职工为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

奋斗ꎮ 持续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印发 «水利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ꎮ 制定

１１ 个水利专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ꎬ 对 ８ 家基层

水利单位岗位行为规范试点成果进行评鉴ꎬ 推

动水利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体系建设向纵深发

展ꎮ 加强先进典型学习宣传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

荐水利系统先进典型蒋志刚同志参评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并荣获提名ꎬ 组织部机关党员干部

观看以蒋志刚同志为原型的电影 «爱在青山绿

水间»ꎮ 推动各地各单位积极参与所在地道德

模范评选和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等活

动ꎬ 基层水利院校学生孟瑞鹏、 水利基层职工

钱锋和席根如分别入选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月的

中国好人榜ꎬ 基层水利职工洪艺入围 “福建省

好人榜” 和 “中国好人榜” 候选名单ꎬ 毛泽生

入选第 ３４ 期 “重庆好人榜”ꎬ 薛传根入选 “湖
北好人榜” 等ꎮ 广泛学习宣传水利先进典型ꎬ
编辑出版以历年水利系统先进典型为素材的

«中国水利人 (一) »ꎮ 按照中央节俭养德全民

节约行动统一部署ꎬ 全面开展干部职工节约行

动ꎬ 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机关作风建设的

重要内容ꎬ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崇尚节约、 反

对浪费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ꎮ 广泛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ꎬ 发布水利志愿服务标识ꎬ 举办水利系

统 “关爱山川河流保护江河源头” 志愿服务

及公益宣传活动ꎬ 努力打造水利志愿服务品

牌ꎮ 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联合发起中国

青年志愿者节水护水志愿服务行动ꎬ 组织发动

全国广大青年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开展节水护水

活动ꎬ ７８ 项节水护水类志愿服务项目在 ２０１５
年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分获

金、 银、 铜奖ꎮ
三、 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坚持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提升

行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ꎬ 在巩固已有活动成

果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拓展领域、 深化内涵、 提

升成效ꎬ 不断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

纵深发展ꎮ 召开全国水利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

议ꎬ 研究部署新形势下水利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ꎬ 加强对水利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指导ꎮ 开

展第七届全国水利文明单位现场考核暨往届全

国水利文明单位复查工作ꎬ 确认 ６４ 家第七届全

国水利文明单位ꎬ 确认 １６５ 家前六届全国水利

文明单位ꎮ 向首都文明委推荐确认 ２ 个在京直

属单位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３ 个单位 (含水利部机关) 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首都文明单位”ꎮ 开展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申报审核工作ꎬ 确认 ７１ 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

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ꎮ 与团中央联合

评选 １３ 家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

号”、 １ 家 “特别推荐集体”ꎮ 开发水利系统文

明单位网上申报及管理系统ꎬ 加强水利系统文

明单位动态管理ꎬ 提升文明单位创建信息化管

理水平ꎬ 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科学化、 制度

化、 规范化ꎮ 大力宣传展示第四届全国文明单

位先进经验和精神风貌ꎬ 举办 «水利人的精神

家园» 展览ꎬ 在新华网开辟 «水利人的精神家

园» 专栏ꎬ 并在水利部网站、 中国水利网、 水

利文明网、 «中国水利报» 和 «中国水文化»
杂志上开辟 “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风采展示”
专题专版ꎬ 编辑出版 «水利人的精神家园

(二) »ꎬ 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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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强水文化建设
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水文化建设活动ꎬ 以

水文化的繁荣发展引领职工、 培育风尚ꎬ 满足

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ꎮ 强化水文化建设顶

层设计ꎬ 印发 «水文化建设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行动

计划»ꎬ 对 ２０ 余项重点任务逐项分解ꎬ 明确工

作责任ꎬ 细化工作任务ꎮ 加强对水文化建设的

协调指导ꎬ 组织水文化专家开展技术咨询服

务ꎬ 指导各地水文化建设实践ꎮ 加强水利文献

史料整编与数字化工作ꎬ 开展 «行水金鉴»
«续行水金鉴» «再行水金鉴» 水利古籍点校工

作ꎬ 建立水文化遗产数据管理系统ꎮ 加强水文

化遗产申报ꎬ 配合有关部门成功将中国大运河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ꎬ ７ 处中国古代灌溉工

程列入世界灌溉遗产名录ꎮ 加强水文化传播ꎬ
面向全社会发起关爱生命之水——— “大禹杯”
随手拍水利公益宣传作品大赛ꎬ 制播 «守住

７０００ 亿发展可持续» «珍惜每滴水　 生活会更

美» «水美中国　 呵护未来» 等水利公益广告ꎬ
完成电视专题片 «命脉» 拍摄前期工作ꎬ 举办

水利电视专题片与公益广告策划制作业务培训

班ꎬ 在北京长安街公交站点、 首都机场 Ｔ３ 航

站楼推出水利公益宣传海报、 广告等ꎬ 多渠

道、 多途径加强水文化传播ꎮ 丰富水文化产

品ꎬ 编辑出版 «中华水文化通论» «中国水利

史典» «中国河湖大典» «中华水文化书系»
及其数字化工程ꎬ 制作出版 «中华治水故事»
３Ｄ 动画片与 ＭＰＲ 出版物ꎮ 组织开展涉水寓言、
神话、 传说编辑、 收集和整理工作ꎮ 开展水文

化建设方面的水利现代远程教育专题制播

工作ꎮ

(水利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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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系统
概况综述

农业部党组始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ꎬ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和看齐意识ꎬ 坚持以创新、 协调、 开放、 绿

色、 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ꎬ 坚持把中央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与 “三农” 工作实际

紧密结合ꎬ 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着力推动机

关精神文明建设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着力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一、 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强化理论武装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与深入推进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结合起来ꎮ 充分发挥党委中心组引领

带动作用ꎬ 以中心组学习为龙头ꎬ 特别是抓好

系列讲话精神的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新

要求的学习ꎬ 准确把握精神实质ꎬ 强化 “四个

意识”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

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

理念ꎬ 引领机关精神文明建设ꎮ 开展了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用成果征集展示活

动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ꎬ 按照农业部

党组的部署ꎬ 印发了 «中共农业部党组关于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ꎬ 制

定了学习宣传工作方案ꎬ 召开党组专题学习

会ꎬ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ꎻ 农业部党组召开中心

组 (扩大) 学习会ꎬ 进一步深入学习五中全会

精神ꎬ 研究 “十三五”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

和重要政策措施ꎻ 邀请专家作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学习辅导报告ꎬ 使干部职工充分认识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ꎬ 全面领会全会

精神ꎬ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上来ꎬ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ꎮ 按照中央部署ꎬ 扎实开展 “三严三实” 专

题教育ꎬ 印发了工作方案ꎬ 提出了目标任务、
基本原则、 方法措施等ꎬ 农业部党组和机关各

司局、 直属各单位按照要求认真做好党组织书

记讲专题党课、 专题研讨等关键动作ꎬ 围绕查

找出的不严不实的问题ꎬ 深化整改落实ꎬ 加强

作风建设ꎮ 收集汇编农业部领导和各司局各单

位党组织书记的党课报告ꎬ 供学习交流ꎮ
二、 扎实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ꎬ 培育文明风尚
农业部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融入党的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全过

程ꎬ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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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ꎮ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ꎬ ２０１５ 年机关司局、 直

属单位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ꎬ 组织干部职工开展

“缅怀革命先辈、 传承优良传统、 践行核心价

值观” 等活动ꎬ 使全体干部职工铭记历史、 缅

怀先烈、 珍爱和平ꎬ 增强党员干部的道路自

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ꎻ 举办不同形式的讲

座ꎬ 加强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

人品德和爱国主义教育ꎬ 增强干部职工文化素

养ꎬ 并利用局域网、 宣传橱窗、 电子屏等设施

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用先进的文化

占领思想阵地ꎬ 把广大干部职工的爱国热情凝

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来ꎬ 凝聚

到胸怀全局、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上来ꎮ 按照中

央国家机关要求ꎬ 组织开展了 “一张纸献爱

心ꎬ 救助贫困患病儿童行动” 活动ꎬ 农业部系

统干部职工积极响应ꎬ 从自身做起ꎬ 在日常工

作生活中、 点滴之处厉行节约ꎬ 以实际的节俭

行动助力慈善帮扶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开展党员干部志愿服务活动ꎬ 举办 “三农

情中国梦” 主题活动ꎬ 组织女专家、 女干部

开展到基层送政策、 送信息、 送科技活动ꎬ 深

入推进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活动ꎬ 构建学雷锋长

效机制ꎮ
三、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ꎬ 提高干部

职工职业素质
通过举办 “每月讲坛”、 人文讲座、 专题

辅导报告会、 研讨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ꎬ
深入宣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ꎬ 邀请商务部和农

业部机关司 (局) 长等就重大改革问题进行讲

解ꎬ 推动 “三农” 知识的学习ꎬ 使干部职工全

面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和主要任务ꎬ 增强做好 “三农” 工作的信心和

决心ꎻ 通过组织开展专题党课、 发送廉政短信

和中央各项廉政规定、 配合中央国家机关组织

开展 “清风正气传家远” 家庭助廉行动等活

动ꎬ 推动廉政建设ꎻ 在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活

动中开展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政策创设建议征集

活动、 “守纪律、 讲规矩、 促成长” 征文演讲

和 “我秀我村庄” 大学生村官摄影等活动ꎬ 推

进中央的决策部署特别是 “三农” 工作方针政

策的贯彻落实ꎮ 开展 “读好书、 增新知” 读书

活动ꎬ 增加干部职工知识储备、 陶冶道德情

操、 提升文化品位ꎮ 坚持做好有针对性的思想

政治工作ꎬ 定期调研分析干部职工思想状况制

度ꎬ 认真研究和把握党员干部职工思想动态ꎬ
注重运用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拓宽思想政

治工作渠道ꎬ 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ꎮ 同

时ꎬ 在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关心支持下ꎬ 为全国农业展览馆、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安装文明北京智慧宣传

平台ꎬ 发挥 “大媒体” 作用ꎬ 充分利用网络阵

地传播正能量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ꎻ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

院等 ３ 个单位获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首都文明单

位称号ꎻ 有 １６ 家机关司局、 直属单位获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农业部文明单位ꎮ
四、 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抓手ꎬ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中国要美ꎬ 农村必须美ꎮ 美丽乡村建设

涉及农业、 农村、 文化、 旅游、 环境等诸多

方面ꎬ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ꎮ 农业部紧密

结合部门和行业特点ꎬ 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

农业行业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工作

中ꎬ 突出重点ꎬ 狠抓落实ꎬ 着力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ꎮ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ꎬ
培养创意人才队伍ꎬ 加强培训ꎬ 为美丽乡村

建设提供人才支持ꎮ 加强文化传承ꎬ 积极组

织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ꎬ 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ꎬ ２０１５ 年

挖掘了 ２３ 家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ꎮ 加强示

范创建和品牌培育ꎬ 联合国家旅游局开展了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创建

活动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共创建 ２５４ 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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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６３６ 个示范点ꎬ 示范县示范点创建为休闲

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了示范典型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推介了 ２２０ 个中国最美休闲乡村ꎮ 强化政

策支撑ꎬ ２０１５ 年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１１ 部委联

合印发 «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促

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ꎬ 进一步明确了用地

政策、 财税支持、 拓宽融资、 公共服务方面

的政策ꎮ 加强宣传推介ꎬ 围绕 “春节到春节

过大年” “早春到乡村去踏青” “初夏到农村

品美食” “仲秋到田间去采摘” 四个主题ꎬ 有

步骤、 有重点、 分时段向社会推出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ꎮ
五、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ꎬ 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建设滞后ꎬ 是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短板ꎮ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首要的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ꎬ 让农村美

起来、 亮起来、 绿起来ꎮ 深入实施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ꎬ 专门印发了 «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ꎬ 提出 “一控两减

三基本” 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总体思路ꎬ 召开

全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会、 全国生

态循环农业现场交流会以及系列现场会ꎬ 推动

落实面源污染防治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主要粮食作

物 (水稻、 玉米、 小麦) 化肥、 农药利用率分

别为 ３５ ２％、 ３６ ６％ꎬ 分别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 ２ ２、
１ ６ 个百分点ꎮ 加强生态循环农业建设ꎬ 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实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奖励制度、 实施生态循环农业重点工程ꎬ 先后

建成国家级生态农业示范县 １００ 余个ꎬ 生态农业

示范点 ２０００ 多处ꎻ 在全国相继支持 ２ 个生态循

环农业试点省、 １０ 个循环农业示范市、 ２８３ 个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 １１００ 个美丽乡村建设ꎬ 已

初步形成了省、 市 (县)、 乡、 村、 基地五级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带动体系ꎮ 推进农村可再生能

源建设ꎬ 大力推广农村节能减排技术ꎬ 以沼气建

设为重点推进生态富民ꎬ 初步形成了户用沼气

和小型沼气、 规模化沼气集中供气以及生物天

然气工程试点项目协调推进的农村沼气格局ꎮ
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ꎮ 初步形成了教育培训、
规范管理、 政策扶持 “三位一体”ꎬ 生产经营

型、 专业技能型、 专业服务型 “三类协同”ꎬ 初

级、 中级、 高级 “三级贯通” 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制度ꎬ 探索形成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典型模式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全国 ４ 个省、 ２１ 个市和

４８７ 个县示范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ꎬ 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 １００ 万人ꎮ
六、 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ꎬ 推动机关

精神文明建设
文明单位是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平台ꎮ

农业部党组高度重视ꎬ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题ꎬ 以推进 “两个文明” 建设有机统

一为重点ꎬ 扎实开展机关文明单位创建ꎬ 着力打

造农业部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ꎮ
召开全国文明单位经验交流会ꎬ 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组织召开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荣获全国文明单

位授牌暨经验交流会ꎬ 展示其创建成果ꎬ 交流推

广创建经验ꎬ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进一步推

动各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ꎮ
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推进和谐机关建

设ꎮ 按照 «农业部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实施办法»
的规定ꎬ 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农业部文

明单位评选活动ꎬ 通过自评申报、 初审、 实地考

核及评选委员会评选ꎬ 并经部领导审定ꎬ 机关内

网上进行公示ꎬ 评选出 １６ 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农

业部文明单位ꎮ
积极开展经常性群众文体活动ꎬ 提升单位

凝聚力ꎮ 加强对农业部职工俱乐部的指导和管

理ꎬ 支持各俱乐部自主开展活动ꎬ 注重发挥职工

文体俱乐部作用ꎬ 丰富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ꎬ
营造积极向上、 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ꎮ ２０１５ 年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要求ꎬ 通过组织选拔

等程序ꎬ 分别由农业部职工俱乐部牵头组成了

广播操、 定点投篮、 足球射门、 乒乓球、 羽毛

球、 桥牌、 象棋、 飞镖、 拓展挑战、 太极拳等

１０ 个项目的代表队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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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会ꎬ 通过运动员的奋力拼搏ꎬ 农业部代

表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ꎮ 农业部直属机关工会

为落实党组为职工办实事的指示精神ꎬ 以培养

干部职工科学健康的生活锻炼习惯ꎬ 调节干部

职工身心ꎬ 缓解职工工作压力为出发点ꎬ 结合

２４ 节气相关知识的普及ꎬ ２０１５ 年继续在农业部

直属机关组织开展 “情牵魅力四季欢乐健走

万步” 为主题的职工健走活动ꎮ

(农业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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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ꎬ
广大文化工作者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ꎬ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取得新进展ꎬ 在丰富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ꎬ 文化领域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ꎮ
一、 艺术创作生产繁荣发展ꎬ 为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优秀文化产品
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重大扶

持工程和惠民展演展览活动效果显著ꎮ 舞台艺

术和美术创作空前活跃ꎬ 数量质量稳步提升ꎬ
涌现出一大批代表国家水准、 体现民族特色、
社会影响广泛、 深受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ꎮ 国

家艺术院团潜心创作ꎬ 集中推出了京剧 «西安

事变»、 话剧 «中华士兵»、 歌剧 «我的母亲叫

太行»、 芭蕾舞剧 «鹤魂»、 儿童剧 «红缨»
和音乐会 «国之瑰宝» «东方之声» «龙声华

韵»、 民族乐剧 «又见国乐» 等一批优秀文艺

作品ꎮ 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

划”ꎬ 开展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ꎬ 开展戏曲

剧本孵化计划ꎬ 扶持 “三个一批” 戏曲剧本 ２６
个、 “名家传戏” 师徒 １４１ 组ꎮ 实施中国民族

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工程ꎬ 扶持 “一带一路” 主

题采风创作项目 １６ 个ꎮ 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文艺晚

会 «胜利与和平» 等专题晚会和展览展演活

动ꎬ 鼓舞了士气ꎬ 凝聚了人心ꎮ
２.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 基

层惠民演出深受群众广泛欢迎ꎮ 文化部直属艺

术院团组织 １８６ 批次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ꎬ 开展

创作采风、 结对帮扶、 慰问演出等活动ꎮ 在各项

节庆展演活动中均突出文化惠民ꎬ 实行低票价ꎬ
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百元以下低价票占 ５０％以

上ꎬ 上座率普遍超过 ９０％ꎮ 复排民族经典歌剧

«白毛女»ꎬ 拍摄 ３Ｄ 舞台艺术片ꎬ 并开展全国巡

演、 电影公映和纪念座谈会等系列活动ꎬ 在延

安、 太原、 石家庄、 北京等 １０ 个城市共巡演 １９
场ꎮ 组织 ６０ 余个抗战题材的优秀剧目在 ７０ 余个

城市巡演 ３６０ 多场ꎬ 展出美术作品 ３００ 余件ꎬ 观

众约 ４０ 万人次ꎮ 开展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 第

三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 第八届全国儿童剧优

秀剧目展演、 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

等活动ꎬ 举办第六届中国昆剧艺术节、 第七届中

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ꎬ 开展公益性演出

１３００ 余场ꎬ 其中纯公益性演出 １５６ 场ꎬ 低票价

演出 １１４４ 场ꎬ 有力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ꎬ 把艺术和欢乐送到基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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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ꎬ 为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１. 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共建共享ꎬ

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ꎮ 加强各级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 设备配置ꎬ 国家、 省、 地

(市)、 县、 乡、 村 (社区) 六级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日益完善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国共建成

图书馆 ３１３９ 个ꎬ 其中省级馆 ３９ 个、 地 (市)
级馆 ３６５ 个、 县级馆 ２７３４ 个ꎻ 建成文化馆 ３３１５
个ꎬ 其中省级馆 ３１ 个、 地 (市) 级馆 ３５５ 个、
县级馆 ２９２９ 个ꎻ 建成乡镇 (街道) 文化站

４０９７６ 个ꎮ 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８３８４４ 万册ꎬ
总流通 ５８８９２ 万人次ꎻ 全国文化馆 (站) 开展

各类活动 １６６ ３９ 万次ꎬ 服务 ５４８２６ 万人次ꎮ 全

国 “三馆一站” 免费开放工作不断推进ꎬ 公共

文化机构服务人次大幅增加ꎬ 服务能力有较大

提高ꎮ
２.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ꎮ 出台

«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ꎬ 以全国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为主体的公共数字

文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ꎮ 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

３ ５５ 万个分中心、 支中心和乡镇 (街道) 基层

服务点以及 ７０ 万个村 (社区) 基层服务点ꎬ
资源总量达 ５３２ＴＢꎬ 初步建成了覆盖全社会的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ꎮ 建成地方特色资源项目

６１３ 个ꎬ 涵盖舞台艺术、 民间文化、 文物古迹、
地域文化等方面ꎬ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便

捷获取ꎮ 数字图书馆资源总量达 １１２９ＴＢꎬ 向各

地图书馆开放了总量超过 １３０ＴＢ 的中外文数字

资源ꎬ ３８ 家省级图书馆和 ４７３ 家地市级图书馆

参与建设ꎬ 基本实现公共数字图书馆全覆盖ꎮ
建成各级公共电子阅览室 ５５９１８ 个ꎬ 县级、 乡

级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ꎬ 为基层群众特别是未成

年人提供了绿色上网空间ꎮ
３. 群众文化活动更加丰富ꎮ 充分发挥 “群

星奖” 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带动群众文艺创作ꎮ
加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后续管理ꎬ 推

动民间特色文艺繁荣发展ꎮ 实施 “春雨工

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和 “大地情

深———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 示范项

目 １６５ 个ꎬ ５０００ 多名文化志愿者赴少数民族聚

居区、 贫困县举办各类活动 ４００ 多场ꎬ 服务群

众 ５０ 多万人次ꎮ 成功举办了中国老年合唱节、
中国少儿合唱节、 农民工音乐会等活动ꎬ 丰富

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活ꎮ
４. 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更加完善ꎮ

推动出台中办、 国办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和国办 «关于推进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ꎬ 印发

« “十三五” 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规划纲要» «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等公共文化服务政

策文件ꎬ 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ꎮ 发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作

用ꎬ 加强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ꎮ 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总分馆制、 流动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

务 “按需点单” 模式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项

目化运作、 参与式管理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有

益探索ꎬ 收到了实效ꎮ 通过举办示范性培训

班、 公共文化服务巡讲、 远程培训ꎬ 培训基

层文化队伍近 ４０ 万人ꎬ 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保

障进一步加强ꎮ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更加

深入ꎬ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厚滋养
１. 继续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ꎬ 加强文物

工作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的支

撑作用ꎮ 文物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

见证和重要载体ꎬ 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资

源所蕴含的优秀传统和时代价值ꎬ 引导人民树

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价值观、 文化观ꎬ 增

强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

信ꎮ 实施 ４０ 个抗战类国保单位维修项目ꎬ 完成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 阜新 “万人坑”
遗址等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提升工程ꎬ
１１３ 处抗战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对外

开放ꎮ “土司遗址” 成功申遗ꎬ 海上丝绸之路

申遗前期工作加紧推进ꎬ 首批 ５１ 个传统村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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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程全面完工ꎬ 启动第二批 １００ 个传统村落

保护利用项目ꎬ 推动国务院召开长城保护工作

会ꎬ 全面部署长城保护工作ꎬ 扎实推进 “平安

故宫” 工程、 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工程ꎬ 基本完

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文物认定工

作ꎮ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对接取

得新成效ꎬ 文博机构积极开发创意产品ꎬ 推动

文物资源走进生活、 生动呈现ꎬ 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ꎮ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提

高ꎮ 开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

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ꎬ 在全国范围内委托 ２３ 所

试点院校举办 ３３ 期研修培训班ꎬ 培训学员

１７００ 人ꎬ 帮助非遗传承人群提高了文化艺术素

养、 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ꎮ 在总结试点工作基

础上ꎬ 与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实施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通

知»ꎬ 正式启动大规模培训工作ꎮ 制定 «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

作规范»ꎬ 对 ３１８ 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开展了抢救性记录ꎮ 支持各地建设 ２３ 个非遗保

护利用设施ꎮ 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遗节ꎬ 开展第十个 “文化遗产日” 活动和 “我
们的家乡ꎬ 我们的节日” 春节文化活动ꎬ 进一

步提高了全民非遗保护意识ꎮ
３. 古籍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ꎮ 继续实施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

划”ꎬ 推进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建设ꎬ 推动海

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ꎮ 召开古籍

保护部际联席会议ꎬ 成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ꎬ
开展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评审ꎮ 启动中华珍贵典籍资源库、 国

家文献整理与研究计划ꎬ 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文库» 编纂工作ꎮ «清史» 已完成 １４４ 个

主体类审改项目ꎬ 举办清史工程优秀出版成果

展ꎬ 出版图书 ２００ 余种ꎮ 四是艺术职业院校传

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能力不断提升ꎮ 自 ２０１２ 年

起ꎬ 文化部联合教育部、 国家民委在全国范围

内面向职业院校遴选了两批共 １６２ 个民族文化

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ꎬ 包括民族工艺、 技艺

与表演三个方向ꎬ 全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文化部组织专家对民族音

乐与舞蹈示范专业点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与指

导ꎬ 进一步提升了艺术职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的能力ꎬ 推动了职业教育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相结合ꎬ 为民族特色产

业、 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ꎮ
四、 文化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迈入新

阶段ꎬ 为精神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１. 坚持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ꎬ

不断提高文化市场管理水平ꎮ 定向修改娱乐场

所、 营业性演出、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相关行

政法规ꎬ 修订美术品、 互联网文化等相关部门

规章ꎬ 印发 «关于落实 “先照后证” 改进文化

市场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ꎬ 落实先照后证ꎬ
取消场所总量布局要求和最低注册资本限制ꎬ
放宽准入限制ꎬ 简化审批材料ꎬ 加强审批规

范ꎬ 提高服务水平ꎮ 由自贸区试点向全国推开

对外开放政策ꎬ 解禁游戏游艺设备面向国内生

产和销售的 １３ 年行业禁令ꎮ 上网服务行业转型

升级由政府推动进入行业自觉的新阶段ꎬ 行业

发生显著变化ꎬ 市场环境逐步改善ꎬ 行业社会

形象大为改观ꎬ 新增投资 ２００ 多亿元ꎬ 营业收

入达到 ６００ 亿元ꎮ 文化娱乐游戏业转型升级工

作启动ꎮ
２. 文化市场监管得到加强ꎮ 改进内容管

理ꎬ 出台网络音乐、 网络游戏、 涉外演出、 艺

术品等行业内容管理新政策ꎮ 试点信用管理ꎬ
公布 ３８ 部网络动漫、 １２０ 首网络音乐和 １９ 家

上网服务场所等 ３ 批黑名单ꎬ 签订 «失信企业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ꎮ 加强网络

文化市场监管ꎬ 部署 ４ 批违法网络文化活动查

处工作ꎬ 依法给予 ６１ 家网络文化经营单位行政

处罚ꎬ 关停 １８ 家违法网站ꎮ 深化综合执法改

革ꎬ 提升执法队伍能力ꎬ 组织和支持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培训 ３１ 个班次ꎮ 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

管与服务平台在 ３５６ 个地市、 ３３２１ 个区县上线

使用ꎬ 覆盖率达 ９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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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产业进一步转型提质增效ꎬ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全面梳理各项文化产业政策落实情况ꎬ 积

极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建设ꎬ 推动国

家文化产业政策实验区试点ꎮ 开展拉动城乡居

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ꎬ 探索建立扩大文化消费

长效机制ꎮ 依托国家文化产业项目服务平台ꎬ
推进特色文化产业、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及藏羌

彝文化产业走廊等 ３ 个重点项目库建设ꎬ 遴选

入库项目达 １１８ 个ꎮ 联合财政部实施文化金融

扶持计划ꎬ 对 １３８ 个项目给予 １１ ８ 亿元资金支

持ꎮ 实施动漫品牌建设和保护计划ꎬ ６０ 个动漫

项目入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漫扶持计

划ꎬ 在用动漫讲好中国故事上有新提高ꎮ 促进

动漫与新媒体渠道对接ꎬ 助推 “互联网＋动漫”
发展ꎬ 推进数字内容产业发展ꎮ 在国际电信联

盟推出中国自主原创的手机动漫标准ꎬ 抢占国

际标准制定权ꎮ 发挥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

和恭王府管理中心等单位的引领示范作用ꎬ 加

大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推广力度ꎬ 文化产业创业

创意人才扶持计划、 重点文化设施经营管理人

才培养计划顺利实施ꎬ 第 １１ 届深圳文博会、 第

１０ 届义乌文交会、 第 １１ 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

博览会等重点展会专业化、 市场化、 国际化水

平不断提升ꎮ
六、 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ꎬ 为精神

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１.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ꎮ 各级文化行政

部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ꎬ 更加注重政策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ꎬ 宏观管理能

力和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ꎮ 按照政企分开、
政事分开的原则ꎬ 文化行政部门进一步实现了

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ꎬ 与所属的文化企事业

单位关系进一步理顺ꎮ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ꎬ 陆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２８ 项ꎬ 下放 １１
项ꎬ 划转 ５ 项ꎬ 仅保留 ４ 项行政许可项目ꎬ 取

消和下放的比例居国务院各部委前列ꎮ
２.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推进ꎮ 深

入推进文化事业单位人事、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

障制度改革ꎮ 对保留事业单位体制的院团以及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等单位ꎬ 推动其

完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ꎬ 增强发展活力ꎮ 推动

公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等组建理事会ꎬ
吸纳有关方面代表、 专业人士、 各界群众参与

管理ꎬ 健全决策、 执行和监督机制ꎮ

特色活动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ꎬ 要 “整合

基层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科学普及、 体育健

身等设施ꎬ 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ꎮ 推进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ꎬ 有利于完善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ꎬ 补齐短板ꎬ 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的 “最后一公里”ꎻ 有利于增加基层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ꎬ
充分发挥文化凝聚人心、 增进认同、 化解矛

盾、 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ꎻ 有利于统筹利用资

源ꎬ 促进共建共享ꎬ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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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ꎬ 提出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在全国范围的乡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普遍建成集宣传文化、 党员教育、 科

学普及、 普法教育、 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ꎬ
资源充足、 设备齐全、 服务规范、 保障有力、
群众满意度较高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和

场所ꎬ 形成一套符合实际、 运行良好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ꎬ 建立一支扎根基层、 专兼职结

合、 综合素质高的基层文化队伍ꎬ 使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ꎬ 成为党和政府联

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ꎬ 成为基层党组织凝聚、
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ꎮ

文化部积极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 精神ꎬ
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有效整合和统筹利用ꎬ
坚持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ꎬ 健全设施运行

管理和服务标准ꎬ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 管理和服务水平ꎮ 开展基层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试点工作ꎬ 在全国确定了 １０ 个国家级和

６０ 多个省级试点地区ꎮ 各地按照总体部署ꎬ 结

合实际ꎬ 突出基层文化中心的综合性定位ꎬ 在

整合资源、 提高效率上下功夫ꎬ 积极探索符合

各地实际的中心建设模式ꎬ 如浙江在全省建设

了 ３４００ 多个文化礼堂ꎬ 安徽选择 １００ 个中心村

作为试点兴建农民文化乐园ꎬ 山东建设贫困村

文化大院ꎬ 甘肃打造 “乡村大舞台”ꎬ 江苏镇

江组建 “１＋Ｘ” 服务中心ꎬ 广东中山建设 “２＋
８＋Ｎ” 社区综合文化中心ꎬ 广西来宾开展 “五
个一”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ꎬ 等等ꎬ 都取得

了较好成效ꎮ

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ꎬ 是实现公

共文化服务从系统内 “小循环” 到政府、 社

会、 市场 “大循环” 的有效途径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 财政部、 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做好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ꎬ 并公布了 «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ꎮ
«意见» 明确规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的购买主体、 承接主体、 购买内容、 购

买程序、 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等ꎮ 通过引入竞

争机制ꎬ 充分发挥市场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

置中的积极作用ꎬ 创新供给方式、 丰富供给内

容、 提高供给质量、 降低供给成本ꎬ 优化资源

配置ꎬ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实际

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ꎬ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

能ꎮ 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ꎬ
有利于构建多层次、 多渠道的文化服务供给机

制ꎬ 推动政府文化投入方式转变ꎬ 有效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ꎬ 对于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

政府、 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 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ꎮ
文化部积极推动 «意见» 贯彻落实ꎬ 精心

做好 «意见» 解读ꎬ 完善工作沟通协调机制ꎬ
召开工作座谈会暨经验交流会ꎬ 指导各地制定

符合本地特点的指导性目录和具体购买目录ꎬ
推动各地切实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国共有 ２５
个省 (区、 市) 正式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文件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各地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累计投入超过 ２０ 亿元ꎮ
各地积极谋划ꎬ 高度重视ꎬ 积极推进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工作ꎬ 在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构

建经费保障机制、 增加服务产品供给、 强化监

督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如江苏

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 设立专项资金、 规范购

买流程ꎬ 累计投入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各类公共文化

服务ꎬ 全省各地积极探索ꎬ 政策保障、 资金配

备、 机制建设等方面亮点频现ꎻ 吉林设立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 １８００ 万元ꎬ 专项用

于全省下基层演出ꎻ 山西每年从省财政安排

１０００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省级购买公共演出服

务ꎬ 并带动省内部分地市设立了专项资金ꎮ 各

级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ꎬ 为老百姓提供

了优质文化产品ꎬ 有力地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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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
广场舞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化体育活

动ꎬ 近年来在全国蓬勃开展ꎬ 成为全民性群众

文化活动ꎬ 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和社会普遍关

注ꎮ 为加强政策指导ꎬ 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ꎬ 文化部会同国家体育总

局、 民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印发了

«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 (以下

简称 «通知» )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正式印发ꎮ
«通知» 坚持问题导向ꎬ 回应社会关切ꎬ 既充

分肯定了广场舞活动的积极作用和独特价值ꎬ
又深入分析了当前广场舞活动存在的主要问

题ꎬ 并从优化服务、 加强引导、 创新管理入

手ꎬ 提出了一系列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

具体举措ꎮ «通知» 要求各地为广场舞活动创

造良好条件ꎬ 为基层群众就近方便地提供广场

舞活动场地ꎻ 要求公共文化体育单位充分发挥

骨干作用ꎬ 为群众开展广场舞活动提供优质服

务ꎻ 强调运用现代治理理念ꎬ 将广场舞活动纳

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ꎮ
各地政府、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按照 «通

知» 要求ꎬ 认真部署、 加强保障ꎬ 各级公共文

化机构和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勇于担当、 积极

行动ꎬ 共同推动政策落地ꎬ 加强规范引导ꎬ 积

极探索创新ꎬ 在引导广场舞健康开展、 化解广

场舞扰民问题方面取得显著成效ꎮ 上海市闵行

区以政府实事项目的形式推进市民文化广场设

施改造项目ꎬ 增加公共空间资源供给ꎬ 解决公

共空间资源供需矛盾ꎬ 赢得了市民群众的认

同ꎬ 提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ꎮ 浙江省舟山市提

出了 “以服务促规范ꎬ 以指导促提升” 的全新

管理理念ꎬ 正式成立了舟山市广场舞指导中

心ꎬ 目前已拥有会员队伍 ２００ 多支、 会员 ６０００
余名ꎬ 使全市广场舞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ꎬ
实现 “零投诉”ꎮ 成都市温江区成立了群众广

场舞协会ꎬ 出台了 «温江区广场健身文明公

约»ꎬ 建立了广场舞团队管理档案制、 登记备

案制、 挂牌上岗制、 星级评定制等相关管理体

系ꎬ 实行 “三位一体＋五化联动” 管理模式ꎬ
增强广场舞协会等社会组织自主管理、 民主协

商的意识ꎬ 共同构建和谐社会ꎮ 湖北省连续两

年组织开展 “文化力量民间精彩” 全省群众

广场舞展演活动ꎬ 采取乡镇 (街道)、 县 (市、
区)、 市 (州) 逐级展演的方式ꎬ 层层选拔、
组队ꎬ ２０１５ 年共吸引 ８１５７ 支广场舞团队、 ４０
多万广场舞爱好者参加ꎬ 观众人数逾 ４００ 万人

次ꎬ 媒体广泛报道ꎬ 展现了广大群众热爱生

活、 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ꎮ

(文化部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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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
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国家卫生计生委文明委按照中央

文明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ꎬ 以践行 “三严三实”、 推动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为重点ꎬ 不断提高职工文明素质

和单位文明程度ꎬ 为全面推进卫生计生事业改

革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践行 “三严三实”
１. 切实把牢思想的 “总开关”ꎮ 把学习宣

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ꎬ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结合

实际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党组带头落实中心组学习制度ꎬ 组织开展集中

学习活动 ５ 次ꎬ 推荐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等

８ 本学习用书ꎬ 发放学习书籍 １３００ 多册ꎮ 按计

划开展 “面对面大讲堂” 和 “读讲一本书” 活

动ꎬ 开展 “面对面大讲堂” 学习活动 ６ 次ꎬ 开

展委直属机关 ２０１５ 年 “读讲一本书” 活动并

进行巡讲ꎮ 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开展有关纪念活动ꎬ
慰问抗战老战士和老同志ꎮ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请中央宣讲团同志

讲课ꎬ 举办司、 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ꎬ 对各级

党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好五中全会精神作出具体

安排ꎮ
２. 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ꎮ 国家卫

生计生委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ꎬ 坚

持以上率下ꎬ 党组成员和各级党组织书记都为

党员干部讲党课ꎮ 委党组中心组举行 ３ 次学习

研讨ꎬ 召开 ７ 次座谈会ꎬ 当面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建议ꎬ 书面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内外群众的

意见建议ꎮ 党组成员之间、 党组成员与分管单

位负责同志开展了恳切的谈心谈话ꎬ 本着对

党、 对事业、 对组织、 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

度ꎬ 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ꎬ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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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批评ꎬ 查摆自身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ꎬ
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ꎬ 增强了自觉践行 “三严

三实” 的思想和行动自觉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直

属机关各单位扎实开展专题教育ꎬ 党员干部的

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ꎬ 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ꎮ
３.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ꎮ 加强制度

建设ꎬ 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ꎬ 国家卫生计生

委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 印发了 «国
家卫生计生委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实施

意见»ꎬ 对总体要求、 主要任务和组织领导作

出了明确规定ꎮ 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 «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ꎮ 举办了 ２０１５ 年委直属机关党务干部培

训班ꎬ 推动落实从严治党实施意见ꎮ 认真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ꎬ 卫生计生委党组创新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机制ꎬ 将原有 １３
个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的议事协

调机构整合ꎬ 成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领导小组ꎬ 下设政务公开、 干部监督、 政府采

购和经济责任审计、 行政审批、 纠风、 综合监

督、 药品集中采购、 因公出国 (境) 管理、 巡

视工作 ９ 个专项小组和办公室ꎮ 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ꎬ 制定关于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ꎬ 制定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和责任追究实施办法ꎬ 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暨惩防体系建设检查考

核ꎮ 积极推动简政放权ꎬ 取消或下放委本级行

政审批项 ９ 项ꎻ 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

事项 １１ 项ꎬ 合并 ３ 项ꎻ 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取消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１１ 项ꎻ 拟定 １３ 项委本级行

政审批事项的服务指南和工作规则ꎬ 实行 “一
个窗口对外服务”ꎮ

二、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持续在全行业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
１. 开展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举办了卫

生计生系统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培训班ꎬ 总

结、 交流卫生计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

验ꎬ 开展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专题培训ꎬ 对

进一步做好卫生计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

出了部署ꎮ 开展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课题研

究ꎮ 继续开展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

巡回报告活动ꎬ 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 ８ 个报告

团ꎬ 在 １８ 个省份和军队、 武警部队开展了巡回

报告ꎬ 实现了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活动全覆

盖ꎮ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ꎬ 全国卫生计生

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

福建古田召开ꎬ 会议印发了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党组关于加强和改进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治工

作的指导意见»ꎮ
２. 开展服务群众活动ꎮ 全国卫生计生机

构广泛开展 “三好一满意” 等服务群众的活

动ꎮ 连续第三年组织开展 “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 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活动ꎬ 活动累计服

务群众 １２００ 万人次ꎮ 实施 “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ꎬ 实行预约就诊ꎬ 优化流程ꎬ
改善环境ꎬ 推广优质护理服务ꎬ 就医秩序得

到改观ꎬ 群众获得感增强ꎬ 医患关系持续改

善ꎮ 开展 “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活

动ꎬ 遴选出首批 １３００ 所 “群众满意的乡镇卫

生院”ꎮ 深入开展对口支援ꎬ 促进县级医院综

合能力提升ꎮ 深入落实援藏、 援疆任务ꎬ 认

真落实吕梁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任务ꎬ
派出 “国家医疗队” 到 １４ 个省份民族地区巡

回医疗ꎮ
３. 开展直属机关文明创建活动ꎮ 举办庆祝

建党 ９４ 周年暨 “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ꎮ 表彰

优秀共产党员 ３２１ 名ꎬ 优秀党务工作者 １４８ 名ꎬ
先进基层党组织 ９８ 个ꎮ 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国家

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文明单位 (司局) 评选活

动ꎬ 评选出 ９ 个文明司局、 ８ 个文明单位ꎻ 组

织开展委机关文明处室评选活动ꎬ 评选出 ３３ 个

文明处室ꎮ 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ꎬ
发挥 “群团之家” 网络信息平台作用ꎬ 推动工

青妇组织开展多项文体、 公益活动ꎬ 关心职工

生活ꎬ 积极开展阳光助学ꎬ 走访慰问困难职

工ꎮ 成功举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第一届职工运动

会ꎬ 历时 ６ 个月ꎬ 近 ４０ 个单位、 ６０００ 余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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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参赛ꎮ
三、 立足服务人民健康ꎬ 围绕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落实深化改革各项任务
２０１５ 年的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

决策部署ꎬ 聚焦重点难点ꎬ 加强政策设计ꎬ 推

动完成 “十二五” 期间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

目标任务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建立委领导医改重

点联系省工作机制ꎬ 派出司局级干部 “蹲点

式” 督导ꎬ 确保重点改革政策措施落地ꎮ 深化

医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明显成效ꎬ 国家层面密

集出台了 ２０ 多个深化医改政策文件ꎬ 顶层设计

更加完善ꎬ 实施路径更加清晰ꎻ 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 １００ 个ꎻ 全民基本医保参

保率稳定在 ９５％以上ꎬ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３８０ 元ꎬ 政策范围内

门诊和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 ５０％和 ７５％
左右ꎻ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参保居民超

过 １０ 亿人ꎬ 报销比例不低于 ５０％ꎻ ２９ 个省份

开展居民健康卡应用试点ꎻ 民营医院占医院总

数的比重超过 ５１％ꎬ 门诊量已占到全国门诊总

量的 ２２％ꎬ 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ꎻ 社会卫生

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３９００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４％ꎮ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ꎬ 平稳实施单

独两孩政策ꎬ 释放了部分生育势能ꎬ 积累了经

验ꎬ 为启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奠定了基础ꎻ 以

改革生育服务证制度为抓手ꎬ 推行承诺制、 网

上办理等便民措施ꎻ 确定了首批 ３２ 个全国创建

幸福家庭活动示范市ꎻ 稳妥实施资源整合ꎬ 新

型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正在形成ꎬ １１００
多万名计划怀孕夫妇获得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服务ꎬ 预防艾滋病、 梅毒、 乙肝母婴传播工

作覆盖所有县 (市、 区)ꎬ 世界卫生组织将中

国评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ꎮ 圆满完成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国内防控和援非抗疫两条战线的任

务ꎬ 实现 “零输入、 零感染”ꎮ 深化中医药改

革ꎬ 加快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ꎬ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面完成ꎬ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 ２０１５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ꎬ 实现了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零的突

破ꎮ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覆盖 ８０％县区ꎬ 群

众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素养进一步提高ꎮ “十
二五” 规划健康指标全面完成ꎬ 居民健康水平

总体上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ꎮ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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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
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人民银行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

照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安排部署ꎬ
结合人民银行工作实际ꎬ 坚持围绕中心ꎬ 服务

大局ꎬ 改革创新ꎬ 认真抓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建设、 文明单位创

建、 志愿服务、 央行文化建设等活动ꎬ 为更好

履行央行职责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

撑ꎬ 营造了团结和谐、 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ꎮ
一、 在融入贯穿、 落细落小落实上下

功夫ꎬ 深入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作
一是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调研工作ꎬ 先后深入南京、 武汉、 广州分行辖

区ꎬ 召开 ５ 次座谈会ꎬ 听取 ３３ 个中心支行的工

作情况汇报ꎬ 形成了 «人民银行系统开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工作情况调研报告»ꎬ
并针对存在问题ꎬ 研究制定了加强和改进

措施ꎮ

二是以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为重点ꎬ
在人民银行系统组织开展 “我们的价值观、 我

践行” 活动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ꎬ 切实深入工作、 生活之中ꎮ

三是组织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专题宣传ꎬ 通过内外网、 内部刊物等媒

体ꎬ 大力宣传人民银行系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经验和故事ꎮ 共宣传了 ２２ 个

单位创新工作做法、 ３２ 个典型故事ꎮ 在 «金融

时报» 刊发了人民银行系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纪实报道 «播下和谐向上的

种子»ꎮ
四是利用召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座谈会时

机ꎬ 对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促进工作履职进行研究讨论ꎬ 为推

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打下了

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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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丰富创建内涵ꎬ 深入推进文明单

位创建活动
一是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总结考核工

作ꎮ 组织干部职工进一步学习 «中国人民银行

文明单位建设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

法» )、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单位建设量化考评

办法»ꎬ 切实把握创建工作的指导思想、 内容

任务、 工作重点和标准要求ꎮ 制定了人民银行

系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文明单位评选表彰实施方

案ꎬ 印发了 «关于开展人民银行系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度文明单位创建活动总结考核工作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 以

下简称 «通知» )ꎮ 按照 «通知» 要求ꎬ 自下

而上认真开展了文明单位创建总结考核工作ꎮ
采取审核材料、 组织现场抽查考核、 总行文明

委研究、 公示、 总行党委审定等程序ꎬ 评选表

彰了 １１４ 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总行级文明单位ꎮ
二是加强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探索研究ꎮ 采

取书面和现场调研、 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式ꎬ
组织开展如何发挥文明单位创建对 “抓班子、
带队伍、 促履职” 重要作用的研究工作ꎮ 总行

召开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座谈会ꎬ 回顾总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文明单位创建工作ꎬ 认真分析

创建形势ꎬ 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研究推进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创建工作的措施ꎬ 行领导作重要

讲话ꎬ 对进一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出要

求ꎮ 开展了总行机关、 直属企事业单位文明单位

创建工作管理机制的研究ꎬ 取得了初步成果ꎮ
三是围绕中心工作和履职ꎬ 开展多种形式

的创建活动ꎮ 按照丰富创建内容、 提升创建质

量、 推动履职能力不断提升的思路ꎬ 在文明单

位创建中重点开展好 “五个一” 活动ꎮ 围绕努

力建设善于学习、 开拓创新、 勤政廉政、 战斗

力强的领导集体的目标ꎬ 以开展中心组学习、
建设学习型组织、 健全制度等活动ꎬ 加强党委

(党组)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廉政建设、 制

度建设ꎬ 使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ꎮ 通

过领导干部大讲堂、 专家辅导、 专题培训、 知

识竞赛、 课题研究、 开展活动等形式ꎬ 不断提

升干部职工履职能力和履职水平ꎬ 推动了贯彻

执行宏观金融政策、 维护金融稳定、 提供金融

服务等重要职责的有效落实ꎮ
四是实行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电子化管理ꎬ

研究制定 «综合办公服务管理系统———人民银

行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管理应用» 使用规定 (暂
行)ꎬ 规范人民银行创建管理系统操作使用ꎮ
以上报创建工作书面材料的形式ꎬ 检查、 了解

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以上 ３６ 家分支机构新一轮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情况ꎬ 并在 «宣传工作通

讯» 进行了通报ꎮ 编写出版了 «中国人民银行

文明单位建设实用手册»ꎮ
三、 丰富活动载体ꎬ 切实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
一是继续抓好道德讲堂建设ꎮ 主要是在不

断创新、 广泛参与、 加强规范、 扩大影响上下

功夫ꎬ 使道德讲堂成为吸引干部职工自觉加强

道德修养的大课堂ꎮ 人民银行文明办采取组织

宣传干部培训、 推广交流好的经验做法等方

式ꎬ 推动道德讲堂建设ꎮ 各分支机构针对思想

道德上存在的问题ꎬ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涵ꎬ 区分不同主题ꎬ 采取邀请道德模范讲、
身边好人讲、 普通职工讲等形式ꎬ 积极开展道

德讲堂建设ꎬ 使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ꎬ
自觉产生认知认同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人民银行系统全

年共组织开展道德讲堂 ３５００ 余次ꎮ
二是继续深入推进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

好人” 活动ꎮ 创新活动形式ꎬ 及时发现并大力

宣传干部职工当中的凡人善举ꎬ 大力宣传身边

典型ꎮ 在组织开展活动中ꎬ 把向当地推荐道德

模范与开展评选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身边的榜样” 等活动结合起来ꎬ 采取多种形

式ꎬ 引导干部职工向道德模范学习ꎮ 据统计ꎬ
人民银行系统共向所在地文明办推荐道德模范

候选人 ３５０ 名ꎬ 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

保卫科干部敖其尔被内蒙古自治区组委会推荐

为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ꎬ 并获得了 “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 提名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人民银行系统各级分支机构共评选出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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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进典型 ２９８２ 人ꎬ 作现场报告 ７９６ 场ꎮ 这些

身边典型成为干部职工看得见、 学得着的 “身
边好人”ꎮ

三是开展 “家风、 行风伴我行” 活动ꎮ 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教育、 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

品德教育以及央行优良传统教育等融入贯穿于

家风、 行风建设中ꎬ 从 “过去、 现在、 未来”
的视角ꎬ 挖掘好的家风、 行风ꎬ 以身边人、 身

边事为对象ꎬ 通过开展 “讲家风、 行风” “晒
家风、 行风” “评家风、 行风” 等活动ꎬ 建设

干部职工共同的精神家园ꎬ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和央行优良传统ꎮ
四是充分发挥公德基金褒奖善行义举和扶

危济困作用ꎮ 评选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德

奖ꎬ 用公德基金奖励公德奖获得者ꎬ 并利用内

网、 板报、 «金融时报» 等形式宣传公德奖获得

者的先进事迹ꎮ 及时做好公德基金资助工作ꎬ 使

用公德基金资助人民银行系统特困在职职工ꎮ
四、 坚持 “常态化”ꎬ 深入推进志愿

服务活动
一是制作 “爱心献社会ꎬ 真情暖人间———

志愿服务之花在央行绚烂绽放” 宣传板报ꎬ 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成果展ꎬ 宣传开展志愿

服务的经验做法和先进事迹ꎬ 激发广大干部职

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ꎮ
二是开展经常性活动ꎮ 以关爱他人和金融

知识宣传、 金融服务为主要内容ꎬ 根据实际ꎬ
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 进乡村、 进学校、 进市

场 (城乡商品市场) 的 “四进” 活动和以

“关爱他人” 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取得了

良好效果ꎮ
三是抓住时机开展活动ꎮ 在 ３ 月 ５ 日等时

机组织志愿服务队和志愿服务小组ꎬ 集中组织

开展了金融知识宣传和为留守儿童、 贫困学

生、 低保困难家庭献爱心等活动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ꎬ 人民银行系统共组织开展金融知识宣

传、 关爱他人等集中性志愿服务活动 ７０００
余次ꎮ

五、 以探索岗位文化建设为重点ꎬ 抓

好央行精神和岗位工作理念 “落地” 工作
人民银行系统以推动央行精神和工作理念

在岗位落实为重点ꎬ 开展主题实践、 岗位规

范、 典型示范等多种形式的活动ꎮ 各分支行在

实践中ꎬ 根据本单位实际ꎬ 开展具有独具特色

的央行文化建设ꎬ 探索出了 “执行文化” “家
文化” “岗位文化” “部门文化” 等ꎬ 推动央

行文化有效落实ꎮ 开展以 “珍爱岗位我最

‘诚’、 习练业务我最 ‘精’、 岗位履责我最

‘优’、 风险防范我最 ‘严’、 为民服务我最

‘实’ ” 的 “五最” 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岗位文

化建设活动ꎬ 使央行精神和岗位工作理念真正

落到了实处ꎮ 以 “长根、 聚心、 铸魂” 为重

点ꎬ 在春节、 元宵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

节期间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大力开展 “我们的节

日” 活动ꎬ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ꎬ 活跃基层行文

化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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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色” 品牌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ꎬ 倾

力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 “五色” 彩虹志愿者

服务品牌ꎮ 金、 绿、 红、 橙、 黄五色似一道彩

虹ꎬ 串起了 “金融宣传、 节能环保、 应急救

援、 扶贫助弱、 文明服务” 五大志愿服务领

域ꎬ 实现了弘扬志愿精神与履职实际、 社会责

任的有机融合ꎬ 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ꎮ
开展 “金” 色志愿服务———传播金融知识

和技能ꎮ 金色是人民银行履职本色ꎮ 各单位充

分发挥人民银行职能作用ꎬ 引导广大志愿者宣

传货币政策知识、 金融产品、 金融业务、 金融

服务知识ꎬ 为国家金融政策的贯彻执行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ꎮ 在固定宣传日ꎬ 持续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ꎮ 每年 “３１５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６１４ 信用记录关爱日” “１２４ 法制宣传

日”ꎬ 在火车站、 汽车站和公交站等人员集中

的交通枢纽ꎬ 央行志愿者以专业的素养ꎬ 发放

宣传资料ꎬ 进行现场解答ꎬ 传播金融知识ꎬ 开

展金融服务ꎮ
开展 “绿” 色志愿服务———关爱生态环

境ꎮ 绿色代表生命ꎬ 积极组织央行志愿者大力

开展 “关爱山川” “清洁家园” “低碳节能”
等志愿服务ꎬ 用实际行动唤起公众对保护自然

的认识ꎬ 共同营造天蓝、 水清、 地绿的生态环

境ꎮ 持续开展 “关爱山川河流我们在行动” 活

动ꎬ 每年植树节倡议 “栽种一棵树奉献一份

绿” 志愿活动ꎮ 坚持开展 “节约能源从我做

起、 从点滴做起” “清洁环保骑行” “我为青山

绿水出把力” “饮水思源环保行” 等行动ꎬ 宣

传倡导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理念和健康低

碳的工作、 生活方式ꎮ

开展 “红” 色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增强

责任意识ꎮ 红色象征责任ꎮ 央行志愿者充分助力

应急知识宣传周活动ꎬ 学习 «国家突发事件应

对法» «安全防范知识» 手册等法律法规知识ꎬ
宣传有关金融突发事件应急知识、 Ｈ７Ｎ９ 禽流感

防控知识ꎬ 广泛普及防灾避害、 疏散安置、 急救

技能等应急处置知识ꎬ 提高社会和公民的应急

处置能力ꎮ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灭火器使用

知识培训ꎬ 举办消防逃生演练活动ꎬ 积极参与

“６２６” 禁毒宣传活动ꎮ 响应国家义务献血的

号召ꎬ 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 “无偿献血献爱心、
志愿服务献真情” 主题活动中ꎬ 培育 “我为人

人、 人人为我” 的良好风尚ꎮ
开展 “橙” 色志愿服务———扶贫助弱奉献

爱心ꎮ 橙色带来温暖ꎬ 组织央行志愿者扎实开

展关爱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农民工、 残疾人

和低收入等弱势群体志愿服务活动ꎬ 深入扶贫

村开展助教、 助学、 助弱、 助困活动ꎬ 给弱势

群体送去温暖ꎮ 比如: 女职工志愿服务队、 离

退休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了解空巢

老人的生活和健康情况ꎬ 帮助料理家务、 代购

物品、 打扫卫生ꎬ 在春节、 中秋、 重阳等节假

日上门开展慰问活动ꎬ 给空巢老人送去温暖ꎮ
开展 “黄” 色志愿服务———文明窗口提升

服务水平ꎮ 黄色代表快捷ꎬ 组织央行志愿者紧

紧围绕 “讲文明、 树新风” 活动ꎬ 建立为民服

务机制ꎬ 开展窗口志愿者服务ꎬ 为客户提供快

捷服务ꎬ 有效提高了服务质量ꎬ 维护了金融消

费者权益ꎮ 窗口服务部门主动设立监督电话和

业务宣传牌ꎬ 公开办事程序ꎬ 公布规范服务标

准ꎬ 推行服务承诺ꎬ 延伸服务半径ꎻ 组织银行

业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兑零兑残便民服务ꎻ 外

汇窗口部门通过探索 “综合柜员制”ꎬ 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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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ꎬ 提高窗口服务效率ꎻ 货币发行、 征

信等窗口部门开展了 “亮标准、 亮身份、 亮承

诺” 活动ꎬ 开设 “残损人民币兑换窗口”ꎬ 为

社会公众提供残损币鉴定兑换服务ꎬ 提升了窗

口部门的服务水平ꎮ

开展 “家风行风伴我行”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在 ２０１５ 年新春团拜会上提出的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要求ꎬ 为深入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ꎬ 结合实际ꎬ
采取 “讲、 晒、 评、 宣” 的方式ꎬ 在全系统开

展了 “家风行风伴我行” 主题实践活动ꎬ 取得

了明显成效ꎮ
“讲”ꎬ 就是讲家风、 行风故事ꎮ 通过故事

会、 演讲比赛、 道德讲堂等ꎬ 让干部职工讲述

自己的家风和行风故事ꎬ 用身边人、 身边事感

染和教育大家ꎬ 开展家风传承和行风行史教

育ꎮ 如: 举办 “晒家风树行风” 故事会ꎬ 组

织职工讲述自己家庭和工作故事ꎬ 激发干部职

工的情感共鸣ꎮ 领导干部带头把自己的家风故

事和工作体会与大家分享ꎬ 带动了更多的职工

积极参与ꎮ
“晒”ꎬ 就是晒家训、 亮行训ꎮ 组织干部职

工围绕家训、 行训等内容进行书法、 美术、 摄

影、 征文等创作ꎬ 并通过刊物、 微信群、 内

网、 宣传栏等多种载体展示优秀作品ꎮ 如举办

“晒家风写家信” 活动ꎬ 让职工拿起纸笔ꎬ
书写对家风传承的责任ꎻ 举办 “颂家书忆抗

战” 主题活动ꎬ 在传颂优良家风的同时不忘革

命传统教育ꎻ 开展行训和岗位履职理念征集活

动ꎬ 重温建行、 兴行的峥嵘岁月ꎮ
“评”ꎬ 就是评选 “最美家庭” 和 “最佳

行训”ꎮ 寻找、 征集职工和单位的 “家规” “行
训”ꎬ 进行整理编辑ꎬ 汇编成电子书下发ꎬ 并

在各单位推荐评选的基础上ꎬ 通过公众投票、
集中评审等方式ꎬ 评选产生 “最美家庭” 和

“最佳行训”ꎮ
“宣”ꎬ 就是注重宣传ꎬ 为活动开展营造良

好氛围ꎮ 在利用内部刊物进行宣传的同时ꎬ 充分

利用内部网页和微信群等现代媒介及时进行活

动经验做法宣传ꎮ 开发了 “最美家庭” 和 “最
佳行训” 微信公众投票平台ꎬ 让干部职工随时

登录参与评选、 发表评论ꎬ 还可以转发投票链

接ꎬ 发动身边人学习传播 “最美家庭” 故事ꎮ
据统计ꎬ 共有 ５０ 余万人次点击访问了微信投票

平台ꎬ ５ 万多人进行了投票ꎬ 评论 ２ 万多条ꎮ
“家风行风伴我行” 活动开展一年多来ꎬ

人民银行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取得了

积极成效ꎮ 一是干部职工接受了丰润的道德滋

养ꎬ 文明素质和道德修养进一步提升ꎮ 通过寻

找和梳理家规家训ꎬ 讲述和聆听优秀家风故

事ꎬ 评选和宣传最美家庭ꎬ 干部职工感受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髓ꎬ 重新拾起沉淀在记忆中的

美德ꎬ 自觉把家训、 家规作为对社会、 对单位

的承诺来约束自己的行为ꎬ 崇德向善、 知荣明

耻的风气和价值取向得到激发ꎮ 二是人民银行

系统行风建设进一步向纵深拓展ꎬ 各单位结合

实际总结提炼出富有特色的工作理念ꎬ 引导广

大干部职工发扬央行优良传统ꎬ 立足岗位ꎬ 敬

业奉献ꎬ 切实履职ꎬ 作出了一批被各级党委政

府高度评价、 被社会各界广泛赞扬的亮点工

作ꎬ 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ꎮ 三是涌现

出了一批孝老爱亲、 爱岗敬业、 助人为乐ꎬ 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通央行职工代

表ꎬ 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ꎮ

开展学习宣传 “微故事” 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为树立身边学习标杆ꎬ 激励

干部职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组织

开展了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微故

事” 活动ꎬ 取得了扎实效果ꎮ
挖掘创作 “微故事”ꎮ 为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由抽象的概念变为可见、 可学、 可做的

生动鲜活事例ꎬ 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ꎬ
人民银行通过开展征文竞赛、 故事会、 读写体

验活动等ꎬ 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寻找挖掘身边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微事迹”ꎬ 创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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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微故事”ꎮ 在人物的典型性上ꎬ 注重聚焦

时代特征ꎬ 要求先进人物、 事迹在道德实践方

面表现较为突出ꎬ 生动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某一具体规范要求ꎮ 在故事的真实性

上ꎬ 坚持把好正能量关口ꎬ 强调 “微故事” 内

容必须是干部职工亲身经历或身边同事的真人

真事ꎬ 并将真实性作为主题活动评比的重要依

据ꎮ 在故事的生动性上ꎬ 大力倡导关注点下

移ꎬ 号召广大干部职工面向基层、 立足一线ꎬ
在同事中推选好人ꎬ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发现

好事ꎬ 真正把干部职工中 “接地气” “有底气”
的微故事挖掘创作出来ꎮ

组织评选 “微故事”ꎮ 各级行以召开学习

会、 宣讲比赛、 网上评议、 评审组审定等方

式ꎬ 组织干部职工评选央行 “微故事”ꎮ 分层

次开展了 “弘扬核心价值观 　 讲好央行微故

事” 宣讲比赛ꎬ 通过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宣讲

形式、 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 生动鲜活的典型

事例ꎬ 评选干部职工熟悉、 认可的 “最美人

物”ꎬ 倡导干部职工身边的 “凡人善举”ꎮ 比

如: 武汉分行经过初审、 网上投票、 部门评审

以及评审组审定四个步骤ꎬ 全辖推选出 ４５ 个优

秀 “微故事”ꎮ
学习宣传 “微故事”ꎮ 在人民银行内部网

页开展 «央行微故事专题» 宣传ꎬ 集中展示推

荐 “微故事” 作品ꎮ ２０１５ 年总行共推介宣传了

３２ 个 “微故事”ꎮ 以宣传思想工作微信群为载

体ꎬ 制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微故事”

专题ꎬ 通过朋友圈转发及点赞分享的方式ꎬ 广

泛传播和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事

迹ꎮ 组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微故事” 宣讲

团ꎬ 引入沙画、 漫画、 视频短片、 ＰＰＴ 幻灯片

等多种辅助手段ꎬ 使 “微故事” 宣讲精彩纷

呈ꎮ 制作 «践行核心价值观 　 讲好央行微故

事» 电子书ꎬ 对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集中

展示、 宣传ꎬ 深化干部职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精神感知和形象感悟ꎬ 实现了 “点亮一

盏灯、 照亮一大片ꎬ 树立一个人、 带动一群

人” 的效果ꎮ
倡导践行 “微故事”ꎮ 以 “微故事” 为基

础ꎬ 充分挖掘干部职工情感的共鸣点ꎬ 找准知

行合一的契合点ꎬ 激活学习践行的兴奋点ꎬ 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 入心、 入行ꎮ 各级

行开展 “学习微故事、 争当践行标兵” “学先

进、 当标杆” 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激

励干部职工以身边的榜样为标杆ꎬ 在为他人送

温暖、 为社会献爱心、 为央行作贡献的过程中

提高精神境界、 培育文明风尚ꎬ 实现价值追

求ꎬ 使比学赶超身边的央行榜样、 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干部职工的自觉追求ꎮ
高效履职、 惠及民生、 回报社会的先进事迹纷

纷涌现ꎬ 干部职工身边看得见、 摸得着、 学得

到的典型人物层出不穷ꎮ

(中国人民银行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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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
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ꎬ 各中央企业党委 (组)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扎实推进中央

企业精神文明建设ꎬ 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ꎬ 扎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 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统一思想、 谋

划工作ꎮ 各中央企业党委 (党组) 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中心组学习和形势

任务教育的重要内容ꎬ 结合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通过专题讲座、 专题研讨、 座谈交

流等形式大力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活动ꎬ 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

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ꎬ 以严的标

准、 实的作风抓好精神文明建设ꎮ 特别是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

志愿服务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先进代

表时的讲话精神ꎬ 切实推进中央企业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ꎮ
２. 总结经验ꎬ 加强交流ꎬ 不断提升央企文

明创建整体水平ꎮ 结合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评

选ꎬ 由国务院国资委文明委、 文明办领导带

队ꎬ 专题调研指导京内外数十家中央企业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ꎬ 总结创建经验ꎬ 挖掘和树立先

进典型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上ꎬ 由国务

院国资委文明委推荐的航天科技第六研究院代

表全国 ２２４２ 家全国文明单位作了交流发言ꎬ 介

绍了六院以航天梦助推中国梦ꎬ 以文明创建促

进企业发展ꎬ 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的宝贵经验ꎮ 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央企业首都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推进会、 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推进会ꎬ １１ 家先进企业进行经验交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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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并组织文明单位现场观摩学习ꎬ 编发精神

文明创建专题系列简报ꎬ 广泛交流文明创建经

验ꎬ 中央企业文明创建整体水平得到提升ꎮ
３. 大力推进公益广告传播工作ꎮ 各中央企

业特别是三大航空集团认真做好 “梦娃” “善
行无迹” 等系列公益广告视频展播ꎮ 近 ８０ 家

中央企业通过网站、 电视台、 电子屏、 电梯广

告、 ＱＱ 群、 微信等载体推广展播ꎬ 三大航空

集团实现所有航班客舱影音播放系统全覆盖ꎬ
形成常态化、 立体化的展播机制ꎮ 有的企业结

合 “梦娃” 视频开展征文、 创作笔会等主题宣

传活动ꎬ 加深员工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ꎮ
４. 加强文明出境 (游) 宣传引导ꎬ 提升

公共文明水平ꎮ 指导中央企业特别是航空、 旅

游及劳务出境企业切实抓好文明出境 (游) 宣

传ꎬ 开展 “文明旅游我最美” “文明出境、 文

明旅游” 等宣传引导和行前培训、 文明提醒等

工作ꎬ 为提高公民出境 (游) 文明素质、 树立

中国公民良好形象作出了贡献ꎮ 部署在京央企

做好控烟宣传工作ꎬ 在提升首都公共文明水平

中发挥模范作用ꎮ
二、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为中央企业

改革发展提供道德支撑
１. 全面推进道德讲堂建设ꎮ 组织中央企业

的全国文明单位率先开办道德讲堂ꎬ 开展 “道
德讲堂” 现场学习观摩活动ꎬ 交流推广先进经

验ꎮ 各中央企业积极行动ꎬ 结合企业实际ꎬ 不

断创新形式、 丰富内容ꎬ 在规范化、 常态化上

下功夫ꎬ 在集团本部及所属二、 三级单位全面

开展 “道德讲堂” 建设ꎬ 涌现出一批省、 市或

社区的示范讲堂ꎮ 中国华能在道德讲堂建设过

程中ꎬ 坚持名称统一化、 地点固定化、 管理规

范化、 内容多样化、 活动常态化 “五化” 标

准ꎮ 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道德讲堂被指定为徐

州市 “道德讲堂总堂”ꎬ 并创新开办了 “道德

微讲堂”ꎮ 中国中铁制定了道德讲堂全覆盖的

总体规划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中央企业共

开展道德讲堂 １７６４０ 余场ꎬ 有力地促进了 “四
德” 进基层、 进一线、 进社区、 进家庭ꎮ

２. 深入开展道德典型选树宣传ꎮ 组织中央

企业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首都道德模

范、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最美人物等道德典型选

树宣传ꎮ 中央企业有 ２ 名员工当选 “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ꎬ １５ 名员工获提名奖ꎮ 召开中央

企业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现场会ꎬ 命名高君

芷等 ２ 名同志为 “中央企业道德模范标兵”ꎬ
命名杨芳等 １５ 名同志为 “中央企业道德模

范”ꎬ 掀起向 “全国道德模范” 学习的热潮ꎮ ３
名员工荣登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月榜和周榜ꎬ 国

资委文明办荣获北京市委宣传部和首都文明办

授予的 “北京榜样” 大型评选活动优秀组织

奖ꎮ 国家电网、 中国铁建分别举办学习宣传道

德模范视频会ꎬ 加强对中央企业道德模范事迹

的宣传和推广ꎮ 中国大唐举办首届 “大唐道德

模范” 评选活动ꎬ 倡导爱国、 敬业、 诚信、 友

善等优秀品德ꎮ 许多企业深入开展 “最美央企

人” 主题活动ꎬ 激励广大员工立足岗位、 扎实

工作ꎬ 有力地营造了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

好风尚ꎬ 中央企业道德底蕴不断增强ꎮ
３. 持续推进诚信建设ꎬ 惩戒工作成效显

著ꎮ 指导中国航信投资建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数据库ꎬ 推进诚信建设落地落实ꎮ 截至目前ꎬ
已存储 ２０１ 万余名失信人信息ꎬ 拦截 “老赖”
３２５ 万人次ꎬ 成功阻止 ４０ 万 “老赖” 购买机

票ꎬ 惩戒工作效果显著ꎮ
三、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规范

化、 常态化
１. 加强制度建设ꎬ 积极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ꎮ 各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 «关
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 的要求ꎬ 积极

完善机制ꎬ 创新载体ꎬ 丰富形式ꎬ 深入推进志

愿服务活动规范化、 常态化、 品牌化ꎮ 统一设

计 “中央企业郭明义爱心团队” 志愿者旗帜和

志愿者服装ꎬ 提升整体形象ꎮ 目前已初步形成

了国家电网共产党员服务队、 中石化 “光明

号” 健康快车、 神华集团爱心行动、 南航集团

“十分” 关爱助学行动等央企志愿服务优秀品

牌ꎮ 开展了 “中央企业志愿者之歌” 征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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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确定征集的歌曲 «身边有我» 为 “中央企

业志愿者之歌”ꎬ 积极唱响中央企业百万志愿

者的豪迈情怀ꎮ
２. 持续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国

务院国资委文明办与郭明义同志一道开展扶贫

调研活动ꎬ 向甘、 蒙、 藏等地特困生对口捐

赠ꎬ 已筹集 １９ 万元使 ２６０ 名学子得到资助完成

学业ꎮ 各中央企业发挥专业优势ꎬ 精心策划开

展扶贫、 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引导广大员工

积小善为大爱ꎬ 铸就文明大厦ꎮ 航天科技集团

在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倾力建立首家 “航天科

普教育志愿服务指导站”ꎬ 为学生们讲解航天

知识ꎬ 建立长期帮扶关系ꎮ 鞍钢集团近 ２ 万名

员工加入郭明义爱心团队ꎬ 近两年捐款 ３００ 多

万元ꎬ 献血 １６０ 多万毫升ꎬ 援建希望小学 １０ 余

所ꎬ 被誉为 “中国最具爱心的企业”ꎮ 中国石

化连续 ７ 年开展 “长城润滑油中国航天员体

验营” 航天科普志愿服务活动ꎬ 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 １０ 余万名青少年参加ꎬ 成为目前国内

最有影响力的公益性载人航天科普项目ꎮ
四、 融入中心ꎬ 创新载体ꎬ 不断提高

创建工作成效
１. 突出企业特色ꎬ 融入中心工作ꎮ 各中

央企业结合本企业特点ꎬ 紧扣生产经营中心

工作ꎬ 将精神文明创建有效融入产品质量管

理、 融入窗口服务、 融入队伍建设ꎬ 有力助

推企业改革发展ꎮ 航天科技六院开展 “祖国

在我心中、 质量在我手中” “颗颗螺钉连着航

天事业ꎬ 道道工序维系民族尊严” 等主题实

践活动ꎬ 不断追求产品高质量ꎬ 创造了液体

火箭发动机重点型号发射成功率 １００％的神奇

纪录ꎮ 国家电网实施 “你用电、 我用心” 为民

服务工程ꎬ 建立共产党员服务队 ４３１３ 支ꎬ 社区

服务点 ４７５１１ 个ꎬ 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不断

提升ꎮ 中国电信杭州公司、 中国联通忻州公

司、 中国移动青岛公司等企业分别开展 “创建

文明示范窗口” “精彩在沃　 服务有我” “文明

服务明星” 评选等文明创建活动ꎬ 竭力为群众

提供 “１０ 分满意” 服务ꎮ 中国海油研究总院开

展 “文明一日体验” 活动ꎬ 组织青年员工到企

业内部物业、 餐厅、 保安等岗位轮岗体验ꎬ 让

他们换位思考ꎬ 懂得吃苦和感恩ꎮ 武钢、 神华

等不少中央企业开设 “董事长信箱”ꎬ 开展提

合理化建议活动ꎬ 激励广大员工为企业改革发

展建言献策ꎬ 形成上下一心谋发展的和谐

局面ꎮ
２. 加强队伍和载体建设ꎬ 拓展创建活动平

台ꎮ 国务院国资委文明办举办中央企业文明办

主任培训班ꎬ 着力提升中央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创建水平和干部队伍素质ꎮ 积极推动 “文明央

企” 网站、 微信平台建设ꎬ 筹备建设中央企业

志愿服务管理平台ꎬ 更新 ２００３ 年至今中央企业

获省部级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数据库ꎬ 进一步

丰富载体ꎬ 夯实基础ꎬ 提升创建工作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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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系统

特色活动

中央企业系统全面推进

“道德讲堂” 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国务院国资委文明办下发通

知ꎬ 号召在中央企业全面开展道德讲堂建设ꎬ
提出了建设的总体目标、 主要内容、 形式和流

程等ꎬ 明确了推进的措施、 标准和要求ꎮ 各中

央企业紧密结合实际ꎬ 加强制度建设ꎬ 不断创

新形式ꎬ 丰富活动内容ꎬ 使道德讲堂成为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 有力推动了

中央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ꎮ
各中央企业把 “道德讲堂” 作为新时期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ꎬ 强化顶层设计ꎬ
健全组织体系ꎬ 规范具体流程ꎬ 有力确保了道

德讲堂规范化建设、 常态化开展ꎮ ２０１５ 年中央

企业共开展道德讲堂 １７６４０ 余场ꎬ 已基本覆盖

央企总部和二、 三级企业ꎮ 中国铁建建立健全

“主管领导负总责、 分管领导抓部署、 党委宣

传部门抓落实” 的组织架构ꎬ 将 “道德讲堂”
列为常态化工作ꎮ 中国华能将道德讲堂建设纳

入集团党建目标责任书ꎬ 坚持名称统一化、 地

点固定化、 管理规范化、 内容多样化、 活动常

态化的 “五化” 标准ꎮ
各中央企业积极创新 “道德讲堂” 载体和

形式ꎬ 丰富内容和主题ꎬ 做到既生动活泼ꎬ 又

扎实有效ꎬ 使之成为广大职工喜闻乐见、 乐于

参与的活动ꎮ 中国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设

计了 “５＋Ｎ” 方式ꎬ 即在道德讲堂五个标准流

程的基础上ꎬ 根据主题需要ꎬ 采用道德课、 情

境模拟、 有奖问答、 快板说唱、 相声小品、 微

电影、 正反辩论等自选方式进行策划开展ꎬ 把

价值理念转化为 “地方话” “口头语”ꎬ 更好地

入脑、 入耳、 入心ꎮ 航天科技五院总体部的道

德讲堂借鉴了井冈山情景式教学模式ꎬ 通过视

频片、 微电影、 ＰＰＴ、 音乐等方式宣讲先进事

迹ꎬ 还原故事情境ꎬ 演者刻画入微ꎬ 听者深受

触动ꎮ
各中央企业坚持 “身边人讲身边事”ꎬ 通

过选树身边道德模范ꎬ 让他们言传身教ꎬ 让

“平面” 的道德宣讲变得鲜活和丰满起来ꎮ 中

国中铁开展了以组建 １０ 个 “巡回讲堂”、 评选

１００ 个 “示范讲堂”、 建设 １０００ 个 “身边讲

堂” 为主要内容的 “十百千诚信敬业道德讲堂

建设工程”ꎬ 通过组织窦铁成、 巨晓林等重大

先进典型的巡回报告和身边模范人物的现身说

法ꎬ 有效提升了道德讲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ꎮ
国网浙江电力公司特别注重挖掘企业普通员工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 “最美故事”ꎬ 让他们和

他们的 “身边人” 走进道德讲堂ꎬ 激发员工群

众情感共鸣ꎬ 增强事迹的亲和力、 感染力ꎮ
各中央企业坚持把道德讲堂融入企业生

产、 经营、 管理、 信誉、 效益等各个环节ꎬ 立

足于提高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ꎬ 助推企业进一

步提升产品质量、 服务水平、 社会责任和品牌

形象ꎬ 使道德讲堂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劲推动

力ꎮ 中建电力以 “雷锋学堂” 作为道德讲堂载

体ꎬ 在每一个基层项目部都设立 “雷锋学堂”ꎬ
将 “雷锋精神” 植入施工项目班组文化建设ꎬ
用雷锋精神引领工匠精神和敬业爱岗意识ꎬ 有

效提升了工作质量和效率ꎮ

(国务院国资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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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税务系统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中央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ꎬ 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ꎬ 统筹兼顾、 狠抓落实ꎬ 扎实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ꎬ 为推进税收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各级税务机关坚持为国聚财、 为民收税的

神圣使命ꎬ 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在税务系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深入

开展各种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ꎮ 一是开展税务

精神大讨论ꎮ 充分发挥税务精神的引导、 凝聚

和激励作用ꎬ 广泛开展税务精神大讨论ꎬ 把理

想信念体现到落实税收现代化建设实践中ꎬ 丰

富税务精神内涵ꎮ 积极发挥税务宣传媒体主渠

道作用ꎬ 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ꎬ 建设网上税务

精神传播阵地ꎬ 用税务精神引领思潮、 凝聚共

识ꎮ 二是深化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ꎮ 各级税务

机关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贯

穿到税收工作各个领域各个环节ꎮ 结合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通过多种形式ꎬ 重点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尤其是加强青年税

务干部核心价值观教育ꎬ 通过初任培训、 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等形式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ꎬ
在税务系统初步形成人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局面ꎮ 三是加强税务职业道德建

设ꎮ 围绕忠于国家、 服务人民、 恪尽职守、 清

正廉洁的主题ꎬ 通过税务讲堂、 案例剖析等方

式ꎬ 强化理想信念、 职业道德教育ꎬ 全面提升

税务干部职业素养ꎮ 制定 «国家税务总局工作

人员守则» «税务人员十五不准» 等制度ꎬ 进

一步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业行为ꎮ
二、 认真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税务系统坚持提升质量、 创建品牌ꎬ 着力

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开展ꎮ 一是大力抓好

品牌创建ꎮ 紧紧围绕中央文明办、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家公务员局、 全国妇联、 共青

团中央等创建项目和工作安排ꎬ 深入开展税务

系统推荐表彰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税务系统共

有 ２７３ 家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ꎬ 占第四届

全国总数的 １２ ２％ꎻ 共有 ４１７ 家单位继续保留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ꎬ 占全国保留荣誉称号

单位总数的 １４ ６％ꎮ 以开展全国青年文明号评

比表彰活动为契机ꎬ 进一步完善创建标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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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量化考核指标、 规范创建管理ꎬ 推动青年文

明号志愿服务开展ꎮ 组织推荐税务总局所得税

司参加环保部组织的第九届中华宝钢环境奖评

选ꎬ 获评环境管理类宝钢环境奖ꎮ 推荐中国税

务学会参加民政部组织的 “全国先进社会组

织” 评选并获奖ꎮ 联合国家公务员局表彰金税

三期集体三等功 １ 个ꎬ 个人二等功 ６ 个ꎬ 三等

功 ７０ 个ꎬ 嘉奖 １００ 个ꎮ 表彰税务稽查 “４０８”
专案个人二等功 ２ 个ꎬ 三等功 ２０ 个ꎬ 嘉奖 ３０
个ꎮ 二是持续开展税务志愿活动ꎮ 充分利用网

络平台ꎬ 发挥包括税务网站、 中国税务杂志、
中国税务报等在内的大众传媒作用ꎬ 运用新闻

报道、 公益广告等形式ꎬ 普及税收志愿服务知

识ꎬ 宣传税收志愿服务活动的经验和税收志愿

者的感人事迹ꎬ 营造鼓励、 支持、 参与志愿服

务的浓厚舆论氛围ꎮ 成立由党员、 青年和妇女

干部组成的税收志愿服务队ꎬ 积极组织 “学雷

锋志愿服务”、 社区志愿服务、 职工志愿服务、
青年志愿者、 巾帼和家庭志愿服务等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ꎬ 诠释志愿精神ꎮ 坚持将党员志愿者

服务行动与争创文明单位等活动相结合ꎬ 有针

对性地进行分类组队ꎬ 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常态

化ꎮ 三是强化考核推进主题创建ꎮ 为提升创建

工作质量ꎬ 税务系统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列入

绩效考核管理ꎬ 量化创建责任目标ꎬ 设定绩效

考评表彰类加分项目ꎬ 激发了各级税务机关创

先争优的工作热情ꎮ 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理

念ꎬ 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ꎬ 推出全国纳

税服务规范、 税收征管规范、 国税地税合作规

范等ꎬ 健全税收法律援助、 救济服务、 投诉处

理等机制ꎬ 使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常态化、
制度化ꎬ 营造和谐文明征纳关系ꎬ 彰显税务良

好形象ꎮ
三、 全面推动税务文化繁荣发展
税务系统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

群众ꎬ 精心打造税务文化品牌建设ꎬ 凝聚税务

力量ꎬ 彰显税务形象ꎮ 一是丰富税务文化内

容ꎮ 举办基层税务文化节、 开办 “道德讲堂”、
实施帮扶助困等爱心行动ꎬ 让税务文化切实走

进基层、 走进机关、 走进家庭ꎮ 积极筹建书

法、 美术、 摄影、 文学创作协会ꎬ 开展各类主

题征文、 演讲辩论、 读书学习、 歌咏比赛、 体

育竞赛和文艺演出等文体活动ꎬ 吸引和促进广

大税务干部参与文化建设ꎬ 丰富税务干部精神

文化生活ꎬ 陶冶干部情操ꎮ 二是加强文化标识

建设ꎮ 以税务形象标识建设为重点ꎬ 打造具有

行业特色的人文环境ꎮ 做好标识规范工作ꎬ 建立

系统规范、 具有丰富内涵的税务视觉标识系统ꎬ
统一各种外部标识、 内部标识和背景墙标识ꎮ 形

成标识运用体系ꎬ 广泛应用于办税服务厅、 办公

室、 楼梯走廊等各种场所ꎬ 运用税务杂志、 税务

内外网页等多种载体建立税务形象识别体系ꎬ
提升税务形象ꎮ 三是营造良好税务文化环境ꎮ 加

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ꎬ 建设文化展厅、 成果

展示园地、 税务荣誉室ꎬ 完善图书室、 阅览室等

文体活动场所与设施ꎬ 开辟文化书刊、 电子刊

物、 税务文化网、 税务文化墙、 税务文化宣传

栏ꎬ 借助 ＱＱ、 微博、 微信等网络平台ꎬ 作为干

部职工学习、 锻炼、 娱乐、 交流园地ꎬ 以文化提

升品位ꎬ 以文化激发活力ꎮ
四、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税务系统高度重视、 积极挖掘和选树先进

典型ꎬ 在全系统积极开展评选道德模范、 “身
边的好税官” “最美税务人” 等活动ꎬ 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凝聚正能量ꎬ 提

振精气神ꎮ 一是积极选树先进典型ꎮ 税务系统

将挖掘和选树典型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ꎬ 对

培养、 推荐、 推广典型提出具体要求ꎮ 围绕工

作中心、 工作重点ꎬ 有计划、 有重点地培养具

有先进性、 导向性、 时代性的先进典型ꎬ 认真

归纳其事迹、 经验ꎬ 提炼升华其精神实质ꎬ 使

典型日趋成熟ꎮ 立足基层征管一线ꎬ 发动广大

税务干部ꎬ 通过严谨有序、 公平公正的评选ꎬ
发掘出先进性强、 群众认可度高、 可敬、 可

信、 可学的先进典型ꎬ 先后评选出 “全国为民

务实清廉典型” 郭爱莲、 “反避税先锋” 朱海

等一批先进典型ꎮ 二是大力宣传先进典型ꎮ 以

弘扬时代精神和税务精神为主线ꎬ 通过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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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汇编先进事迹材料、 制作宣传视频、 巡

讲、 开展道德讲堂和税务大讲堂、 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深入宣传报道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思

想品质、 精神境界、 高尚情操和人格力量ꎬ 将

典型的崇高精神转化为广大干部的共同精神财

富ꎬ 转化为做好税收工作的不竭动力ꎮ 三是注

重先进示范带动ꎮ 税务总局领导高度重视先进

典型的选树和宣传ꎬ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ꎬ 亲自

接见模范代表人物ꎬ 号召全系统学先进、 做先

进ꎮ 各级税务机关形成了全方位整体推进文明

创建活动的格局ꎬ 涌现出一大批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践行税务精神的先进人物ꎬ 培育

出 “１２３６６”、 辽宁税务学雷锋服务队等知名窗

口服务品牌ꎬ 营造出争先向上、 干事创业的良

好氛围ꎬ 赢得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ꎮ

特色活动

北京市国税局选树先进典型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

设ꎬ 积极选树和宣传先进典型ꎮ ２０１５ 年公开推

选 １５ 名 “纳税服务之星” “税务稽查能手”
“全国税务领军人才培养对象” 等先进典型ꎬ
组织开展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ꎮ 活动突出层

层筛选严把关、 优中选优树典型、 巡回宣讲求

实效、 广泛参与全覆盖、 形式新颖重创新、 生

动亲和引共鸣、 全员学习挖深度、 及时传播拓

实效的特点ꎬ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引领、
感召、 激励、 示范作用ꎬ 掀起了学习先进、 崇

尚先进、 赶超先进的热潮ꎮ

辽宁省国税局创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
辽宁省国家税务局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激发税务干部活力ꎬ 发挥税收

职能作用的基础工程ꎮ 采用以点带面、 前接后

续的方式ꎬ 创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

地ꎬ 打造了 “展示、 网络、 教育、 文化、 实

践” ５ 个平台ꎬ 开展丰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活动ꎬ 形成了 “税收实践、 道德建

设、 税务文化、 立足岗位学雷锋、 典型选树宣

传” ５ 个支点ꎬ 构建起以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

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ꎬ 形成了弘扬核心价值观

的良好风尚ꎬ 为全面推进税收现代化提供了动

力和保障ꎮ

(国家税务总局人事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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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
广电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系统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在总局党组和中直机关文明委的正确

领导下ꎬ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以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ꎬ 紧紧

围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中心工作ꎬ 面向基层服

务群众ꎬ 不断拓展工作领域ꎬ 丰富活动内涵ꎬ
创新活动载体ꎬ 开展了大量贴近实际、 贴近生

活、 贴近群众的创建活动ꎬ 总局干部职工文明

素质和总局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ꎬ 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科学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ꎬ 有力地促

进了总局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是党的宣传舆论阵

地ꎬ 也是对外展示中国优秀文化和改革风貌的

重要窗口ꎮ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者的政治素

质和道德水准ꎬ 直接关系到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ꎮ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始终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牢固树立高度的政治意

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坚定不

移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ꎮ 根据总局党组和中直机关文明委的部

署ꎬ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旗帜道路、 理想信

念、 反腐倡廉、 “四个全面”、 “三严三实” 以

及意识形态、 群团工作等重要论述ꎬ 各单位通

过举办不同层次的培训班、 研讨班和中心组学

习、 专题报告会、 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ꎬ 紧密

联系工作实际ꎬ 丰富学习内容ꎬ 创新学习方

式ꎬ 拓宽学习途径ꎬ 不断推动领导班子思想政

治建设ꎬ 促进了干部职工队伍思想政治和理论

素养的全面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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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重点ꎬ 营造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肩负着宣传科学理论、

传播先进文化、 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职责ꎬ 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 主

阵地、 主力军ꎬ 必须认识更深、 标准更高、 要

求更严ꎬ 既身体力行自觉遵循和践行ꎬ 又服务

社会抓好宣传引导ꎮ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各部门

各单位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ꎬ 深入贯彻落实 «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ꎬ 结合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３５” 学雷锋日、 “９２０” 公民道德宣传日、
“１２４” 法制宣传日ꎬ 大力开展社会公德、 职

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教育ꎮ 不断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书报刊、 广播影视等产

品创作生产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舆论

引导、 改革发展管理、 干部队伍建设等各方面

各环节ꎬ 见思想、 见行动、 见成效ꎬ 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ꎮ
三、 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总局各部门、 各单位紧紧围绕新闻出版广

播影视中心工作ꎬ 通过多种形式ꎬ 开展了具有

新闻出版广电特色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内容、 形式、 手段不断创新ꎬ 载体不断丰

富ꎬ 质量不断提高ꎬ 呈现出全方位、 多层次蓬

勃发展的态势ꎮ 广泛开展创建 “文明单位”
“文明机关” “文明家庭” “文明台站” 等系列

活动ꎬ 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社区服务群众ꎬ 扶贫

济困ꎬ 奉献爱心ꎮ 这些活动的开展ꎬ 有力地带

动了各部门、 各单位不同层次、 不同形式的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机关服务局连续 ３１ 年开展了

“学习雷锋服务一条街活动”ꎬ 为群众性的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树立了榜样ꎮ 继续为 “幸福工

程” 和总局定点扶贫甘孜州、 大余县、 囊谦

县、 平顺县、 壶关县扶贫捐款 １１３ 万元ꎬ 为边

远地区、 艰苦岗位以及老领导、 老同志、 重病

特困职工和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ꎮ 工会组织开

展 “玫瑰绽放” 主题系列活动和 “恒爱行动”ꎬ

展示女职工风采和爱心ꎮ 共青团围绕 “中国

梦” 时代主题ꎬ 开展 “与信仰对话” “丰碑
传承” “青春梦工厂” “书香行动”ꎬ 以及岗位

学雷锋、 志愿服务、 支教挂职、 青年文明号创

建等契合青年成长成才需求的主题活动ꎬ 总局

团委被评为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ꎮ 举办职工

艺术节、 合唱节、 基层慰问演出、 书画摄影

展、 电影招待会、 影片看评等活动ꎬ 活跃了文

化生活ꎬ 提高了职工素质ꎻ 广泛开展军 (警)
民共建活动ꎬ 职工乒乓球赛、 八一杯篮球赛、
青年足球赛ꎬ 以及羽毛球、 扑克牌、 健步走、
拔河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富有特色ꎬ 增强了团队

观念ꎬ 强健了职工体魄ꎻ 倡导 “全民阅读机关

先行”ꎬ 定期推荐好书ꎬ 将 “强素质　 作表率”
读书活动扩大到中央和国家机关ꎮ

四、 弘扬人道主义精神ꎬ 积极开展无

偿献血活动
无偿献血工作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 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构建和

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为了倡导热心公益

事业、 无偿献血光荣的理念ꎬ 以 “６１４ 世界

献血者日” 为契机ꎬ 在全总局范围内组织开展

无偿献血科普知识答题活动ꎮ 同时ꎬ 要求各单

位结合实际ꎬ 利用板报、 橱窗、 局域网等宣传

载体ꎬ 宣传无偿献血ꎬ 普及血液知识ꎬ 培养广

大职工关心、 支持无偿献血工作的自觉意识ꎬ
并以各种形式慰问多次无偿献血的干部职工ꎮ
总局文明办积极检查督促各单位开展团体无偿

献血活动ꎬ 积极为缓解北京市血液供应紧张状

况作努力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总局干部职工参加无偿献

血 ４５０ 人次ꎬ 献血 ９２０００ 毫升ꎬ 并涌现出 １５９
名无偿献血先进个人ꎬ 总局连续 ２３ 年被北京市

献血办评为北京市献血先进单位ꎮ
五、 大力开展对口帮扶贫困县工作
２０１５ 年ꎬ 总局各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密切

配合ꎬ 通力协作ꎬ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ꎬ
心系高原藏区ꎬ 情牵壶关、 平顺、 大余贫困群

众ꎬ 结合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目标和甘孜州及壶

关、 平顺、 大余等对口帮扶的实际情况ꎬ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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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自身优势ꎬ 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真帮实扶行动ꎬ 推进对口帮扶

贫困县 “村村通工程”、 “书香校园”、 农村电

影放映工程和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春节前夕ꎬ 总局领导赴江西大余县和山

西壶关、 平顺县考察慰问ꎬ 并代表总局向壶

关、 平顺和大余县贫困学生和困难群众送去慰

问金 ２８ 万元ꎬ 带去总局全体干部职工对当地贫

困家庭的温暖ꎬ 同时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韬

奋基金会向各县中小学生捐赠价值 ４６ 万元的爱

心包裹 ５９６０ 个ꎮ 组织中央电视台财务、 技术、
扶贫等部门同志赴甘孜州调研当地电视设备及

节目制作播出情况ꎬ 与甘孜州广电方面重点研

究支援 ３０ 台摄像机事宜ꎮ 并于 １０ 月ꎬ 组织中

央台、 国际台扶贫办及技术部门相关同志赴甘

孜州ꎬ 进行两台支援的康定县等 ７ 个县的广播

节目制作播出平台二期工程验收工作ꎬ 同时现

场与甘孜广电局商谈国际台承担的第三期任务

的具体实施安排ꎮ
六、 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
２０１５ 年ꎬ 计划生育工作按照 “以家庭为核

心ꎬ 拓展服务内容ꎬ 围绕全人口和生命全过

程ꎬ 开展多样化、 个性化服务” 的要求ꎬ 改进

服务方式ꎬ 拓宽服务内容ꎬ 提升服务质量ꎬ 切

实满足干部职工的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和生殖

健康需求ꎮ 进一步深化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ꎬ 组织了新婚青年参加 “健康生育快乐园”
活动ꎬ 开展了 “关注男性健康和男性参与计划

生育” 的宣传教育活动ꎮ 开展了新家庭计划项

目活动ꎬ 聘请北京市妇幼保健院和西城区生殖

健康技术指导中心的妇幼保健专业人员ꎬ 协助

总局直属单位举办了 ８ 期优生优孕、 生殖健康

知识、 婴幼儿喂养知识讲座和健康生育快乐园

活动ꎮ 引导大家树立新型人口与生育文化观

念ꎬ 提高家庭生活质量ꎬ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

新的成绩ꎮ
七、 积极参加中直机关和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积极

参加首都经济社会建设ꎬ 特别是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ꎮ １８ 个单位荣获 “中直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ꎬ ５ 个单位荣获 “首都文明单位” 荣

誉称号ꎬ ４ 个单位荣获 “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荣誉称号ꎮ ９ 个单位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 荣

誉称号ꎮ
组织参加 “北京榜样” “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 (岗) ” 等创建评选活动ꎬ 进一步密切了与

驻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ꎬ 展示了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积极为首都经济建设作贡献的良

好形象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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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各级气象部门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ꎬ 深刻分析和把握气象事业面临的新

形势和新任务ꎬ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梦主题教育ꎬ 努力弘扬气象精神ꎬ 圆满完

成了各项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ꎮ
一、 以全国文明单位表彰奖励为契机ꎬ

掀起全部门文明创建工作新高潮
在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推荐评选中ꎬ 中国

气象局共有 ３４ 个单位获得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全国文明单位

表彰大会召开后ꎬ 中国气象局迅速通过多种方

式对气象部门获得表彰奖励的全国文明单位文

明创建成果进行宣传展示ꎮ 一是加大宣传力

度ꎬ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ꎮ 中国气象局要求各省

(区、 市) 气象局对获得表彰的全国文明单位

加大宣传力度ꎬ 做好总结宣传工作ꎬ 召开本省

(区、 市) 气象部门文明创建工作研讨会ꎬ 带

动更多单位积极争取各省 (区、 市) 级文明单

位荣誉称号ꎬ 争创文明行业ꎬ 以此推动全国气

象部门文明创建取得更高水平ꎮ 二是开展全国

文明单位展示活动ꎮ 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

活动ꎬ 在紫光阁网站以及中国气象局内外网

上ꎬ 通过文字介绍、 ＰＰＴ 演示和微电影的形

式ꎬ 全面展示了中国气象局机关、 国家气象中

心、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等 ３ 个单位的文明创建

成果ꎮ 三是创新形式ꎬ 丰富内涵ꎮ 积极鼓励各

单位结合气象部门实际开展气象精神演讲比

赛、 树立身边典型、 评选良好家风家训等活

动ꎬ 不断丰富气象部门文明创建工作的形式和

内容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国气象部门已有

９５ 个全国文明单位ꎮ 此外ꎬ 中国气象局还获得

了首都文明单位标兵荣誉称号ꎬ 并参加了北京

市海淀区全国文明单位联盟ꎬ 积极利用联盟单

位的优势资源ꎬ 推动自身文明创建工作ꎮ
二、 不断推出气象楷模ꎬ 掀起学习先

进典型、 弘扬气象精神的高潮
１. 精心组织 «青海湖畔» 首映观摩会ꎬ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弘扬气象

精神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由我国著名电影艺

术家秦怡编剧、 主演、 出品的电影 «青海湖

畔» 在中国气象局举行首映观摩会ꎮ «青海湖

畔» 讲述了以苏联求学归来的女气象工程师梅

欣怡为代表的一批气象工作者ꎬ 为做好青藏铁

路建设气象保障工作ꎬ 解决冻土层等与气象相

关难题ꎬ 在高原上挥洒热血、 无私奉献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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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ꎮ 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亲自编剧、
筹备并主演ꎬ 在鲐背之年前往青藏高原ꎬ 与气

象工作者同甘共苦ꎬ 生动展示了气象工作者舍

小家顾大家ꎬ 克服重重困难ꎬ 坚守工作岗位ꎬ
为国家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和气象事业科学发

展无私奉献、 无怨无悔的精神ꎮ 该影片所展示

的气象人ꎬ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作在沙漠、 高

山、 海岛、 荒原等艰苦台站的气象工作者的真

实写照ꎻ 该影片展示的精神ꎬ 正是以 “准确　
及时　 创新　 奉献” 为主要内容的气象精神的

生动体现ꎬ 是气象工作者实践伟大的中华民族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努力实现气象现

代化的精神风貌的体现ꎮ 电影首映观摩会结束

后ꎬ 中国气象局迅速发出通知ꎬ 要求全国气象

部门各单位组织收看该部电影ꎬ 要把观看影片

«青海湖畔» 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弘扬气象精神的重要载体ꎬ 作为加强气象

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ꎬ 要通过观

看影片ꎬ 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ꎬ 坚

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ꎬ 进一步提高气象服务

水平ꎬ 为实现气象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２. 推出一批优秀气象工作集体和个人ꎮ 既

推出了坚守在祖国最南端边远小岛的珊瑚岛气

象站和驻守长白山巅为气象事业付出生命健康

代价的长白山气象站两个先进集体ꎬ 也树立了

一批先进气象工作者ꎬ 如长期奋斗在科研业务

一线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气候中心李维京研究

员ꎬ 在极端最低气温－４４ ２℃、 年大风日数 ５０
天以上、 最大风速 ４０ 米 /秒的西藏定日县气象

局ꎬ 一干就是 ２０ 年并取得优异业绩的扎西等优

秀气象工作者ꎮ 通过树立气象部门的先进典

型ꎬ 进一步在广大气象部门干部职工中宣传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也进一步弘扬了气象

精神ꎮ
３. 纪念人民气象事业建立 ７０ 周年ꎮ 新中

国气象事业诞生于 １９４５ 年的延安ꎬ 迄今已走过

了艰苦而光荣的 ７０ 年ꎮ 为了更好地纪念人民气

象事业诞生、 发展和壮大这一伟大历程中所体

现出的时代精神ꎬ 缅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开拓

者ꎬ 致敬老一辈气象工作者ꎬ 经过积极筹划和

组织ꎬ «中国气象报» 采访了周鲁女与苏中两

位延安时期的老一辈气象工作者ꎬ 回顾了人民

气象事业草创时期的艰苦条件与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ꎬ 展示了一代代气象人对气象事业持续

倾注的青春、 激情和智慧ꎬ 起到了继往开来的

激励作用ꎮ
三、 以青年志愿服务为抓手推动共青

团及青年工作
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室团支部和安徽省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团支部荣获 ２０１４ 年度 “全
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称号ꎻ 中国气象局成立直

属机关青年志愿者工作委员会ꎬ 继续组织

“３２３” 志愿服务及气象科普进校园、 “金秋

助学” 等活动ꎻ 召开直属机关学习贯彻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和中国气象局五四

青年节座谈会ꎬ 局领导为青年荐书寄语ꎻ 举办

“院士面对面” 活动ꎬ 许健民院士与中央国家

机关各部门青年交流ꎻ 组织参加中央国家机关

“根在基层青春担当” 调研实践活动ꎬ 中国

气象局青年代表在总结大会上发言ꎻ 中国气象

局青年篮球队荣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篮球赛甲

组第五名ꎬ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ꎻ 中国气象局获

团工委表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优秀青年 １０ 名、
青年文明号 ５ 个ꎬ ２０１４ 年度优秀团员 １０ 名、
优秀团干部 １０ 名、 先进团支部 ８ 个和共青团工

作奖 ６ 个ꎮ
四、 充分发挥工会作用ꎬ 增强气象部

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１. 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创先争优ꎮ 华风集团

杨丹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 称号ꎬ 国家气象中

心许映龙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ꎮ
２. 成功举办第九届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ꎮ 获得第一名选手经全国总工会批准ꎬ 授

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称号ꎬ 对获得前三名

的选手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申报 “全国技

术能手” 称号ꎮ
３. 推出长白山天池气象站优秀集体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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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形成 «挑战生命极限的人们: 走近吉林长

白山天池气象站的职工群体»ꎬ 在中工网、 中

国气象局内外网、 中国气象报等进行报道ꎬ 弘

扬气象精神ꎮ
４. 表彰工会先进集体和个人ꎮ 与农林水利

工会联合表彰了一批全国气象行业模范职工之

家、 模范职工小家、 优秀工会工作者、 优秀工

会积极分子、 优秀工会之友等先进集体和

个人ꎮ
５. 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体育活动ꎮ 举

办 ２０１５ 年机关春节联欢会ꎻ 组织全局女职工

“三八” 节活动ꎻ 组织职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

第四届职工运动会ꎬ 并取得好成绩ꎬ 中国气象

局被组委会授予 “最佳团队奖”ꎬ 充分展现了

气象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风貌ꎮ 组织国家气象

中心一线预报员参加心理健康咨询和测试ꎬ 获

得预报员的欢迎ꎻ 举办全局第十八届登山活

动ꎬ 共计 ４００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活动ꎻ 充分

发挥网球协会作用ꎬ 积极推动中国气象局直属

机关网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ꎬ 目前中国气象局

直属相关参与网球健身的干部职工达 １５０ 余人ꎬ
注册中央国家机关网球协会会员 １１７ 人ꎬ 在国

家机关网协的各项比赛活动取得多项好成绩ꎬ

被中央国家机关网球协会授予 “２０１５ 年度优秀

部门网球组织一等奖” “２０１５ 年度优秀志愿者

骨干一等奖”ꎮ
６. 积极开展妇女工作ꎬ 充分发挥半边天作

用ꎮ 成立了局党组妇女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ꎬ 明确了主要职责任务ꎬ 并经选举产生了中

国气象局妇女工作委员会ꎮ 完成 “家庭助廉”
行动方案和组织实施ꎬ 共有 １７７ 人参与了活动ꎬ
其中 ２ 篇文章获得中央国家机关 “最美家风故

事”ꎻ ４ 封书信获得中央国家机关 “最美家书手

札”ꎮ 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妇工委要求认真做好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

手、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评选推荐工作ꎻ 继续开

展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 活动ꎬ
组织直属机关女同志编织毛衣ꎬ 赠予新疆少数

民族家庭ꎬ 促进社会和谐、 民族团结一家亲ꎮ
７. 关心职工切身利益ꎬ 为职工办好事ꎬ 解

难事ꎮ 在春节 “送温暖” 活动中ꎬ 慰问困难职

工 ２１ 人ꎬ 慰问全国劳模共 １２ 人ꎬ 六一儿童节

慰问职工残疾子女ꎮ 组织单身职工参加单身交

友联谊会 ３ 次ꎬ 参与人数达 ６０ 余人次ꎮ

(中国气象局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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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银监会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宣传部长、 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ꎬ 着眼银行

业监督管理和系统干部职工思想实际ꎬ 坚持宏

观谋划、 统筹协同、 狠抓落实ꎬ 大力加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银行业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ꎬ 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挑战ꎬ 提

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工作的能

力ꎬ 大力营造银行业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氛

围ꎬ 为推进依法监管、 为民监管、 全面完成银

行业监管工作任务ꎬ 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舆

论支持和文化条件ꎮ
一、 抓统领ꎬ 打牢理论基础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理论武装的首要任务ꎬ 推动各级党

委中心组及时学、 跟进学、 原原本本学、 联系

实际学ꎬ 着力加深对党和国家重大理论与实践

问题的理解认同ꎬ 切实增强 “四个自信”ꎮ 结

合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和 “讲党性、 守党

规、 严党纪” 主题教育活动ꎬ 指导系统各级党

委中心组认真 学 习 « 习近平 谈 治 国 理 政 »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习近平关

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ꎬ 切

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ꎮ 采取党委书记

讲专题党课、 集中观看影片 «焦裕禄»、 开展

专题研讨等形式ꎬ 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效

果ꎮ 坚持学以致用、 指导工作ꎬ 召开银监会系

统党建研究工作总结部署会ꎬ 落实基层挂钩联

系点制度ꎬ 围绕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工作现

实重大问题确定 ４０ 个课题ꎬ 通过全系统各级领

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ꎬ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入

头脑、 进入实践、 指导工作ꎮ
二、 抓主线ꎬ 铸牢精神支柱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程这条主

线ꎬ 着眼顶层设计ꎬ 区分目标责任ꎬ 坚持不懈

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ꎬ 不断加

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悟理解和身体力

行ꎮ 组织开展专题教育ꎬ 分 １２ 个专题对核心价

值观进行宣传解读ꎬ 进一步增进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理解把握ꎮ 注重创新宣传工作方

法手段ꎬ 指导辽宁、 江苏、 山东、 广东、 新

疆、 贵州等 ６ 个银监局拍摄制作微电影ꎬ 展示

运用新方法新手段加强思想工作的新经验新成

效ꎮ 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ꎬ 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联合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ꎬ 在系统内部评比表彰文明单位、 监管标

兵ꎬ 宣扬表彰全国银行业 “雷锋岗” “学雷锋

标兵”ꎬ 组织选树 “银行业最美人物”ꎬ 把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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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重点落实到提升依法监管、 为民服务

水平上ꎬ 形成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的浓厚氛

围ꎮ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ꎬ 加强互联

网、 微博、 微信、 手机报等工作平台建设ꎬ 做

好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的运营宣

传ꎬ 不断守好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ꎮ
三、 抓活动ꎬ 建设监管文化
发挥文化活动引领时尚、 教育员工、 推动

发展、 提升形象的作用ꎬ 推进银监会系统监管

文化建设ꎬ 不断提升银行业文化软实力ꎮ 坚持

文体活动群众化ꎬ 打造 “文体活动” 之家丰富

干部职工文化生活ꎬ 按照 “服务职工、 广泛参

与、 因地制宜、 勤俭节约” 的原则ꎬ 鼓励基层

结合职工之家建设ꎬ 以经常性活动和节庆主题

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好群众性文体活动ꎮ 开

展 “送文体器材下基层” 活动ꎬ 向基层、 一线

和边远艰苦地区倾斜ꎮ 做实 “工会搭台ꎬ 业务

唱戏” 劳动竞赛平台ꎬ 营造爱岗敬业的监管文

化ꎮ 开展 “审慎规制与监管统计” 和 “ＥＡＳＴ
系统应用” 等专题劳动竞赛ꎬ 通过典型示范激

发职工工作热情ꎬ 提升监管队伍水平ꎬ 助推监

管中心工作ꎮ 坚持职工关怀精细化ꎬ 建设银监

“和谐大家庭”ꎮ 采取集中慰问和常态帮扶相结

合的方式向系统困难职工发放慰问金ꎬ 向西藏

地区拨付专项资金改善驻村干部的生活条件ꎬ
设立并发放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金ꎮ 凝聚青年

智慧力量服务银行业监管和改革发展ꎬ 以 “服
务监管架构改革、 服务监管质效提升” 为主

题ꎬ 开展 “青春风采杯” 精品工作项目推荐展

示活动ꎬ 系统各级单位共推报 １４１ 个青年精品

项目ꎮ 开展银行业青年岗位技能、 服务水平

“双提升” 活动ꎬ 推荐全国金融青年岗位能手

和全国金融青年服务明星各 ２００ 名ꎬ 形成 “金
点子” 创新方案 １００００ 多个ꎬ 涉及服务提升、
产品创新、 管理增效等方面ꎮ

四、 抓融入ꎬ 突出实践内涵
注重把核心价值观培训和精神文明创建融

入本职岗位、 日常工作中ꎬ 作为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基层党支部 “三会一课”、 党员政

治学习、 入党积极分子培育和职工培训的重要

内容ꎬ 运用党课辅导、 研讨会、 报告会、 座谈

会多种形式开展教育ꎮ 系统团委开展 “金融青

年的中国梦”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积极推

进金融共青团援疆援藏工作ꎬ 选派银行业金融

机构优秀干部到县级单位挂职ꎬ 启动 “农村青

年创业金融服务站”ꎬ 深入开展 “送金融知识

下乡” 活动ꎬ 增强金融青年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斗的使命责任感ꎮ 机关工会积极组织干部职工

参加国家机关工委开展的 “家庭助廉行动”ꎬ
持续开展 “２０１５ 金融街教育大讲堂活动”ꎬ 组

织声乐、 舞蹈兴趣小组到老年公寓开展爱心演

出ꎬ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热心公益事业、 履行社

会责任的使命意识ꎮ
五、 抓指导ꎬ 提高工作水平
深入开展 “基层工作加强年” 活动ꎬ 把更

多工作精力、 更多工作资源向基层倾斜ꎬ 推动

宣传思想工作更加贴近基层、 贴近实际ꎮ 深入

抓好成就宣传、 学雷锋活动、 评先创优和文化

建设等四项工作ꎬ 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银

行业改革发展和科学监管、 依法监管、 为民监

管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共

识共为ꎮ 修改完善 «银监会新闻发布管理办

法»ꎬ 建立银行业统一的新闻信息发布平台ꎬ
整合行业力量ꎬ 凝聚行业合力ꎬ 塑造行业良好

形象ꎬ 增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协同性、 前

瞻性和有效性ꎮ 积极运用新工具新方式开展网

络正面宣传ꎬ 组织网上传播活动ꎬ 讲好银行业

故事ꎬ 营造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的良好舆论

氛围ꎮ 加强银行业专家评论员、 网评员、 通讯

员和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ꎬ 深入开展 “三严

三实” 主题教育活动ꎬ 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ꎬ 推进转作风、 正学风、 改文风ꎬ 努力提高

宣传思想工作水平ꎮ
六、 抓优化ꎬ 形成工作合力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全会深化金融改革、 推进依法监管的重大决策

和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ꎬ 对银监会监管

内设机构重新进行了职责划分和编制调整ꎮ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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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架构调整优化ꎬ 将原属办

公厅的新闻信息处和舆情监管处划入宣传工作

部ꎬ 具体负责银监会系统和银行业重大新闻的

宣传发布及舆情监测工作ꎻ 新设立理论学习

(思想政治) 处ꎬ 具体负责银监会系统党委中

心组理论学习和干部职工思想工作ꎻ 将原宣传

处更名为金融文化处ꎬ 并担负文明办职责ꎬ 具

体负责银行业文化建设和评先创优工作ꎮ 通过

组织机构的优化调整ꎬ 进一步厘清了宣传思想

工作部门的权力责任和主体职责ꎬ 为搞好顶层

设计、 形成工作合力ꎬ 切实提高宣传思想工作

实效ꎬ 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ꎮ 建立健全核心

价值观培训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制ꎬ 制定下

发 «银行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

导意见»ꎬ 把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建设项目、 工

作任务和达到标准ꎬ 按照各自职责进行分解ꎬ
分工落实到机关各职能部门ꎬ 与业务工作一同

规划部署、 一同组织推进、 一同督促检查ꎬ 定

期督办ꎬ 落实奖惩ꎬ 形成了 “党委统一领导ꎬ
按照分工落实ꎬ 各部门齐抓共管ꎬ 广大员工积

极参与” 的良好局面ꎮ

特色活动

深入开展 “送金融知识下乡”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银监会连续第八年组织开展 “送

金融知识下乡” 活动ꎬ 设计推广金融广播站、
金融电视汇、 金融服务站、 金融阅览室、 金融

大讲堂、 金融微讯通等 ６ 项载体ꎬ 编印 «三农

实用金融知识手册»ꎬ 制作 ７ 集 “三农” 金融

知识专题宣传片ꎬ 推动农村金融知识、 金融服

务普及ꎬ 为农村青年创业提供金融支持ꎮ 全国

各地举办集中宣传咨询活动超过 １１ 万场次ꎬ 为

农民群众提供咨询 ７０００ 多万人次ꎬ 发放金融知

识书籍、 宣传材料、 知识光盘 ９０６７ 万件ꎻ 创建

“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服务站” ３１９９ 家ꎬ 帮助

建设农村金融阅览室 ２６５０８ 个ꎬ 与电视台、 广

播电台合作设立金融知识宣传栏目 ２４３９ 个ꎬ 建

立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金融知识宣传平台 ５５２８
个ꎻ 与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和人民网形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ꎬ 打造视听

结合、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结合的长效金融

知识宣传模式ꎮ

“积分圆梦” 公益行动在全国推广
银监会积极探索 “互联网＋金融＋公益” 和

社会化动员的金融公益新模式ꎬ 发挥金融行业

比较优势ꎬ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

织合作ꎬ 搭建覆盖广泛、 操作便捷的公益捐赠

平台ꎬ 将银行卡沉淀积分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公益资金ꎮ 该项目着眼于新型工业化和城镇

化过程中突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ꎬ 重点聚焦

“留守儿童” “生态环保” “金融扶贫” 等主

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该项目在全国推广发布ꎬ 共开展

“线上” 和 “线下” 公益活动数百场次ꎬ 捐助

公益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ꎻ １２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

中央金融团工委和全国金融青联搭建的统一积

分公益平台、 自有网银中上线了公益产品ꎮ 该

项目得到了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人民网、 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ꎻ 中央

电视台专门制作并在所有频道投放了相关公益

广告ꎮ

(银监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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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保监会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

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和保监

会党委工作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工作主线ꎬ 扎实推进理论武装、 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 志愿服务活动、 诚信建设制

度化、 保险文化建设等工作ꎬ 为进一步做好保

险监管工作、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提供强

大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大力强化理论武装ꎬ 抓好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
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ꎮ 以党委中心组和领导干部为重

点ꎬ 采取全面学和专题学、 集体研讨和个人自

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习ꎬ 确保广大党员干部

在思想上、 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二是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ꎮ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ꎬ 增

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ꎬ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ꎬ 不断增强全行业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ꎮ 三是以抓好专题教育活动为载体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ꎮ 在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和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的过程中ꎬ
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教育ꎬ
坚定理想信念ꎬ 坚守共产党人 “为民务实清

廉” 的价值追求和 “为民监管、 依法公正、 科

学审慎、 务实高效” 的保险监管核心价值

理念ꎮ
二、 以文明创建和评选表彰为手段ꎬ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水平
一是认真做好保险业文明单位创建ꎮ 积极

组织参与中央文明办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

的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认真做好第四届全

国文明单位的推荐表彰工作ꎬ 配合中央文明委

对保险系统 ７ 家全国文明单位进行了表彰ꎬ 对原

有全国文明单位进行了复核ꎮ 加强对行业精神

文明建设的指导ꎬ 引导和支持各保监局和保险

公司积极参与地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二是做

好保监会部级荣誉称号评选表彰ꎮ 联合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全国保险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评选工作ꎬ 深入挖掘一批模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保护保

险消费者利益、 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并作出

显著成绩的先进典型ꎮ 经过 “两审三公示”ꎬ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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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表彰 ６０ 家先进集体、 １５ 名先进工作者和 １１９
名劳动模范ꎮ 三是加大先进典型宣传ꎮ 采取多种

形式ꎬ 广泛深入宣传保险业先进典型事迹ꎬ 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引导人、 教育人、 激励人的作用ꎬ
传播行业正能量ꎬ 塑造行业新风貌ꎮ 加强工作调

研ꎬ 健全先进典型选树发现机制、 管理机制和帮

扶机制ꎬ 推动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ꎮ
三、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ꎬ 促进保险

业志愿服务制度化
一是开展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和岗位学雷

锋先进个人申报命名活动ꎮ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保险监管、 保险行业核心价

值理念为主线ꎬ 以爱岗敬业、 诚信服务为重点ꎬ
进一步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创建和志愿服务工作ꎬ
广泛开展 “弘扬企业精神、 践行核心价值” 主

题活动ꎬ 命名保险业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 ２７３
个、 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 ３５５ 名ꎬ 不断推动全行

业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学雷锋活动ꎮ 二是推动

保险行业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认真贯彻中央文明

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ꎬ 加强保

险业志愿服务工作ꎬ 引导行业紧密结合实际ꎬ 突

出重点ꎬ 找准切入点ꎬ 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切实融

入中心工作ꎬ 围绕扶危济困、 生态环境保护、 赛

会服务、 应急救援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利用重

要时间节点及重大节日ꎬ 以志愿服务的方式ꎬ 深

入进行保险知识普及和保险消费者权益维护活

动ꎮ 三是建立完善制度机制ꎮ 结合保险行业实

际ꎬ 搭建行业志愿服务平台ꎬ 推动保监局、 保险

机构结合实际在本区域、 本系统、 本单位成立志

愿服务组织ꎬ 培育形成优秀团队ꎬ 壮大志愿者队

伍ꎬ 不断把保险业志愿服务工作引向深入ꎮ
四、 积极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一是加强诚信理念的教育宣传ꎮ 大力弘扬

重信践诺的传统美德ꎬ 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准

则ꎬ 把职业道德教育、 社会公德教育、 诚信服

务教育和作风纪律教育纳入保险从业人员的日

常培训计划ꎬ 不断提高全行业的诚信意识和信

用水平ꎬ 真正使最大诚信成为保险业的价值基

础ꎬ 为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道德

支撑ꎮ 二是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

育和治理活动ꎮ 扎实推进 “理赔难” 和 “销售

误导” 治理ꎬ 着力建设覆盖销售、 承保、 理

赔、 回访等环节的服务标准ꎬ 推进客户风险提

示制度建设ꎬ 建立销售服务评价制度ꎬ 积极参

与政风行风热线、 民主评议行风活动ꎬ 切实提

高保险服务质量和水平ꎬ 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

权益ꎮ 三是推动行业征信体系建设ꎮ 积极整合

资源ꎬ 发挥监管机关、 保险机构、 行业社团组

织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ꎬ 着手建立完善保险从

业人员信用档案、 保险机构信用评价基础数据

库ꎮ 探索建立保险业诚信 “红黑榜” 发布制

度ꎬ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ꎬ 促进全行业保险从

业人员、 保险机构的信用状况公开透明ꎮ
五、 持续推进保险文化建设
一是统筹规划ꎮ 制定 «中国保监会党委宣

传部 ２０１５ 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点»ꎬ 对全年

保监会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总体规划部

署ꎮ 二是深化保险核心价值理念宣导ꎮ 利用多

种形式和载体ꎬ 持续推进行业形象宣传和塑造

工作ꎬ 积极引导行业创作话剧、 微电影、 舞台

剧等作品传播保险核心价值理念ꎬ 营造浓厚的

文化建设氛围ꎮ 三是持续推进保险核心价值理

念和保险文化落地ꎮ 加强文化建设理论研究ꎬ
申报并开展了 “十三五” 期间保险业发展与监

管重点课题ꎬ 形成 «核心价值理念践行和保险

文化落地的实现路径研究» 成果ꎮ 继续推进保

险核心价值理念融入规章制度ꎬ 贯穿于监管工

作的全过程ꎬ 落实到保险服务经营各环节ꎬ 建

立健全文化建设长效机制ꎮ 四是修订完善制度

体系ꎮ 推动各单位梳理完善规章制度、 从业规

范、 服务标准和绩效考核体系ꎬ 切实把保险核

心价值理念的要求贯彻到顶层设计、 发展战

略、 制度机制当中ꎬ 贯彻到行为准则、 评价标

准当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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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开展保监会部级荣誉称号评选表彰
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展全国保险

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ꎬ 深入挖掘

一批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 在平凡岗位

上默默奉献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先进典型ꎮ 经过

“两审三公示”ꎬ 最终表彰 ６０ 家先进集体、 １５
名先进工作者和 １１９ 名劳动模范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在北京组织召开表彰大会ꎮ 加大先进典型

宣传力度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广泛深入宣传典型

事迹ꎬ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导人、 教育人、 激

励人的作用ꎬ 传播行业正能量ꎬ 塑造行业新

风貌ꎮ

开展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和岗位

学雷锋先进个人申报命名活动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保险

监管、 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为主线ꎬ 以爱岗

敬业、 诚信服务为重点ꎬ 保监会文明办在全行

业组织开展了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和岗位学雷

锋先进个人申报命名活动ꎮ 行业各单位按照活

动要求ꎬ 广泛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学雷锋活动ꎬ
推广开展学雷锋活动的经验和亮点ꎬ 积极选树

和申报学雷锋先进典型ꎮ 经过严格审核和评

选ꎬ 命名保险业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 ２７３ 个、
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 ３５５ 名ꎮ

(保监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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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共青团中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

明委有关部署ꎬ 把加强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作

为全团重点工作ꎬ 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 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和志愿者服务工作ꎬ 充分运用新媒体

和文化艺术手段ꎬ 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普

遍性ꎬ 推动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新的

成效ꎮ
一、 加强青年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
１. 做好中央有关精神宣传工作ꎮ 大力学习

宣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在中国

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上推出重点报道和系列评

论ꎬ 加强理论宣传解读ꎬ 为全团学习提供指

导ꎮ 在高校开展 “四进四信” 活动和 “与信仰

对话” 主题教育活动ꎬ 举办报告会超过 １
万场ꎮ

２. 加强团干部理论武装ꎮ 持续举办团中央

书记处集体学习ꎬ 深入学习党中央治国理政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ꎬ 结合共青团工作实际ꎬ
以 “经济新常态” “四个全面” “互联网思维”
“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 ‘一带一路’ 战略”
“中国梦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 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等为题ꎬ 邀

请专家学者授课ꎮ 推动各级团委建立集体学习

制度ꎬ 引导团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行ꎮ
３. 建立理论研究阵地开展专项研究ꎮ 获准

成立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ꎬ 开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

础研究”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理论与实

践研究” 等重点课题研究ꎮ
４. 开通 “团青学习汇” 青年理论宣传微

信公众平台ꎮ 开设学哲学、 习新知、 读书汇、
青年说等板块ꎬ 采用理论文章、 可视化图表、
微视频、 Ｈ５ 页面等形式ꎬ 推送内容 ３０ 期ꎬ 包

括理论学习新媒体产品ꎬ 推荐理论书籍ꎬ 刊发

青年原创理论文章ꎬ 显著增强了理论武装工作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ꎮ
二、 深化中国梦系列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
１.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

习专题教育ꎮ 下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梦学

习宣传教育的通知»ꎬ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ꎬ 以

“我看中国新变化”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等为

主题ꎬ 广泛开展青春故事学习、 讲述、 分享和

传播活动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了解中国历史ꎬ 感

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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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成就ꎬ 弘扬奋斗精神ꎮ 各地团组织开展

主题团日活动 ５０ 多万场次ꎬ 现场参与青年 ９００
多万人次ꎮ

２. 隆重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ꎮ 以 “勿忘

国耻圆梦中华” 为主题ꎬ 广泛开展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ꎮ 以清明、 五四、 六

一、 七七、 九三、 烈士纪念日为契机ꎬ 通过团

队仪式、 分享交流、 故事讲述等形式ꎬ 开展纪

念活动ꎬ 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抗战精神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ꎬ 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

中国梦的信心决心ꎮ 其中ꎬ “重走抗战路青

春向延安” 吸引大批青年寻访革命旧址、 体验

抗战历史ꎮ 活动话题累计发布微博 ３ ６ 万条ꎬ
阅读量 ２４００ 多万ꎬ 在青少年中掀起了爱国主义

教育热潮ꎮ
３. 组织开展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主题团队活动ꎮ 面向各级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

部署开展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主题团队

活动和实践活动ꎬ 引导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加

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ꎬ 使共产主义理想

在共青团员、 少先队员中深入人心ꎮ
三、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１. 深入开展优秀青年典型推选活动ꎮ 发挥

各类身边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ꎬ 针对不同的青

少年群体开展工作和活动ꎮ 评选第十九届 “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ꎬ 表彰 ２５ 名青年典型和 ３ 个

青年集体ꎻ 推选爱岗敬业、 创业创优、 诚实守

信、 崇义友善、 孝老爱亲 ５ 类 １００ 名 “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ꎻ 评选产生 １００ 名 “最美青工”
和 １２ 名特别关注 “最美青工”、 １０１ 名全国乡

村好青年ꎬ 授予 ３００ 名少先队员 “全国优秀少

先队员” 称号ꎮ 组建优秀青年典型走基层分享

团ꎬ 深入全国 ３０ 个省 (区、 市)、 ５６ 个地市ꎬ
开展分享活动 １６７ 场ꎬ 现场参与青年超过 ３ １
万人ꎮ 精心制作活动宣传片、 专题网页和手机

Ｈ５ 页面ꎬ 录制两期 «中国好青年» 专题电视

节目ꎬ 在电视媒体和全网推广宣传ꎮ 共青团中

央微博微信多角度、 全方位宣传ꎬ 用户访问量

达 ２ ５９ 亿人次ꎮ
２. 集中开展 “双争” 主题宣传教育实践

活动ꎮ 五四期间集中开展 “争做向上向善好青

年争做文明守法好网民” 教育实践活动ꎮ 通

过线上线下紧密互动、 融合联系、 服务青年的

多重举措ꎬ 集中开展了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

动、 阳光跟帖行动、 保护母亲河、 环保公益健

走等系列活动ꎮ 据统计ꎬ 各级团组织开展分享

交流、 实践活动 １０ 万多场次ꎬ 现场参与青年达

２１０ 万人次ꎮ
３. 扎实做好军地核心价值观共建共育ꎮ 与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下发意见ꎬ 组织地方 １００
所高校团组织和军队 １００ 个英模单位结对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ꎬ 开展了 “少年

军校” “走进军营” 参观教学、 主题团队日、
军地青少年学雷锋志愿活动、 宣扬践行强军目

标青年典型等系列活动ꎬ 形成了军地活动共

建、 精神共育ꎬ 资源互补、 协同推动的良好

局面ꎮ
４. 广泛开展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ꎮ 一是深

化青年文明号 “两带头ꎬ 双争创” 行动ꎬ 动员

青年文明号集体围绕服务内容、 工作流程、 营

销模式、 管理机制、 操作技术等方面ꎬ 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带头促进行业改革发

展ꎬ 争创诚信示范窗口、 争创敬业模范集体ꎬ
联合 １７ 家部委评选产生 ３８ 个行业的 １４４２ 个

“全国青年文明号” 集体ꎮ 二是以保护母亲河

行动为牵动ꎬ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ꎬ 开展宣传实

践活动 ５０４２ 次ꎬ 募集社会资金及物资 ４ ４５ 亿

元ꎬ 组织动员青少年植树造林 ５４ ３ 万亩、 植树

２４０８ ７ 万株ꎬ 共吸引 １１３３ ２ 万青少年积极参

与ꎮ 三是全面推进 ２０１５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ꎬ 全国、 省、 高校共

组建重点实践团队 ９ ８ 万支ꎬ ８６０ 多万人次学

生参与服务实践ꎮ 四是开展新疆、 西藏与内地

少年儿童 “书信手拉手” 活动ꎬ 超过 ６６００ 所

新疆和内地中小学校结对ꎬ ２７６ 万各族少年儿

童互相通信、 共同成长ꎬ 发信超过 ２０２ 万封ꎮ
５. 以优秀文化产品影响青少年ꎮ 一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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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旋律文化产品ꎬ 出品英雄观题材话剧

«英雄 ２４ 小时»、 中国梦题材电影 «中国推销

员»ꎬ 联合摄制核心价值观电影 «大漠青春»
«水滴之梦»ꎬ 推出网络 ＦＬＡＳＨ 动漫作品 «我
和我的国家引擎»、 “清明祭英烈共铸中华

魂” 专题 Ｈ５ 页面、 青年自我宣传短片 «你好ꎬ
青年»ꎬ 制作新版少先队队歌、 摇滚版歌曲

«黄河»ꎬ 多个作品在青少年中传播超过 １ 亿人

次ꎮ 二是以活动促进文化创作ꎬ 举办 “向上向

善” 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 “诵经典讲礼

仪传美德”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等文化活

动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通过镜头、 语言诠释自己

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ꎮ 三是联合主流媒体创作

青年类电视节目ꎬ 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 “五
月的鲜花” 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专题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ꎬ 合作推出电视节目 «生活早

参考» «点赞! 青春» 等ꎬ 联合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 “中国之声” 开辟青少年诗词诵读专题

节目ꎮ
四、 强化共青团网络宣传引导
１. 拓展网络宣传引导工作阵地ꎮ 一是加强

共青团网络舆论引导指挥中心建设ꎬ 实现全团

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指挥协调、 舆情监测、 素

材储备和考核评价等功能ꎮ 二是打造全团微博

微信矩阵ꎮ 目前ꎬ “共青团中央” 微博粉丝超

过 ４５０ 万ꎬ 微信粉丝近 ２５ 万ꎻ 团组织和团干部

认证微博 １２ ８ 万个ꎻ 全团微信公众平台规模以

上账号超过 ４０００ 个ꎮ 三是依托中国青年网、 中

青在线积极开展 “十二五” 成就、 “十三五”
规划宣传ꎮ

２. 推进网络宣传工作队伍建设ꎮ 一是组建

网络评论员、 网络宣传员和青年网络文明志愿

者队伍ꎮ 二是印发 «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体共

青团员中开展争当 “中国好网民” 活动的通

知»ꎬ 动员 ８９００ 万团员成为好网民ꎬ 传播正能

量ꎮ 三是加强网宣工作培训ꎬ 举办多期培训

班ꎬ 培训骨干网宣员数千名ꎮ
３. 持续加强正面网络宣传ꎮ 深入实施 “青

年好声音” 系列网络文化行动ꎬ 推出 “点赞四

个全面” “清明祭英烈共铸中华魂” “向上向

善好青年” “网络文明志愿宣言” “我和红领

巾” “守护未来” “清朗网络我来护苗” “团
干部学习群团工作会议精神” “阳光跟帖” “抗
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老师ꎬ 您好!” “我和祖

国在一起” “中国好网民” 等 １０ 余个全国性主

题网络活动和微博话题ꎬ 总阅读量达数亿次ꎬ
多次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榜ꎬ 持续掀起弘扬主旋

律热潮ꎮ
４. 勇于与网上错误言论交锋ꎮ 一是集中开

展 “为雷锋精神点赞” 网络活动ꎬ 大力弘扬雷

锋精神ꎬ 驳斥网上诋毁、 抹黑雷锋形象的噪音

杂音ꎮ 二是在 “加多宝侮辱英烈” 事件中ꎬ 组

织网宣员对无底线商业营销、 部分 “公知” 与

媒体的配合炒作进行持续发声反击ꎬ 弘扬了正

气ꎬ 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ꎮ 三是 “文登

７２２” 案件发生后ꎬ 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

通联系ꎬ 举报事件背后的 “纳吧” 等网上黑恶

平台及其长期反党反社会言行ꎬ 积极营造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ꎮ 四是针对攻击共产主义的言

论ꎬ 广泛开展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ꎬ 在网上针锋相对地批驳错误言

论ꎬ 加强广大青少年对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共产主义的认知和认同ꎮ
五、 推进青年志愿服务工作
１. 开展志愿助残 “阳光行动”ꎮ 与全国持

证残疾青少年及其家庭建立结对服务关系达到

３３０ 万人ꎬ 建成 １００３６ 个规范化阳光行动服务

阵地ꎮ
２. 深化农民工子女 “关爱行动”ꎮ 深入推

进 “七彩课堂” 建设ꎬ 覆盖全国 ２８５６ 个县市

区ꎬ 结对 ５ ６ 万所农民工子女学校ꎬ 与农民工

子女结对 １５００ 万人ꎬ 覆盖率达到 ９５％ꎬ 共计建

设 “七彩小屋” 达 １２６７ 个ꎮ
３. 实施服务春运 “暖冬行动”ꎮ 组织动员

１ ２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约 １２ ７ 万名志愿者在全

国各大火车站、 机场、 道路、 港口等 ２ ７ 万多

个服务岗位开展 ４０ 天春运志愿服务ꎬ 总服务时

长达 ９１８ 万小时ꎮ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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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完善 “西部计划” 项目ꎮ 全年实施规

模 １ ８３ 万人 (含第 １７ 届研究生支教团 ２０６３
人)ꎬ 顺利完成西藏 ２０００ 人、 新疆 ４０００ 人的招

募任务ꎮ
５. 提升 “海外服务计划”ꎮ 完成第 ６ 批援

毛里求斯、 第 ２ 批援文莱两个项目的接力派遣

任务ꎬ 累计派遣志愿者 ６５０ 名ꎬ 涵盖 ２２ 国家ꎮ
６. 实施应急救援领域志愿服务工作ꎮ 指导

６０００ 余名志愿者参加 “东方之星” 沉船事故救

援、 ５０００ 余名志愿者参加天津港 “８１２” 灾

爆炸事故救援ꎮ
７. 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设ꎮ 成立青年信用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ꎬ 召开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全

国试点工作会议ꎬ 联合国家发改委批复北京等

８ 个地区试点方案ꎮ 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成都市青白江区就志愿服务、 就业、 创业、 教

育、 社交等开展综合试点ꎮ
８. 举办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交

会ꎮ 组织第二届服务项目大赛、 首届公益创业

赛评选ꎬ 开展论坛、 分享、 交流、 项目终评路

演活动ꎮ 赛会共申报项目 ５５０９ 个ꎬ 公益创业赛

项目 １４３ 个ꎬ 其中ꎬ 有配套资金的项目 ３８５５
个ꎮ 赛后对获奖项目开展募资、 跟踪培育、 管

理考核ꎮ

特色活动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分享团

走基层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团中央开展首届 “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 推选活动ꎬ 经组织层层推选和网络投

票、 专家投票ꎬ 共评选出爱岗敬业、 创业创

优、 诚实守信、 崇义友善、 孝老爱亲等 ５ 类共

１００ 名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ꎬ 推选活动网络

投票人次近 ４２００ 万ꎮ
省、 市、 县各级团组织邀请本地青年典型

走进青年身边ꎬ 进行面对面交流ꎬ 开展数万场

“分享团走基层” 活动ꎮ 团中央组建了 “全国

向上向善好青年分享团”ꎬ 涵盖工人、 农村致

富带头人、 农民工、 基层官兵、 创业大学生、
科技工作者、 志愿者、 村官、 记者、 草根艺

人、 军嫂等群体ꎬ 赴全国 ３０ 个省 (区、 市)ꎬ
走进高校、 企业、 社区、 机关、 军营等基层单

位ꎬ 开展分享会 １６７ 场ꎬ 共吸引 ３ １ 万名青年

现场参与ꎬ 并通过微信微博墙直播ꎮ 为扩大活

动传播效果ꎬ 在上海拍摄制作两期 «中国好青

年» 电视专题节目ꎬ 并制作活动宣传片和 «分
享团是怎样炼成的» 手机 Ｈ５ 页面ꎮ 整个活动

的新媒体用户访问量累计达到 ２ ５９ 亿人次ꎮ

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

要指示精神ꎬ 动员广大共青团员和各领域优秀

青年将先进性和担当精神延伸到网上ꎬ 争当

“中国好网民”ꎬ 在网上积极发出 “青年好声

音”ꎬ 在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中努力发挥生力军

作用ꎬ 团中央结合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ꎬ
在全团广泛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 深

入推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ꎮ
活动包括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专题活

动、 全团性主题网络活动、 阳光跟帖行动、
地方性网络志愿活动等多项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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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参与 “阳光跟帖行

动” 及其他主题网络活动至少 ３ 次ꎮ 同时ꎬ
倡导鼓励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在网上积极发

起和参加弘扬正能量的网络活动ꎬ 积极参加

举报不良网络信息等志愿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年底ꎬ 微博平台上 “网络文明志愿宣言” 话

题页面总阅读量达 ４０５０ 万次ꎬ ３４ ９ 万人直接

参与讨论ꎮ 团中央依托微信平台开展的网络

文明志愿承诺活动中ꎬ １５１ ４ 万青少年主动转

发网络文明倡议书ꎮ 各地团组织的特色活动

也在网上引发较大影响ꎮ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网络话题传播活动

引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帮助他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ꎬ
进而影响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ꎬ 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殷殷嘱托ꎬ 也是党

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ꎮ 为把核心价值观落细落

小落实ꎬ 结合青少年 “网络化生存” 特点ꎬ 共

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推出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

言” 活动ꎮ 主要包括:
“我” ＋ “代言”: 用个人的亲身经历解读

核心价值观ꎮ 活动的基本形式ꎬ 是吸引青少年

结合自身经历和体会ꎬ 写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识理解ꎮ 从 “我” 出发、 主动 “代

言”ꎬ 成为活动的最大亮点ꎮ
网络＋时尚: 用青年喜欢的方式宣传核心

价值观ꎮ 活动最初从微博上发起ꎬ 逐渐覆盖到

微信、 网站、 微视、 秒拍等网络平台ꎬ 形式也

从最初的文字微博ꎬ 逐渐发展为与亲手书写的

代言体合影、 用图片和短视频展示自己的价值

观故事和感言、 妙趣横生的漫画涂鸦ꎮ
展示＋评议: 用接地气的偶像推广核心价

值观ꎮ 在团中央统一部署下ꎬ 各地、 各战线团

组织邀请了总计近万名的各级 “青年五四奖

章” 获得者、 “最美青工” “最美少年”、 优秀

共青团员、 优秀少先队员、 优秀青年志愿者、
青联委员等青年典型参加代言活动ꎮ

线上＋线下: 用落地生根的行动践行核心

价值观ꎮ 各级共青团组织积极发挥组织体系优

势和实践育人优势ꎬ 创造多种载体ꎬ 让青少年

通过身体力行ꎬ 进一步加深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理解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青少年的思想

和行动中落地生根ꎮ 在全国各地ꎬ “我来代言”
风采展示、 优秀代言人分享交流、 仪式教育、
道德评议、 主题团队日等各项面对面的教育活

动广泛开展ꎮ 一位报名参加 “西部计划” 的大

学毕业生ꎬ 在来到云南亲身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后深有感触地写道: “我是西部计划志愿者ꎬ
现在ꎬ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懂得ꎬ
友善ꎬ 就是送人玫瑰的快乐和手有余香的温

暖ꎮ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全团还持续开展了 “寻找最美代言人” 网

络活动、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榜样故事分享

活动ꎬ 以及各类主题鲜明、 形式丰富的实践活

动ꎬ 让 “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成为青年中普

遍唱响的时代强音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旬ꎬ 已有 １２３ 万名网友

直接发布了该话题微博ꎬ 总阅读量超过 ２ 亿次ꎮ

(共青团中央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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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系统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妇联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ꎬ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ꎬ 按照中央

文明委总体部署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统领ꎬ 坚持面向基层、 深入妇

女ꎬ 与时俱进、 探索创新ꎬ 扎实开展一系列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妇女和家庭的日常生活ꎬ 筑牢妇女和家

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ꎮ
一、 开展妇女思想道德教育ꎬ 在妇女和

家庭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持续组织优秀成功女性走进 “妇女之家”

和机关、 企业、 校园ꎬ 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崇德向善ꎬ 遵纪守

法ꎬ 追求卓越ꎮ 召开各界妇女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座谈

会ꎬ 团结动员各族各界妇女铭记历史、 缅怀先

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ꎬ 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 更加饱满的激情投身 “巾帼建新功　 共筑

中国梦” 的火热实践ꎮ 积极开展纪念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实施 ２０ 周年宣传活动ꎬ 在第六届优秀

女性题材电视作品中精选并编辑 ２０ 部女性题材

优秀电视作品在中国妇女网、 人民网和中国女

网上播放ꎬ 展现 ２０ 年来女性在政治、 经济、 文

化、 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ꎮ
二、 深入扎实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ꎬ

提升广大家庭道德水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注重” 重要

讲话精神ꎬ 以常态化推进寻找 “最美家庭” 和

“好家风好家训” 宣传展示活动为重点ꎬ 深入扎

实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ꎮ 加强社会宣传ꎬ 精心

制作、 广泛播发公益广告和宣传画ꎬ 城乡社区

“妇女之家” 全部行动ꎬ 再次展现出广大妇女和

家庭自发踊跃晒家庭幸福、 议家风家训、 讲最美

故事、 展文明风采、 秀未来梦想的生动场面ꎮ 各

地因地制宜、 大胆探索ꎬ 推出 “最美家庭” 巡

讲、 家庭课堂等活动形式ꎬ 利用不同节点开展寻

找 “最美教师家庭” “最美法官家庭” “最美公

务员家庭” 等各类特色主题活动和寻找 “好媳

妇” “好婆婆” 等各类家庭成员活动ꎬ 有力弘扬

了家庭美德ꎬ 传播了良好家风ꎮ
三、 创新选树、 宣传妇女典型方式ꎬ

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主动性
首次面向社会开放推荐渠道ꎬ 创新开展全

０３６



妇联系统

国三八红旗手 (集体) 评选表彰形式ꎬ 不断增

强榜样的荣誉感、 发挥榜样的示范性ꎮ 在全国

隆重表彰 １０ 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３００ 余名

全国三八红旗手和 ２００ 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ꎬ
认真开展第十一届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表

彰工作ꎬ 积极参与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工作ꎬ 推出一大批业绩卓著、 勇于担当、 助

人为乐、 矢志奉献的新时代女性典型ꎬ 使广大

妇女学有榜样ꎮ
四、 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活动ꎬ 激

励广大妇女在服务他人中提升自我
坚持立足基层、 面向家庭ꎬ 见诸日常、 细

致入微的巾帼志愿服务宗旨ꎬ 充分发挥巾帼志

愿服务的独特优势和作用ꎬ 以帮扶留守妇女儿

童、 困难妇女和家庭、 空巢老人、 农民工、 残

障人士等为重点ꎬ 组织巾帼志愿者就地就近开

展契合妇女和家庭需求、 形式多样、 务实管用

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１２５” 国际志愿者日之

际ꎬ 在全国同时启动开展 “邻里守望姐妹相

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ꎮ 不断发展壮大志

愿者队伍ꎬ 采取多种举措ꎬ 吸引和凝聚热心社

会公益、 乐于奉献、 富有爱心的妇女和拥有专

业知识的女性投身到巾帼志愿服务活动中来ꎮ
积极探索建立巾帼志愿者的招募、 登记、 注册

制度ꎬ 为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奠定良好基础ꎮ

特色活动

常态化推进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妇联常态化推进寻找 “最美

家庭” 和 “好家风好家训” 宣传展示活动ꎬ 以

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更加贴近群众脉搏的路径

和方式撒播 “最美” 种子ꎬ 引导妇女和家庭在

参与中接受道德教育、 提升文明程度ꎮ 全国各

级妇联组织广泛宣传发动群众ꎬ 城乡社区 “妇
女之家” 全部行动ꎬ 再次展现出广大妇女和家

庭自发踊跃晒家庭幸福、 议家风家训、 讲最美

故事、 展文明风采、 秀未来梦想的生动场面ꎬ
活动开展至今累计产生各级 “最美家庭” ３００
多万户ꎮ 在广大群众自荐他荐、 妇联组织层层

推荐、 近亿网民网上投票、 媒体和专家综合推

选基础上ꎬ ５ 月 １４ 日国际家庭日前夕ꎬ 全国妇

联向社会揭晓发布了 １００ 户全国 “最美家庭”ꎬ

全国 “最美家庭” 向全国亿万家庭发出倡议ꎬ
号召广大家庭以实际行动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家

庭美德ꎮ 儿童节和重阳节期间ꎬ 全国妇联与中

宣部联合向社会发布了 １０ 户全国教子有方

“最美家庭” 和 １０ 户全国孝老爱亲 “最美家

庭”ꎬ 产生强烈社会反响ꎮ 全国妇联开设全国

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官网、 官微ꎬ 在手机客

户端开通活动专题、 频道、 官方订阅号等ꎬ 通

过新媒体平台充分挖掘展示普通家庭的最美故

事ꎬ 实现组织动员和社会传播效应最大化ꎮ
全国妇联不断拓展活动领域ꎬ 与中央文明

办、 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开展寻找 “最美军

嫂” 活动ꎬ 与公安部联合开展 “好警嫂” 宣传

推选活动ꎬ 推出首批 １２０ 名 “好警嫂” 获 ２ 亿

余次网友点赞ꎮ 中央国家机关 ７６ 个部门开展了

以 “清风正气传家远” 为主题的家庭助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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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７２ 名部级领导同志和 １０ 万多名干部职工

一起谈家训、 忆家规、 晒家书ꎬ 中直机关开展

“寻找中直机关最美家庭” 系列活动ꎬ 全国近

２０ 个省区市妇联与党政有关部门联手开展培树

清廉家风工作ꎬ 用好的家风塑造好的党风、
政风ꎮ

各地妇联因地制宜、 大胆探索ꎬ 河北、 四

川、 福建等地妇联以故事传递、 家庭动员、 基

层宣讲、 微视频展播等形式ꎬ 着力挖掘和传播

蕴藏在广大普通家庭中的良好家风ꎻ 江苏省妇

联组织近 ２０００ 个巡讲团走到群众身边ꎬ 开展

“最美家庭讲好家训” 万场巡讲ꎬ 影响群众逾

千万ꎻ 安徽、 山东、 河南等地妇联推出 “好媳

妇” “好婆婆” 等身边榜样ꎬ 有力弘扬家庭美

德ꎮ 据有关调查显示ꎬ 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

的社会关注度达 ９２ ７％ꎬ 支持率 ９６％ꎬ ９５ ７％
的受访者对活动开展方式比较满意ꎮ 在好家风

的感召下ꎬ 崇尚文明、 争当 “最美” 在广大家

庭中蔚然成风ꎮ

全面启动实施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全

面落实中央关于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有关

部署要求ꎬ 引导广大妇女按照五中全会要求ꎬ
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贡献力量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妇联于第 ３０ 个 “国
际志愿者日” 之际全面启动实施 “邻里守望
姐妹相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ꎮ 这项活动

以妇女、 婚姻、 家庭为主轴ꎬ 以解决妇女和家

庭特别是困难妇女、 儿童和家庭日常生活领域

所需所盼为主要任务ꎬ 旨在通过便捷、 精准、
富有实效的活动方式ꎬ 充分调动广大妇女和家

庭互相关心、 倾情相约、 共同创造新生活的热

情ꎬ 引领、 鼓舞广大妇女在参与巾帼志愿服务

中提高思想修养ꎬ 在奉献友爱中增进幸福感ꎬ
在共享发展中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ꎮ

在 １２ 月 ５ 日活动启动当天ꎬ 从全国妇联到

省、 地、 县、 乡妇联及村居妇代会ꎬ ７０ 余万妇

联干部走进祖国各地城乡社区ꎬ 与广大巾帼志

愿者携手并肩ꎬ 面向广大妇女和家庭倾情互

助ꎮ 全国妇联书记处其他成员及机关近 ２００ 名

干部分赴北京市各街道、 社区ꎬ 为孤寡老人、
单亲母亲、 留守流动儿童、 空巢家庭、 困难家

庭等提供温暖贴心的关爱服务ꎮ 全国各地同时

启动ꎬ 各省区市妇联由省级妇联班子成员带

头ꎬ 组织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妇联干部全

员走进城乡社区ꎬ 立足本地实际启动开展各具

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在北京ꎬ 朝阳区 “京民

社区邻里互助社”、 海淀区韩家川大院社区

“爱心妈妈” 团队、 平谷南宅庄户 “金玫瑰巾

帼志愿服务队” 等巾帼志愿团队ꎬ 为社区空巢

和残疾老人、 困难群众家庭等提供生活帮扶和

困难救助ꎮ 在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旗汛口社

区ꎬ “爱心敲敲门” 进社区活动备受欢迎ꎬ 巾

帼志愿者社区义诊服务队、 社区理发志愿服务

队、 社区绿色兑换志愿服务队阳光入户传递亲

情ꎮ 在淄博市丝绸路街道胜利社区妇女儿童家

园、 老年公寓ꎬ 山东省妇联的机关干部全员出

发ꎬ 与巾帼志愿者一起开展 “姐妹相助衣暖

情深” “邻里守望亲情关爱” 等六大主题活

动ꎬ 为社区贫困家庭赠送爱心棉衣、 为老人整

理卫生以及为居民传播生命接力急救知识等志

愿服务ꎮ
据统计ꎬ 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巾帼志愿者

已有 ９７０ 万人ꎬ 各类巾帼志愿服务队伍达 ３４ 万

余支ꎮ 各地妇联将以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
巾帼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新起点ꎬ 将常态化推

进与集中行动有机结合ꎬ 继续探索设计体现地

方特色、 彰显巾帼志愿服务精神、 有益于妇女

和家庭的志愿服务项目ꎬ 进一步扩大活动社会

影响力ꎬ 推动巾帼志愿服务工作的持续健康

发展ꎮ

开展 “千名巾帼环境友好使者” 行动
全年举行 “巾帼使者” 培训 ５ 期ꎬ 全国共

有 ５１７ 名妇女被授予巾帼环境友好使者称号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接受巾帼环境友好使者培训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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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为妇女环保骨干ꎬ 来自全国各地的企

业、 社区居民、 中小学教师、 幼师等各个行

业ꎬ 培训内容以能源危机、 日常节能方法为

主ꎬ 经过培训合格后成为巾帼环境友好使者ꎮ
使者们回去后ꎬ 环保热情更加高涨了ꎬ 不但掌

握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节能方法ꎬ 而且承诺以

集中培训、 社区文化活动、 日常邻里活动、 媒

体宣传、 微博发布等各种方式ꎬ 将所培训的内

容传播给广大妇女和家庭ꎬ 达到 １０００ 人次ꎮ 使

者们以一传千ꎬ 千再传万ꎬ 每一个人就像一颗

绿色的种子ꎬ 深入基层社区ꎬ 带动家庭、 社

区、 学校等百万公众加入节能减排ꎬ 共建资源

节约型、 环境友好社会的行列中ꎮ

(全国妇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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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文联精神文明建设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和文联党

组工作要求ꎬ 紧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突出文艺界行风建

设这条主线ꎬ 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ꎬ 深入

生活、 潜心创作ꎬ 服务大局、 服务人民ꎬ 为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新的贡献ꎮ
一、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

实践ꎬ 扎实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一是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紧密结合文艺和文联工

作实际ꎬ 精心组织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ꎮ 在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全文发表和中央召开推进会

后ꎬ 中国文联迅速组织召开中心组专题学习

会ꎬ 文艺家、 评论家座谈会ꎬ 文联系统专题研

讨班等ꎬ 深入领会讲话精神ꎬ 研究细化贯彻措

施ꎬ 以多种形式引导文艺骨干和文联干部不断

深化思想认识ꎬ 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繁荣发展文

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ꎬ 扎实推进贯彻落

实ꎮ 二是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

梦和 “爱国、 为民、 崇德、 尚艺” 文艺界核心

价值观学习教育ꎬ 引导文艺界和文联党员干部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

践要求ꎬ 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艺思潮ꎬ 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引文艺导向ꎬ
用高尚品质的文艺作品和精彩向上的文艺表现

形式ꎬ 反映人民创造ꎬ 塑造美好心灵ꎮ 三是以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为主线ꎬ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群团工作的重大部署ꎬ 着力

增强文联组织的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ꎬ 抓

住文联自身改革创新的重大机遇ꎬ 深入调研、
精心谋划ꎬ 突出问题导向、 加强作风建设ꎮ 在

处以上党员干部中ꎬ 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 专

题教育ꎬ 组织专题党课、 开展学习研讨、 查摆

突出问题ꎬ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ꎬ 推动文联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把 “三严三实” 作为修身做

人、 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和干事创业的行为准

则ꎬ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切实转变

机关作风ꎮ
二、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ꎬ 组织举办重大主题文艺创作
紧贴时代脉搏、 突出时代主题ꎬ 配合党和

国家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组织召开 “抗战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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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艺” 座谈会ꎬ 摄制播出电影文献纪录片

«抗战中的中国文艺»ꎬ 举办抗战戏剧会演、 抗

战电影展映、 “铸魂鉴史、 珍爱和平” 美术展

等一系列文艺活动ꎬ 着力弘扬了伟大的抗战精

神、 爱国主义精神ꎬ 颂扬了抗战时期文艺工作

者的爱国情怀、 历史贡献、 光荣传统ꎬ 形成了

抗战纪念活动的一大亮点ꎮ 继续实施 “中国精

神中国梦” 主题创作工程ꎬ 遵循文艺规律ꎬ
发挥各协会优势ꎬ 在选题策划、 资金投入、 深

入生活、 专家指导、 传播推介等方面予以重点

扶持ꎬ 推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歌”
“我们的价值观” 曲艺新作、 “时代领跑者” 为

全国劳模画像、 “中国梦” 影像公益广告等作

品ꎬ 用艺术的方式描绘当代中国人民追梦铸梦

的感人故事和奋斗足迹ꎮ 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力度ꎬ 把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奉献给人

民群众ꎮ
三、 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工作导向ꎬ

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和文艺志愿服务
认真落实中宣部的统一部署ꎬ 广泛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送欢乐下基层” “到
人民中去” 等主题实践活动ꎮ 一年来ꎬ 深入基

层组织各类主题活动 １００ 多场ꎬ 参与活动文艺

工作者 １０００ 多位ꎬ 足迹遍布全国 １７ 个省区市

６６ 个基层活动点ꎮ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一周年之

际ꎬ 举办了 ６ 场 “向人民汇报” 文艺创作成果

展览展演活动ꎬ 其中 “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

展”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肯定ꎮ 推出首届 “中国

文艺志愿者公益演出季”ꎬ 共 ７ 场原创作品公

益演出ꎮ 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不断加强文艺支

教和文艺培训ꎬ 共招募选派 ３９５ 名文艺志愿者

在贫困区县近 １００ 所乡镇中小学开展文艺支教

活动ꎬ 开展 “暑期关爱留守儿童文艺支教项

目”ꎮ 组织选派 １６０ 位文艺家ꎬ 在全国 １４ 个省

区开展戏剧等 ８ 类培训ꎬ 有 ８６００ 位基层文艺工

作者参加了培训ꎮ 与中国残联共同启动实施

“共享芬芳” 文艺助残志愿服务行动ꎮ 全国新

农村少儿舞蹈课堂、 摄影 “曙光学校”、 书法

“兰亭学校”、 “影视小屋”、 “翰墨薪传” 等项

目ꎬ 形成品牌化建设ꎬ 受到基层群众的普遍

欢迎ꎮ
四、 大力推进文艺评论工作ꎬ 切实加

强文艺创作引导和文艺风尚引领
注重发挥文艺评论作用ꎬ 牢牢把握正确文

艺工作导向ꎬ 着力推出一批文艺评论成果ꎮ 组

织开展 “中华美学精神” “文艺与市场的张力”
“青年文艺评论家的责任与作为” 等文艺评论

活动ꎬ 出版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艺术发展报告»ꎬ
组织召开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 电影 «启功»
«黄克功案件»、 张火丁京剧艺术等系列专题研

讨会ꎬ 积极引导创作实践和艺术鉴赏ꎮ 创办

«中国文艺评论» 杂志ꎬ 开通中国文艺评论网ꎬ
开设文艺评论专题专栏ꎬ 不断扩大了主流评论

的声音ꎮ 贯彻落实中央要求ꎬ 大幅压缩调整文

艺奖项ꎬ 制定出台 «中国文联全国性文艺评奖

管理办法» 和 «评委库建立实施规范»ꎮ 举办

第 ２７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第 ３０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 第 １０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第 １０ 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 第 １２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第

９ 届中国杂技金菊奖、 第 １１ 届全国书法篆刻作

品展览、 第 ５ 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等一系列

评奖展演活动ꎬ 积极发挥了对文艺创作的引导

和激励作用ꎮ
五、 加大文艺培训和维权力度ꎬ 不断

提升服务文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
注重把政治引领和思想道德教育摆在文艺

培训的突出位置ꎬ 着力培养德艺双馨文艺人

才ꎮ 深入实施中青年文艺人才研修培训工程ꎬ
共举办中青年文艺人才、 地县级文联负责人、
少数民族文艺家等各类研修班 １３ 期ꎬ 培训学员

７００ 人次ꎮ 贴近文艺创作实践ꎬ 举办青年戏剧

创作会议、 曲艺创作高级研修班、 音乐创作座

谈会、 丝绸之路曲艺采风创作、 少数民族摄影

人才培训班、 西部书法新秀研修班、 国学修养

与书法高研班、 中青年文艺评论家研修班等ꎮ
加大对新文艺组织和文艺界自由职业者的联络

服务力度ꎬ 开展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思想状况调

查ꎬ 召开 “北漂” “上漂” “横漂” 文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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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座谈会ꎬ 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认识、 创作状

态、 就业情况、 专业诉求等ꎬ 提高团结引导的

针对性实效性ꎮ 注意提高文艺界自由职业者的

规模和比重ꎬ 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艺术

素养、 知识能力ꎮ 注重依法维护文艺工作者权

益ꎬ 为著名文艺家的名誉权、 著作权纠纷提供

法律服务ꎮ 积极参与 «电影产业促进法» «著
作权法» 等立法工作ꎮ 推进维权理论建设ꎬ 编

写出版 «捍卫名誉———文艺界名誉权典型案例

评析» 和 «法律知识 １００ 问»ꎬ 创办 «权益保

护» 专刊ꎬ 举办曲艺版权保护、 魔术著作权保

护研讨会ꎮ

特色活动

加强文艺界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
不抓行风ꎬ 难树正气ꎮ 一年来ꎬ 中国文联

把行风建设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年工作ꎬ 积极

倡导 “担当使命” “扎根人民” “创新求精”
“健康批评” “崇德尚艺”ꎬ 会同中宣部、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举办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

馨文艺工作者表彰活动ꎮ 组织召开文艺行业建

设与社会治理研讨会ꎬ 邀请学术界知名专家学

者ꎬ 共同探讨文联组织加强行业建设的新方式

新政策新措施ꎮ 推动全国文艺家协会制定颁布

曲艺、 音乐、 摄影、 书法等从业人员的行为守

则和自律公约ꎬ 进一步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思

想道德引领和行为规范ꎮ 开辟 «艺象杂言» 专

栏ꎬ 刊发 «演艺界 “毒” 情需严治» 等一系列

具有战斗力的批评文章ꎬ 引导文艺工作者争做

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 先倡者ꎮ

推进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化、 制度化
围绕党政工作的大局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

要ꎬ 中国文联创新思路ꎬ 精心策划ꎬ 开展 “送
欢乐下基层”、 文艺支教、 文艺培训、 “到人民

中去” 服务采风等不同类别、 不同形式、 不同

途径的文化服务基层活动ꎮ 工作中ꎬ 面向基层

文联ꎬ 采取需求申报与重大纪念性事件节点相

结合的立项模式ꎬ 增强活动的计划性、 针对

性ꎻ 加强活动设计ꎬ 规范活动流程ꎬ 注重与编

导团队合作ꎬ 采取共同调研、 招募志愿者模

式ꎬ 加强节目编排和环节设计ꎬ 提升活动质量

和艺术水准ꎻ 发挥艺术门类多样性和文艺志愿

服务的多样化需求特点ꎬ 精心策划 “寓种于

送”ꎬ 开展各类艺术辅导交流ꎬ 与基层面对面

交流ꎬ 提升 “种文化” 水平ꎮ

(中国文联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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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一、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作协党组继续加强对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ꎬ 多次举办党

组理论中心组和局级以上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班ꎬ 以集中

自学、 专题讨论、 大会交流等方式ꎬ 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实质ꎬ 深刻认识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是具有鲜明的政治

性、 深邃的理论性和现实的指导性ꎬ 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经典篇章ꎬ 是新的历史时期指导党

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国作协党组传达学习了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２ 日作协机关

党委连续召开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会议ꎬ 认真

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研究部署贯彻

落实具体工作ꎮ 各党总支、 支部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ꎬ 引导党员干部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ꎬ 进一步增强立足

本职、 围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 的 责 任 感、 使

命感ꎮ
特别是在中央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和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后ꎬ 中国作

协党组书记处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ꎬ 结合

文学界和作协工作实际ꎬ 持续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学习宣传实践活动ꎬ 自觉地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ꎬ
坚决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至 ６
月ꎬ 中国作协书记处成员率队对各地方作协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情况进行专题调研ꎮ 同时ꎬ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ꎬ 多次组织举办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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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习会和培训班ꎬ 在文艺报、 中国作家网

等开辟专栏专题ꎬ 刊登学习情况介绍和学习

体会文章ꎬ 鲁迅文学院各个学习培训班次都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作为重

要课程ꎮ 成立了中国作协贯彻落实 «中共中

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领导

小组ꎬ 深入研究中央有关促进文艺繁荣发展

的政策、 制度、 项目安排ꎬ 结合文学界和作

协工作实际ꎬ 提出贯彻落实和工作对接的意

见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用讲话精神对照检查作

协工作ꎬ 对文学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

和分析ꎬ 研究对策措施ꎬ 对存在的心态浮躁、
缺少精品ꎬ 疏离现实、 脱离人民ꎬ 价值观缺

失、 低俗庸俗媚俗和文学批评缺位失真等突

出问题从多方面着力予以克服和解决ꎬ 推动

讲话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ꎮ
二、 以开展专项学习教育为契机ꎬ 扎

实推进机关作风建设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作协扎实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ꎬ 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ꎬ 持续深入推进中国作协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和作风建设ꎮ 按照中央要求ꎬ 先后组织开展了

严以修身、 严以律己、 严以用权等 ３ 个专题学

习研讨ꎬ 在充分认识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 深化中国作协开展 “三严三

实” 专题教育特殊重要性的认识、 强化 “三严

三实” 的实践要求、 明确党员干部践行 “三严

三实” 的有效途径、 突出党的各级组织专题教

育工作职责、 增强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意识

和围绕中心、 推动工作等 ７ 个方面取得了较好

实效ꎮ 如作协党组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ꎬ 继续在改进调查研究、 改进文风、 精简

会议和活动等 ９ 个方面加大改进力度ꎬ 进一步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ꎬ 取消了已连续举办十余年

的在京作家春节联谊会和两会期间作家联谊

会ꎬ 取消了实行多年的作家代表团出访送行宴

等做法ꎮ 中国作协第八届主席团第六次、 七次

会议和全委会全体会议ꎬ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

议ꎬ 以及各类文学研讨会ꎬ 分别压缩会期ꎬ 减

少会务人员ꎬ 缩减会议经费ꎮ
同时ꎬ 在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期

间ꎬ 中国作协所属各单位各部门将党员教育与

干部职工教育结合起来ꎬ 与深化工作职责结合

起来ꎬ 通过召开职工大会ꎬ 加强全员培训ꎬ 扩

大专题教育覆盖面ꎬ 持续进行的专题教育ꎮ 中

国作协机关各部门积极践行 “三严三实” 的要

求ꎬ 再次压缩会议、 文件简报ꎬ 减少纸质公

文ꎬ 复印纸两面利用ꎬ 降低工作成本ꎬ 提高工

作效率等ꎮ 形成了 “团结严肃、 创新进取、 廉

洁高效、 和谐有序” 的机关文化氛围ꎮ
三、 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

点ꎬ 深化干部职工队伍思想道德教育
在抓好理论武装工作的基础上ꎬ 中国作协

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

教育ꎬ 认真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ꎬ
不断加强机关文明礼仪ꎬ 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

立良好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

人品德ꎬ 培养干部职工知荣辱、 讲正气、 立足

岗位、 无私奉献ꎻ 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ꎬ 引

导干部群众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ꎬ 扶危济困、
助人为乐ꎻ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以弘扬民

族精神、 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形势教育、 国情教

育等ꎬ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 作风过硬、 业

务精湛的高素质干部职工队伍ꎮ
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ꎬ 不断丰富干

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进一步提升机关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水平ꎮ 中国作协精神文明办以服

务基层、 服务群众为工作重点ꎬ 积极协调所属

各单位各部门为干部群众做实事、 解难事ꎬ 广

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ꎮ 机关党委扎实做好

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ꎬ
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 制度、 党员谈心制度、
发展党员谈话制度等ꎬ 及时了解基层党员思想

状况ꎬ 着力做好解疑释惑工作ꎻ 组织干部职工

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和 «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 和观看电教片等ꎬ
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发展ꎮ 机关团总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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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青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ꎬ 着力解决干部职

工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ꎬ 引导干部

职工坚持党的领导ꎬ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信心和决心ꎻ 在五四期间ꎬ 组织 ４５ 岁以

下的干部职工和青年作家开展文学作品朗诵

会、 座谈会、 思想交流会等活动ꎬ 教育引导青

年干部职工和作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ꎻ 组织中国作协青年

与地方作协文学青年开展文学创作交流活动ꎬ
创办 «作协青年» 刊物ꎮ 机关工会深化 “以人

为本ꎬ 真情关爱” 活动ꎬ 坚持、 完善走访、 慰

问困难干部职工ꎬ 积极开展有益文体活动ꎬ 坚

持每日工间操活动ꎬ 组织观看优秀影片ꎬ 举办

三八节活动ꎮ 机关服务中心加强干部职工宿舍

区服务管理ꎬ 认真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

体问题ꎮ 离退办通过举办专题讲座、 座谈交

流、 观看教育片、 现身说法和送学上门等形

式ꎬ 着力强化离退休老同志政治思想工作ꎬ 深

入开展以 “展示阳光心态、 体验美好生活、 畅

谈发展变化” 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活动ꎬ 认真组织引导离退休干部积

极发挥 “四个作用”ꎬ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ꎬ 传递向上向善的

精神力量ꎬ 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坚定不移跟党

走ꎬ 共同释放正能量ꎻ 离退休老同志自发创办

了 «新风尚论坛»ꎬ 重申党的理论、 方针、 政

策ꎬ 交流学习心得ꎮ 中国作协精神文明建设各

专业委员会进一步贴近机关工作实际ꎬ 以扎实

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具体

工作的落实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深入

开展ꎮ
同时ꎬ 中国作协所属各单位各部门根据工

作实际全面开展相关业务培训ꎬ 支持和鼓励干

部职工进行学历和职称的提升教育ꎬ 不断丰富

干部职工的视野ꎬ 进一步提升业务工作水平和

精神文明素养ꎮ 作家出版社坚持定期举办读书

活动ꎬ 为干部职工配发图书ꎻ 创作研究部、
«小说选刊» 杂志社等单位开展图书推介活动ꎻ
人事部定期组织局处级干部参加各类思想理论

学习培训ꎬ 并与鲁迅文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

馆、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等单位合作举办文学论

坛、 讲座、 研讨会ꎬ 组织在职人员自愿选修ꎬ
２０１５ 年举办的文学论坛和讲座就达 １６ 期ꎬ 有

效提升了机关干部职工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

质ꎬ 进一步丰富了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四、 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

核心ꎬ 充分发挥文学职能作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ꎬ 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ꎬ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ꎮ 优秀的

文学作品承载着社会理想、 精神追求和价值观

念ꎬ 担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

任和历史责任ꎮ 中国作协严格把握好正确的工

作导向ꎬ 不断加强对文学思潮的研判和引导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始终坚持

文学作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ꎬ 充分发

挥文学的社会职能优势强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作协进一步加强对作家的服

务管理工作ꎬ 不断健全完善服务作家、 服务基

层的工作机制ꎬ 扎实推进 “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进一步组织引导作家 “接
地气” “打深井”ꎬ 唱响主旋律、 讲好中国故

事、 弘扬中国精神ꎬ 讴歌奋斗人生ꎬ 刻画最美

人物ꎬ 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和信心ꎬ 鼓舞人民前进ꎮ 相继组织 １０５
名作家定点深入生活ꎻ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ꎬ 定向组织包括多位知名作家在内的一批

作家深入生活ꎬ 开展专项重大现实题材创作ꎻ
组织京津冀作家赴环渤海经济圈、 ５６ 个民族作

家到江西赣州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 “丝路

文学之旅” 等主题采访采风活动ꎻ 组织 １００ 多

名作家深入农村、 工矿、 校园、 社区、 军营等

基层一线进行采访采风和主题创作ꎬ 催生了一

批质量较高的文学作品ꎮ
中国作协各报刊社网积极发挥社会职能作

用ꎬ 先后编发了一批弘扬时代精神、 彰显时代

风貌优秀文学作品ꎬ 并获得好评ꎮ 作家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出版的两种图书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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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先生» 和 «音乐会»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评为 “抗战优秀图书”ꎻ «人民文学» 英

文版 «路灯» 受到好评ꎬ 新推出了德、 意、
法、 俄、 日等 ５ 种外文版ꎬ 为推动中国文学走

出去发挥了积极作用ꎻ «诗刊» 公众微信号关

注量达 １６ 万以上ꎬ 受到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的表扬ꎻ «民族文学» 被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评为 “２０１５ 年百强社科期刊”ꎬ 并

入选北京大学版 “中文核心期刊”ꎻ «中国作

家» 关注当下现实生活ꎬ 新设了 «放歌中国

梦» «新实力» «中国故事» 等栏目ꎻ 作家出

版集团开办 “中国诗歌网”ꎬ 与全国学联合作

创办 “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盟”ꎻ 儿童文学

创作不断繁荣发展ꎬ 为少年儿童提供最好的精

神食粮ꎮ
着力加强文学评论工作ꎬ 倡导文学评论说

真话讲道理ꎬ 积极发挥文学评论繁荣、 引导创

作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旬ꎬ 在海南琼

海成功举办首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ꎬ 以 “世界

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 为主题ꎬ
组织来自作家协会、 高校、 科研院所、 报刊媒

体和出版界的 ６０ 余位作家、 评论家开展面对面

研讨交流ꎻ 与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第

三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 “丝路文学语

境下的多民族文学审美” 等ꎮ 大力实施重点作

品扶持工程ꎬ 着力推出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

神、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学精品ꎬ 以

优秀文学作品激励人、 鼓舞人ꎮ
深入开展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ꎮ 作协党组领导

分别走访慰问了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或开始文学

创作、 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老战士老作家ꎬ
并开展座谈ꎻ 举办了首都文学界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座谈

会和 “血肉筑起的长城———抗战中的文学” 主

题展览ꎻ 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中国作家

馆” 举办抗战图书展和抗战作品研讨会ꎻ 组织

姚雪垠抗战作品研讨会、 海峡两岸抗战题材作

品座谈会等抗战题材作品研讨会ꎻ 组织 ４３ 名网

络作家和 １７ 家文学网站主管深入全国有代表性

的抗战遗址和纪念场馆进行采访采风ꎬ 引导网

络作家正确认识抗战历史、 缅怀抗战英烈ꎬ 开

阔文学视野、 强化使命意识ꎻ 中国作协所属各

报刊社网刊发了一大批反映我国人民进行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 表现人类追求正义良知和平

的优秀文学作品ꎬ 以抗战精神提升人民群众的

思想道德境界ꎬ 不断激发中国人民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热情ꎮ

按照中央 “采、 创、 送、 种” 的要求ꎬ 坚

持聚焦基层、 服务基层ꎬ 采取捐建农家书屋、
举办文学讲座、 帮助整理挖掘特色文化资源等

多种方式ꎬ 加强当地文化建设ꎬ 积极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ꎮ 作家出版社先后为北京蔚蓝公益基

金会开展的 “蔚蓝图书馆”ꎬ 为江西省宁都县

革命老区、 青海省玉树图书馆捐赠了价值近千

万的 ４０ 多万册图书ꎻ 中国作协组织作家、 诗人

前往对口帮扶的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临潭县ꎬ 开展文化帮扶活动ꎬ 帮助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ꎻ 中华文学基金会继续做好建立

贫困地区育才图书室工作ꎮ 组织协调各地方作

协开展系列活动ꎬ 拓展精神文明建设向基层延

伸ꎮ 如北京作协深入新疆和田举办北京作家进

校园暨 “东方少年中国梦” 第三届新创意作

文大赛ꎻ 河北、 辽宁、 广西、 海南等地作协开

展文化下基层和服务基层文学志愿活动ꎻ 贵州

作协在少数民族村寨设立文学培训基地ꎬ 有效

推动了老少边穷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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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

特色活动

举办 “梦想烛照未来”
文学作品朗诵会

豪迈旋律飞扬火热青春ꎬ 铿锵诗篇激荡爱

国情怀ꎮ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ꎬ 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

年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办 “梦想烛照未来” 文学作品朗

诵会ꎮ
此次朗诵会分为 “白山黑水第一枪” “浴

血奋战” “梦想与未来” ３ 个篇章ꎮ 来自中国

作协机关及所属各部门、 各单位的青年职工轮

流登台ꎬ 以诗歌朗诵、 歌曲演唱等形式抒发了

牢记历史、 不忘和平的坚定信念和对青春的热

情礼赞ꎮ 在第一篇章ꎬ 悲愤凄婉的男女声二重

唱 «松花江上» 将人们带回到九一八事变后灾

难深重的旧中国ꎬ 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

北后的滔天罪行ꎬ 表达了东北人民要求收复失

地、 反抗斗争的强烈愿望ꎮ 在 «抗联义士诗

草» 中ꎬ 杨靖宇、 赵尚志、 赵一曼、 李兆麟等

的作品再现了爱国将士舍生忘死、 共赴国难的

英勇事迹ꎬ 塑造了一代英雄的伟岸群像ꎮ «东
北作家之声» 中舒群、 塞克、 高兰等作家的诗

章ꎬ 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的镇压下发出了不做

亡国奴的呐喊ꎬ 鼓舞了全民抗日的斗志ꎮ 抗日

救亡经典歌曲 «长城谣» 拉开了第二篇章的序

幕ꎮ 陈辉的 «为祖国而歌»、 艾青的 «我爱这

土地»、 戴望舒的 «我用残损的手掌»、 田间的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葛兮的 «乡思» 等诗

篇ꎬ 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地ꎬ 在

全面抗战中不畏强暴、 万众一心、 百折不挠的

铮铮铁骨和同仇敌忾、 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ꎬ
彰显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ꎮ 穆萨嘉里尔的

«给明泽林斯克的女孩»、 那瑞姆希克梅特的

«没有点着的卷烟»、 阿尔纳多法郎萨的 «和
平» 等组成的 «外国反法西斯诗歌一束»ꎬ 展

示了世界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誓死保卫家

园、 坚决抵御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和信心ꎮ 在重

返当下、 展望未来的第三篇章ꎬ 王蒙的 «青春

万岁»、 辛铭的 «一个人与一个民族的梦» 等

作品展现了和平时期青年一代朝气蓬勃、 开拓

奋进的精神面貌ꎮ 多民族表演者带来的诗歌合

诵 «多彩的和声» 以汉语和多民族母语朗诵相

结合ꎬ 表达了当代青年紧密团结、 顽强拼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的豪情壮志ꎮ 整台节目主题鲜明ꎬ 气势恢宏ꎬ
情感真挚ꎬ 引起观众强烈共鸣ꎬ 全场多次响起

热烈掌声ꎮ
中国作协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党支部

负责人、 青年职工代表ꎬ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

员等 ２００ 余人观看了朗诵会ꎮ

(中国作家协会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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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概况综述

中国科协在科技界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意识形

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ꎬ 发挥科技界在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表率作用ꎮ 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ꎬ 着力提高公民科学素质ꎬ 不断夯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ꎮ
一、 强化理论武装ꎬ 确保正确的政治

方向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ꎬ 切实把深入学习党的

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全年工作

始终ꎬ 先后组织 ３０ 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ꎬ 与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 «习近平关于

科技创新论述摘编»ꎬ 并组织全国科协系统认

真学习ꎮ 在 «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 «把广大群

众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等 ３ 篇署名文章ꎬ
分 ４ 批对机关和直属单位处以上领导干部 ３００
余人进行集中轮训ꎮ 把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

词» 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悬挂在中

国科协每个办公室ꎬ 加强宣传和警醒ꎬ 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绝对忠诚、 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ꎮ
二、 广泛开展 “作精神文明表率” 活

动ꎬ 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正面引导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总体要求ꎬ 中国科协在科技界广泛开展 “作
精神文明表率” 活动ꎬ 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自

觉作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ꎬ 作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表率ꎬ 作为国创新奉献的表率ꎬ 作

思想道德建设的表率ꎬ 作尊法守法的表率ꎬ 作

科学文化建设的表率ꎮ 各级科协组织积极行

动ꎬ 把在实践中坚守科学道德学风和精神文明

作为评选优秀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条件ꎬ 表彰宣

传了一批在科技领域取得突出成绩ꎬ 充分展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先进典型ꎮ
三、 大力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先进

事迹和精神风貌ꎬ 弘扬主旋律ꎬ 传播正

能量
一是大力弘扬老一代科学家的爱国情操和

高尚品格ꎮ 联合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

学院、 中国工程院在线举办 ２０１５ 年度 “共和

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 会演活

动ꎬ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９ 所高校合计演出

２７ 场ꎬ 观众达 ４ 万余人次ꎮ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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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

“共和国的脊梁” 主题晚会ꎬ 近百位两院院士、
近万名首都高校师生和军工科技企业代表到场

观演ꎬ 主题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国庆黄金时段播

出ꎬ 收视率达 １ ６２％ꎮ 二是通过主流媒体大力

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ꎮ ２０１５ 年在中央电视台

«大家» 栏目共制作播出节目 ２７ 期ꎬ 宣传了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 国医大师国药泰斗

金世元、 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等 ３０ 位优秀科技

人物ꎮ 三是继续联合教育部等 ８ 部委共同举办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
全国巡展活动ꎬ 在 １５ 个城市巡展ꎬ 现场观众达

３０ 余万人次ꎮ 四是和科技日报联合推出以 “企
业一线创新力量” 为主题的基层科技工作者推

选宣传活动ꎬ 集中宣传一批扎根企业科研生产

一线ꎬ 在创新实践中取得重要成果ꎬ 将个人发

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ꎬ 把青春和智慧献给中

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ꎮ 五

是组织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座谈会ꎬ 社会反响强烈ꎮ 六是结合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与科技日报合作推出 １６ 期 «抗日战场

上的中国科学家» 专栏ꎬ 全景式呈现中国科学

家投身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潮之中ꎬ 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ꎮ
四、 大力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ꎬ

营造良好学术环境
一是联合教育部、 中科院、 中国社科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北京市人

民政府ꎬ 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主办 ２０１５ 年首都高

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ꎬ 邀请

吴孟超、 薛其坤和潘建伟院士作宣讲报告ꎬ 首

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６０００ 多名研究生新生参加

报告会ꎮ 二是深入推进科学道德和诚信建设制

度化ꎮ 发布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 “五
不” 行为守则»ꎬ 重申和强调科技工作者在国

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行为规范ꎮ 联合教育

部、 科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学基金会共同发布 «发表学术论文 “五
不准” »ꎬ 进一步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ꎬ

抵制学术不端行为ꎬ 端正学风ꎮ 联合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

程院公共印发 «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

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ꎬ 合理引导科技工作

者科研成果发表和传播ꎬ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学术生态环境ꎮ
五、 提升主题科普活动水平ꎬ 推动形

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一是围绕 “科技成就梦想 　 拥抱智慧生

活” 主题举办 ２０１５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ꎬ 全国

开展重点科普活动 ７９２３ 项ꎬ 参加公众超过 １ 亿

人次ꎮ 二是围绕公众关切和社会热点ꎬ 广泛组

织开展主题科普活动ꎮ 开展 “阳光动力科普中

国行” 活动ꎬ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制作科普

纪录片 ４ 集 ９０ 分钟ꎬ 收视人次近 ６ ８ 亿ꎮ 针对

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 转基因生物技术开展线

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ꎮ 三是围绕城镇社区居民

智慧生活新需求ꎬ 大力开展社区科普活动ꎬ 奖

励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５００ 个ꎮ
六、 着力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ꎬ 用科

学知识占领网上阵地
实施 “互联网＋科普” 行动计划ꎬ 与新华

网、 百度公司、 腾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ꎬ 共改

编和原创科普视频 ９７３ 个、 科普图文 (含试

题) ４２７８ 篇、 推送科普头条新闻 ２８ 条、 开发

７４ 款科普游戏、 编写 ２００００ 条科学词条ꎬ 页面

浏览量 (含 ＰＣ 端和移动端) １ １ 亿人次ꎮ 强

力塑造推广 “科普中国” 品牌ꎬ 通过网站、 电

视、 广播、 微信、 微博等全方位渠道和平台ꎬ
宣传推广 “科普中国” 科学权威、 传播广泛、
公益公信的品牌形象ꎮ

七、 着力加强科普基础条件建设ꎬ 大
力提升科普传播能力

一是推动科技馆免费开放稳步实施ꎮ 印发

«中国科协、 中宣部、 财政部关于全国科技馆

免费开放的通知»ꎬ 在全国范围内选取 ９２ 家科

技馆作为试点免费开放ꎮ 二是继续组织实施流

动科技馆和科普大篷车工作ꎬ ２０１５ 年共为中西

部地区开发配发 ５０ 套流动科技馆巡展资源ꎬ 在

３４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全国配发 １６９ 辆科普大篷车ꎮ 三是中国数字科

技馆网络影响力逐步扩大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底ꎬ 中国数字科技馆 ＡＬＥＸＡ 国内网站排名从

２０１４ 年年初的 ２０００ 多名上升到 ２００ 名左右ꎬ
位居国内科普网站前列ꎮ 四是完成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认定工作ꎬ 正式命名 ６４９ 家基地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ꎮ
八、 以 «三体» 获奖为契机ꎬ 推动优

质科幻创作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以刘慈欣 «三体» 荣

获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为契机ꎬ 中国科协召开

科普科幻创作者座谈会ꎮ 会后形成 «中国科协

关于推动我国科幻发展的建议报告»ꎬ 为推动

科普创作与科幻创作繁荣发展奠定基础ꎮ
九、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ꎬ 超额完成

“十二五” 目标任务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科协开展了第九次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抽样调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６ ２０％ꎬ 比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２７％提高近 ９０％ꎬ 超额完成了 “十
二五”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５％
的目标任务ꎮ

十、 着力加强作风建设ꎬ 更加紧密团

结带领科技工作者干事创业
按照中央群团工作的部署要求ꎬ 中国科

协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精神ꎬ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群团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以科技工作者为镜ꎬ
请科技工作者会诊ꎬ 全面查摆科协系统存在

的 “机关化、 行政化、 贵族化、 娱乐化” 问

题ꎬ 找准病症ꎬ 制定 «中国科协关于贯彻落

实中央群团工作部署 　 加强和改进科协工作

的意见»ꎬ 对中办文件中明确由中国科协参与

落实的工作任务逐项分解ꎬ 梳理出 １０５ 条具

体举措ꎬ 在机关和直属单位中针对 “庸、 懒、
散、 浮、 拖” 等作风顽疾开展专项整治ꎬ 下

大力气整改解决科协组织与科技工作者联系

“不紧” “不亲”、 对中青年和基层一线科技工

作者覆盖和服务不足、 对活动的实际效果强

调不够等问题ꎬ 切实加强与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联系和服务工作ꎮ 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ꎬ
加强思想武装ꎬ 为科协事业发展提供思想保

证、 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ꎮ

特色活动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 是由中国科协发起的科学家主题宣传活

动ꎬ 旨在通过师生演校友、 师弟演学长的方

式ꎬ 广泛宣传把自身事业追求和人生价值追求

同国家富强、 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紧密联系起

来ꎬ 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 以报效祖国

为最高荣耀、 在创造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

辉煌的科学大师ꎬ 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ꎬ 展

示共和国脊梁的光辉业绩、 崇高形象ꎬ 体现中

华民族不会忘记ꎬ 共和国不会忘记ꎬ 人民不会

忘记ꎬ 青年不会忘记ꎬ 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科技

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ꎬ 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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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宏伟事业中来ꎮ
２０１５ 年联合教育部、 中科院、 中国工程

院、 共青团中央等部门ꎬ 举办 “共和国的脊

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 西安会演活

动ꎬ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上

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地质

大学 (武汉)、 中国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 ９ 所高校的师生用真挚的情感和唯美的

艺术完美呈现了王选、 邓稼先、 茅以升、 钱学

森、 竺可桢、 陈景润、 李四光、 郭永怀、 罗阳

等 ９ 位科学大师和科技界民族英雄的突出成就

和科学人生ꎬ 展示了他们丰富深邃的精神世

界ꎬ 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科技工作者了解了科

学家和科技界民族英雄的人生故事ꎬ 感受到他

们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崇高的人格魅力ꎬ 促进了

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古城西安的交汇融合ꎮ
会演活动面向高校师生、 中学生和社会公众共

演出 ２７ 场ꎬ 历时 ２０ 天ꎬ 观众达 ４ 万余人次ꎮ
９ 月 ２５—２６ 日ꎬ 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办

“共和国的脊梁” 主题晚会ꎬ 中央领导同志和

近百位两院院士ꎬ 近万名首都高校师生和军工

科技企业代表现场观演ꎮ 主题晚会在中央电视

台国庆期间黄金时段播出ꎬ 节目收视份额

达 １ ６２％ꎮ

深入推进科学道德和诚信制度化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华盛顿邮报» 报道ꎬ

英国大型学术医疗科学文献出版商现代生物出

版公司 ( ＢｉｏＭ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ꎬ ＢＭＣ) 宣布撤销了

４３ 篇论文ꎬ 其中 ４１ 篇是中国作者ꎮ 这一事件

反映出在取得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大幅

增长、 质量显著提升成绩的同时ꎬ 也暴露出一

些不规范的行为和问题ꎮ 进一步重申和明确科

技工作者的一些科学道德行为规范是科技界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中国科协在商有关方面后ꎬ

制定发布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 “五

不” 行为守则»ꎬ 号召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守ꎮ
倡导科技工作者做到不由 “第三方” 代写论

文ꎬ 不由 “第三方” 代投论文ꎬ 不由 “第三

方” 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ꎬ 不提供虚假同行评

审人信息ꎬ 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ꎬ 坚决反对学

术不端行为ꎮ “五不” 行为守则中所述 “第三

方” 指除作者和期刊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ꎻ
“论文代写” 指论文署名作者未基于自身研究

工作和真实的实验数据亲自完成论文撰写而由

他人代理的行为ꎻ “论文代投” 指论文署名作

者未亲自完成提交论文、 回应评审意见等全过

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 科

技部、 卫生计生委、 中科院、 工程院、 自然科

学基金会共同发布 «发表学术论文 “五不

准” »ꎬ 进一步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ꎬ 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ꎬ 端正学风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

院共同印发 «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

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ꎬ 合理引导科技工作者

科研成果发表和传播ꎬ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学

术生态环境ꎮ

(中国科协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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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是关心下一代事业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ꎮ 我们隆重纪念中国关

工委成立 ２５ 周年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ꎬ 坚持围绕中

心、 更加自觉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ꎬ 坚持贴近青少年、 大力推动解决青少年发

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ꎬ 坚持重心下移、 着力加

强基层基础工作ꎬ 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ꎬ 关心

下一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ꎮ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扎实深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隆重召开中国关工委成立

２５ 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ꎮ 党

中央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ꎬ 习近平总书记对

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ꎬ 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ꎬ 深刻揭示了关心下一

代工作的重大意义ꎬ 充分肯定了关工委的作

用和贡献ꎬ 为新时期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ꎬ 令人鼓舞ꎬ 催人奋进ꎮ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委、 解放军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了表彰

大会开幕式ꎮ 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代表关

工委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ꎬ 回顾了成绩ꎬ
总结了经验ꎬ 提出了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扎实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创新发

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ꎻ 汇编出版了全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 «实践成果» «品牌成果»
«理论成果» «制度成果»ꎻ 中国关工委、 中央

文明办隆重表彰了 ５９２ 个先进集体、 １７８３ 名

先进个人ꎮ 会议之后ꎬ 各地采取多种方式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中国关工委工作部署ꎮ 有的省委常委会专

门听取关工委工作汇报ꎬ 有的省委书记、 省

长作出批示ꎬ 有的省委领导看望了受到表彰

的先进代表ꎬ 有的省委省政府两办联合发文ꎬ
有的省委组织部与省关工委联合开会ꎮ 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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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的重视关怀下ꎬ 各地进一步充实了关

工委班子ꎬ 健全了工作机制ꎬ 必将推动关心

下一代工作抓住新契机、 再上新台阶ꎮ
二、 “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主

题教育活动成效显著
各级关工委充分运用新中国成立 ６６ 周年、

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以及六一、 七一等重要时间节

点ꎬ 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 “三爱” 教育活

动ꎮ 中国关工委与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等部门

共同开展了面向未成年人的 “我的中国梦”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开展了有 １０００ 万青少年参加

的 “践行核心价值观ꎬ 凝聚中华正能量” 读书

活动ꎬ 向部分省区市捐建了一批 “中华魂” 书

屋ꎻ 继续在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创

办教育示范基地ꎬ 开展传授科技、 创业致富活

动ꎬ 为当地青少年学习就业、 成长成才服务ꎬ
从而有效地把 “三爱” 教育贯穿于社会实践活

动之中ꎮ 特别是各地抓住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

的时机ꎬ 立足城乡社区和校园ꎬ 发挥关工委和

“五老” 优势ꎬ 举办报告讲座、 演讲征文、 文

艺演出、 知识竞赛、 展示参观等一系列有特

色、 有影响的活动ꎬ 大力宣传抗战英雄、 抗战

故事和抗战历史ꎬ 使广大青少年受到深刻的爱

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ꎮ 有些地方还结合

开展党史国史教育活动ꎬ 近 ３０ 万 “五老” 志

愿者参与活动ꎬ 受教育青少年达 １０００ 多万人

次ꎮ 许多学校老师和家长反映ꎬ 孩子们参加了

“三爱” 活动后ꎬ 增强了认知美丑、 明辨是非

的能力ꎬ 在勤奋学习、 劳动习惯等方面ꎬ 有了

可喜的变化ꎬ 祖国自豪感显著增强ꎮ
三、 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成绩突出
积极参与源头维权ꎬ 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

协调ꎬ 促进法规政策完善ꎮ 国务院研究制定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ꎬ 明确了

关工委和 “五老” 的工作任务ꎮ 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ꎬ 强调各

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配合妇联、 关工

委等相关组织ꎬ 共同办好家长学校ꎮ 中国关工

委联合中央综治办、 司法部启动第三届 “关爱

明天、 普法先行” 活动ꎬ 利用青少年教育实践

基地、 “四点半” 学校、 乡村学校少年宫、 留

守儿童活动站等ꎬ 建立法治教育阵地ꎮ 继续加

强 “失足、 失管、 失学、 失教、 失亲” 青少年

关爱服务工作ꎬ 积极参与创建零犯罪社区 (村
屯)、 零犯罪学校活动ꎬ 加强对有不良行为青

少年的教育帮扶ꎬ 加强对闲散青少年的服务管

理ꎬ 加强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帮

助ꎬ 一些地方组建了 “五老管事婆婆站” “五
老帮帮队”ꎬ 给特殊群体青少年力所能及的关

爱和帮扶ꎬ 积极化解可能引发的矛盾和问题ꎬ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ꎮ

四、 惠及青少年服务工作得到进一步

拓展
中国关工委首次联合国家民委共同举办民

族地区幼儿师资培训班ꎬ 并继续帮助贫困地区

改善寄宿学校条件、 培养学校师资力量、 救济

贫困家庭学生ꎻ 继续坚持把服务重点放到贫困

地区ꎬ 推进 “春苗营养计划” “园丁计划” 等

服务项目ꎮ 全国累计建立春苗营养厨房 ３３７８
所ꎬ 受益儿童 ２００ 万人ꎬ 覆盖近十分之一的寄

宿儿童ꎮ 继续举办 “中华大家园” 关爱各族少

年公益活动ꎬ 面向民族地区、 贫困地区、 边疆

地区留守流动儿童、 艾滋病致孤儿童ꎬ 开展老

少结对、 寻找爱心家庭、 举办公益夏令营等活

动ꎬ 帮助这些困难孩子重建社会支持网络ꎮ 中

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全年共募集款物 １ 亿余元ꎬ
受益人数达 ７６ 万ꎬ 惠及 ３００ 余万青少年ꎬ 仅

“留守儿童教育救助项目” 累计投入 １６００ 多万

款物ꎬ 受益人数超过 １６ 万人ꎮ 各地关工委利用

政府支持以及基金平台ꎬ 积极开展青少年帮扶

服务ꎬ 有的实施特困家庭孩子学习生活资助项

目ꎬ 有的实施 “五老” 爱心小屋、 代理家长等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项目ꎬ 有的实施落榜生就业

培训服务项目ꎬ 有的实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项目ꎬ 有的实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长扶助项

目ꎬ 这些惠及广大青少年的项目ꎬ 受到党委政

府和社会各界赞誉ꎬ 有的入选了中国志愿服务

优秀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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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少年境内外交流富有特色
中国关工委成功举办第七届海峡论坛暨海

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ꎬ 实施 “海峡两岸

一家亲ꎬ 老少共圆中国梦” 十大工程ꎬ 开拓了

两岸青少年交流的新领域ꎮ 积极推进与港澳青

少年组织的交流ꎮ 在国家交流机制框架下ꎬ 加

强与东盟 １０ 国的友好组织合作ꎬ 举办了第三届

中国东盟 “１０＋１” 青少年文化交流节活动ꎬ 突

出 “文化传递友谊ꎬ 爱心共赢未来” 主题ꎬ 构

建中国与东盟青少年合作友谊平台ꎬ 帮助东盟

国家青少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ꎬ 有力地配合了

国家外交战略ꎮ 继续推进中日韩儿童童话交流

活动ꎬ 组织我国小学生赴日本交流ꎬ 在中日韩

三国儿童中架设沟通的桥梁ꎬ 为促进东北亚民

间外交发挥作用ꎮ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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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紧紧抓住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根本任务ꎬ 唱响文明主旋

律、 集聚社会正能量、 树立道德新风尚ꎬ 各项

工作在改进中加强、 在创新中提高ꎬ 为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

道德支撑ꎮ
一、 坚持服务大局ꎬ 为首都重大任务

完成营造浓厚氛围

１. 围绕申冬奥成功ꎬ 精心组织群众体

育交 流 展 示 活 动ꎮ ３０ 余家单位参与筹备

“７３１”申冬奥成功庆祝活动ꎮ 申办 ２０２２ 年冬

奥会成功后ꎬ 首都各界近万名群众在奥林匹克

中心区广场举行庆祝仪式ꎬ 展示了广播操、 抖

空竹、 舞龙舞狮、 腰鼓等群众体育项目ꎬ 中央

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和中

央及北京市有关领导参加ꎮ
２. 围绕传播传统文化ꎬ 创新举办 “我们的

节日” 活动ꎮ 开展了春节 “善满京城送吉祥”
“情系英烈春暖清明” “情定运河圆梦七

夕” “卢沟晓月中秋赏月会” “北京重阳文化

节”、 京津冀龙舟邀请赛、 第七届北京端午文

化节暨北京市第二届 “非遗大观园” 端午游园

会及中小学团队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等系列活

动ꎬ 引导市民感受传统文化魅力ꎬ 增强爱国情

感ꎬ 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ꎮ

３. 围绕诚信制度化建设ꎬ 推出 “诚信红黑

榜” 公示ꎮ 依托信用北京平台ꎬ 推出诚信建设

专题网页ꎬ 开辟诚信光荣榜、 曝光台等专题栏

目ꎮ 广泛开展 “诚实做人ꎬ 守信做事” 主题活

动ꎬ 市工商局、 市国税局等相关单位开展了

“北京市诚信示范市场” “北京市企业诚信”
“诚信纳税” 和 “诚信兴商” 质量信用的创建

和宣传活动ꎮ
４. 围绕提高游客文明素质ꎬ 开展 “文明旅

游我最美” 宣传活动ꎮ 全市开展 “文明旅游我

最美” 主题宣传活动ꎮ 举办 “文明旅游我最

美” 发布会ꎬ 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文明旅游微信

互动平台ꎮ 在全市 ５７ 家旅行社ꎬ 安装 ２８５ 台

“文明北京智慧宣传平台”ꎮ 联合全国八省市电

视台ꎬ 共同发起 “文明旅游 ‘袋’ 动中国” 大

型公益活动ꎮ
二、 坚持突出重点ꎬ 引导市民共建公

共文明

１. “清洁空气蓝天行动” 主题宣传实

践活动深入推进ꎮ 开展了 “微承诺微行动微

志愿暨绿色生活好市民” 评选、 首届 “凌盛蓝

天白云杯” 京津冀百所高校节能环保大学生演

讲大赛、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和 “世界无

车日” 宣传及 “３５１０ 为美丽北京加油” 绿色

出行系列活动ꎮ 组织近万人次参加了 ３８ 场市民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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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垃圾文明一日游ꎬ 并向驻京部队营区和生

活小区拓展延伸垃圾分类宣传工作ꎮ
２. 观赏文明引导扎实开展ꎮ 组建文明观

赛指导组ꎬ 前往客场指导球迷观赛ꎬ 通过微

博微信平台、 动漫宣传片、 «球迷故事» 广

播、 投入环保垃圾袋等引导文明赛场ꎮ 京津

冀市民联动ꎬ 广泛开展 “市民高雅艺术殿堂

文明行” “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会”
“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 和 “文明观演大家

谈”ꎬ 组织艺术家走进基层ꎬ 大力普及观赏文

明礼仪知识ꎮ
３. 秩序文明引导服务水平提升ꎮ 全市扩增

文明引导员至 ９０００ 余名ꎬ 围绕 “向交通陋习

说不” 主题ꎬ 开展 “学雷锋做文明有礼的北

京人” 公共文明引导行动ꎬ 在重点线路、 重点

站台、 重点路口、 重点地区加强疏导工作ꎮ 推

举产生 ２０６４３ 名文明有礼的好乘客ꎬ 评选出 ９
个类型的星级公共文明引导员 ３８６ 名ꎮ

三、 坚持典型引领ꎬ 创新评选表彰宣

传工作

１. “北京榜样” 凸显力量ꎮ 通过开展

“学榜样我行动” “为榜样圆梦” “国企楷模”
“北京社会好人” “孝星榜样” “十大健康卫

士” 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ꎬ 以 “北京榜样” 举

荐榜和平面、 音视频公益广告等形式ꎬ 推进

“北京榜样” 事迹宣传工作ꎬ 使选树 “好人”
与宣传 “好事” 并举ꎮ 全市累计张榜宣传基层

典型 ６ 万余名ꎬ 各界推荐 “北京榜样” ５００３
名ꎬ 最终评出了十大 “北京榜样”ꎮ

２. 道德模范立起标杆ꎮ 以推荐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为契机ꎬ 以在媒体开设专栏、 印发宣

传折页、 为候选人点赞留言等形式开展 “道德

模范在身边” 学习宣传活动ꎮ 金汉、 高宝来、
任全来 ３ 人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廖理纯

等 ８ 人获提名奖ꎮ 同时ꎬ 评出任士荣等 １０ 名首

都道德模范、 金九皋等 ２０ 名提名奖ꎮ
３. “身边好人” 形成效应ꎮ 建立了 “身边

好人” 评议评审制度ꎬ 设立基层 “身边好人”
光荣榜ꎬ 编印 “故事集”ꎬ 开设网上专栏ꎬ 设

置 “寻找最美北京好人” 等微博议题ꎬ 推出

“好人 ３６５” 微信音频故事ꎬ 全方位展示好人好

事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３６０ 位 “身边好人”ꎬ
其中ꎬ 有 ３６ 位荣登 “中国好人榜”ꎮ

四、 坚持塑造品牌ꎬ 不断提升志愿服
务的实效性

１. 积极培育志愿服务文化ꎮ 举办学雷

锋志愿服务主题推动日活动ꎬ 组织 ７０ 余家近

５００ 个志愿服务项目进行现场展示ꎮ 在国际志

愿者日ꎬ 承办国际志愿服务交流与合作活动ꎮ
总结推广海淀、 丰台试点经验ꎬ 实施 “志愿家

庭” 计划ꎬ 全市注册志愿家庭突破 ２０００ 个ꎮ
市领导带头到首都图书馆、 社区参加志愿服

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志愿北京” 信息平台注册

的志愿者超过 ３１６ 万人ꎬ 党团员占比达 ３９ ３％ꎬ
注册志愿团体 ５０５３２ 个ꎮ

２.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常态ꎮ 动员 ５０００
余名志愿者参与申办冬奥、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田径世锦赛等重

大活动志愿服务ꎮ 编纂 «志愿服务岗位指南»
«大型活动志愿服务管理与规范»ꎬ 推动大型活

动志愿服务标准化ꎮ 社区志愿服务、 平安志愿

服务、 文化志愿服务等活动蓬勃开展ꎮ
３. 志愿服务保障得到加强ꎮ 增加了志愿者

险种ꎬ 提高了意外伤害医疗最高赔付额ꎬ 建立

了优秀志愿者救助机制ꎮ 深入调研ꎬ 规范了首

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岗)、 示范站 (岗) 运

行ꎮ 发布了 １００ 个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站

(岗) 金牌项目ꎮ
五、 坚持抓早抓小ꎬ 为未成年人成长

创造良好环境
１. 传承美德ꎬ 效果突出ꎮ 开展 “讲家

训、 传美德、 树家风” “优秀家训家规和家风

故事” 征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 宣

讲、 网上家教大家谈等活动ꎮ 征集家长儿童、
教师学生自编、 自演原创作品 ７０ 个ꎮ 组织

“中华美德故事汇” 进基层巡演 ２０ 余场ꎮ 依托

现代教育报ꎬ 推出 ２１ 期 “北京少年孝心榜

样” 专版报道ꎮ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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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道德实践ꎬ 活动丰富ꎮ 举办了 “核心价

值观托举中国梦” 主题优秀童谣节目展演、
“我是向上向善好队员” 主题队日、 “争当社区

文明小使者” “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 “童心向党” 歌咏展演、 “向国旗敬礼”
等主题实践活动ꎮ

３. 整合资源ꎬ 创新发展ꎮ 形成了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市、 区、 校三级推进机制ꎮ 管好

用好 ６７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开展 “社会大课

堂” 活动ꎬ 利用 ３０ 家资源单位和 ５０ 家大学实

验室开发实践课程ꎮ 推出了北京地区博物馆青

少年教育项目ꎬ 组织系列展览和文化活动 ５００
余项ꎮ 继续开展了创新案例评选工作ꎮ

六、 激发基层创造力ꎬ 深入开展创建

活动
１. 创建文明区ꎬ 梯度推进ꎮ 修订完善

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ꎬ 并对全市各区县进

行了测评ꎮ 获得全国文明城区称号的东城、
西城、 朝阳、 海淀区固化创建成果ꎬ 加强日

常管理ꎬ 健全长效机制ꎻ 获得全国文明城区

(县) 提名资格的通州、 怀柔、 延庆区以利民

惠民为宗旨ꎬ 突出问题导向ꎬ 健全工作机制ꎬ
实施创建工程ꎻ 获得首都文明示范区县的石

景山、 大兴、 顺义区开展标准化创建ꎬ 朝着

全国文明城区提名目标迈出坚实步伐ꎻ 丰台、

昌平、 平谷区进一步夯实创建基础ꎬ 推动创

建质量提档升级ꎮ
２. 创建文明村镇ꎬ 打造美丽乡村ꎮ 京郊

农村以文明户、 文明家庭、 文明村镇评选活

动为抓手ꎬ 以乡情村史陈列室和农村精神文

明宣传视屏建设为载体ꎬ 全面提升 “美丽乡

村” 建设水平ꎮ 编辑出版 “拾忆乡愁” 画册ꎬ
推出专题宣传片ꎮ １３ 个涉农区建成 １６６ 个陈

列室、 ４８０ 块宣传视屏ꎮ 城区 ２０００ 多个文明

单位与京郊结对共建ꎬ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发展ꎮ
３. 创建文明单位ꎬ 突出行业特点ꎮ 全市突

出 “富国强企” 主题ꎬ 加强 “窗口” 行业单位

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展文明校园、 和谐医院

等创建活动ꎬ 使文明单位创建与服务企业发展

相结合ꎬ 做到共促进、 同提高ꎮ 全市非公有制

企业积极参与文明单位创建ꎬ 推出首批 ２００ 家

“守法诚信” 示范单位ꎮ
４. 军地一家亲ꎬ 共建又共享ꎮ 加强新时期

首都军 (警) 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特点规律的研究探索ꎬ 修订完善 «首都军

(警) 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规定»ꎮ 组织军地双

方参与 “军营一日” “社会一日” 活动ꎬ 引导

干部群众树立国防观念ꎬ 强化官兵爱首都、 建

首都主人翁意识ꎮ

特色活动

建设乡情村史陈列室和

精神文明宣传视屏
２０１５ 年ꎬ 北京市不断深化以建设乡情村史

陈列室和精神文明宣传视屏等为内容的 “十个

一” 文明创建活动ꎬ 首都文明办向各区拨付补

贴资金 ４００ 万元ꎬ 全市累计建设乡情村史陈列

室 １６６ 个、 精神文明宣传视屏 ４８０ 个ꎮ
为加强对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的指导ꎬ 首

都文明办编辑出版了 «拾忆乡愁———北京乡情

３５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村史陈列室画册»ꎬ 拍摄制作了 «守望———京

郊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巡礼» 专题片ꎬ 认真总

结了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工作经验ꎬ 在通州区

张家湾镇乡情村史陈列室召开了乡情村史陈列

室建设工作现场观摩会ꎮ 其中ꎬ «建设乡情村

史陈列室　 让人们记住乡愁» 的工作经验在全

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交

流发言ꎮ 乡情村史陈列室建设创新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载体和平台ꎬ 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ꎮ 一是传承了乡村历史文化ꎮ 随着首

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ꎬ 传统村庄将逐

步被新式社区所取代ꎬ 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

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ꎮ 建设乡情村史陈列室

是保存乡村文化基因、 保护乡村文化形态、 延

续乡村文化命脉ꎬ 使居民精神有所寄托、 心灵

有所归属的具体举措ꎮ 二是培育了文明乡风民

风ꎮ 乡情村史陈列室蕴藏了民间优秀传统文

化ꎬ 能够使人们从前辈的智慧里吸取营养ꎬ 在

经典中得到提升ꎮ 通州区仇庄村陈列室把全村

６１ 户村民的 “家风家训” 全部展示出来ꎬ 倡导

村民积极践行和弘扬ꎮ 顺义区石家营村陈列室

整体设计呈 “家” 字布局ꎬ 强调了村集体是个

大家庭ꎬ 突出了 “家” 的和谐与关爱ꎮ 三是弘

扬了优秀革命传统ꎮ 京郊红色文化资源丰富ꎬ
有的乡情村史陈列室突出展示了红色历史文化

基因ꎮ 延庆区沙塘沟村是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诞生地ꎬ 被誉为 “平北红色第一村”ꎮ
该村的乡情村史陈列室向人们展示了当年军民

团结一心、 共同抗敌的壮丽画面ꎬ 为农民群众

开展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

阵地ꎮ 四是助推了农村经济发展ꎮ 把乡情村史

陈列室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来ꎬ 为市民

休闲旅游增添了新的看点ꎬ 展现了独特的文化

内涵ꎮ 昌平区洼里博物馆地处集休闲、 餐饮、
娱乐等于一体的游乐园内ꎬ 是园区内的热门景

点ꎬ 开馆以来已接待游人 １０ 余万人次ꎮ
同步推进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宣传视屏建

设ꎮ 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及

时宣传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 农村两个文明建

设先进典型、 美丽乡村建设丰硕成果等ꎬ 大力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ꎮ 适时播报农村就

业、 消防、 防汛、 食品卫生、 健康等信息和常

识ꎬ 以及宣传当地产业优势、 推销农产品、 推

介旅游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等ꎬ 为群众的生产

和生活提供了便利ꎮ 为服务于广大村民开展文

化活动ꎬ 播放数字电影和广场舞、 健身操的背

景音乐ꎬ 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ꎮ

“北京榜样” 主题活动形成品牌
２０１５ 年ꎬ 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主

办ꎬ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

办ꎬ 在全市开展了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大型主题

活动ꎬ 通过层层举荐、 周周上榜、 全媒传播ꎬ
在全市宣传树立了一批 “崇德向善ꎬ 奋发向

上” 的榜样人物ꎮ 各区、 各系统在社区、 村

镇、 基层单位设置统一格式的 “北京榜样” 举

荐榜 １ 万多块ꎬ 累计张榜超过 ６ 万人ꎮ 各界推

荐 “北京榜样” 候选人 ５００３ 名ꎬ 经评审产生

周榜人物 １３０ 名ꎬ 月榜人物 ６０ 名ꎬ 覆盖了各类

群体、 各个行业ꎮ 在 １２ 月 ２８ 日举办的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颁奖典礼上ꎬ 任士荣、 王亚静、 肖

英、 张涛、 谢良志、 郑福来、 王福昌、 任全

来、 周红、 夏虹 １０ 人当选 ２０１５ 年度十大 “北
京榜样”ꎬ 高宝来获得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特别

奖ꎬ 唐子人等 ５１ 人获得 “２０１５ 北京榜样” 提

名人物ꎮ 北京市广泛开展 “学榜样我行动” 活

动ꎬ 践行榜样精神ꎬ 传递榜样力量ꎮ 各区、 各

系统以 “北京榜样” 为旗帜ꎬ 组织开展 “岗位

学榜样” 活动ꎬ 先后在全市树立了赵郁创新工

作室、 张鹊鸣创新工作室、 高宝来爱民服务岗

等一批岗位榜样ꎮ 组织干部职工、 市民群众开

展环保、 节水、 植树、 献血等系列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ꎬ 涌现了廖理纯 “走进崇高先遣团”
“金九皋节水工作室” “张佳鑫 ‘夕阳再晨’
服务队” 等一批 “北京榜样” 公益团队ꎮ 组织

实施 “为榜样圆梦” 公益行动ꎬ 策划开展了为

“２０１４ 十大北京榜样” 陈敏华、 金九皋、 廖理

纯、 金汉、 韩冰、 闫志国圆梦公益活动ꎬ 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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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神品质、 推先进事迹、 圆榜样心愿ꎮ “北京榜

样” 以引人注目的道德群像ꎬ 成为首都地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品牌活动ꎮ

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 “北京榜样”
宣传活动

为更好地宣传 ２０１５ 年度 ６３ 位 “北京榜

样” 候选人的先进事迹ꎬ 展示榜样风采ꎬ 传递

网络正能量ꎬ 北京市委宣传部、 首都文明办共

同策划开展 ２０１５ “为榜样点赞” 网络宣传活动

(以下简称 “活动” )ꎮ 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ꎬ
积极探索创新ꎬ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在开展活动的 ２５ 天内ꎬ 总页面浏览量

超过 ５０００ 万次ꎬ ５６０ 万人次点赞ꎬ 网友留言超

过 １ ４ 万条ꎬ 字数超过 ５２ 万字ꎮ
此次活动以 “文明北京” 官方微信为主渠

道ꎬ 连同首都文明网、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ꎬ
制作开发专题页面和点赞留言系统ꎬ 优化页面

设计ꎬ 简化操作步骤ꎬ 尊重用户体验ꎮ 借用

“病毒式传播” 原理ꎬ 吸引网民广泛转发活动

内容到微信朋友圈ꎬ 通过接力倍增式传播ꎬ 不

断增加个人的助力值ꎬ 发挥其个人传播力与影

响力ꎬ 为活动加油、 为榜样助力ꎮ 同时ꎬ 活动

还精心设置了 “优秀留言奖” “微信助力奖”
和 “积极参与奖”ꎬ 以有效激发网民点赞留言

和互动分享的热情ꎮ
“为榜样点赞” 网络宣传活动启动后ꎬ 首

都文明网、 “北京榜样” 官方网站和 “文明北

京” 官方微博、 微信及各市属媒体、 歌华有线

电视、 地铁移动城市电视统一发布活动内容ꎬ
“北京发布” “平安北京” 等官方微博和各大门

户网站也纷纷对活动进行报道和转发ꎮ 官方推

出 “精美留言秀” 网站和微信专题ꎬ 及时编发

推送精彩留言ꎬ 并向各媒体主动推送ꎬ 分享网

民对 “北京榜样” 的点赞感言和敬意ꎬ 使点赞

活动热度不断ꎬ 榜样力量持续升温ꎮ 形成了以

新媒体为引领ꎬ 主流媒体强力推进、 都市媒体

全面参与的全方位、 高频次、 立体化的全媒体

融合传播架构ꎬ 实现了活动宣传的全覆盖ꎮ 据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供的数据显示ꎬ 活动开展

期间ꎬ 有关 “北京榜样” 活动的网络新闻报道

共计 １７９２０ 篇ꎬ 平面媒体报道 ５７３３ 篇ꎬ 论坛帖

文 ５１０５５ 篇ꎬ 博客 (含微博) ３４５３９ 篇ꎬ 微信

公众号文章 ６５０６ 篇ꎮ

组织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按照中央文明办等五部门 «关

于运用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要求ꎬ 北京市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ꎬ 围绕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抓住清明、 六一、 七一、 十一等重要时间节

点ꎬ 充分挖掘运用民族传统节日内涵ꎬ 扎实

开展道德实践活动ꎮ 在首都文明网、 北京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等网站开辟 “网上

祭英烈” 专栏ꎬ 并在文明北京官方微博、 微

信上发布消息ꎻ 同时ꎬ 通过全市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 ＱＱ 群和全市 ４２ 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 ＱＱ 群ꎬ 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者及学校老师进行实时互动ꎬ 增强活动的时

效性ꎬ 进一步扩大活动效果ꎮ 全市共 １８７ 万

人次参与 “网上祭英烈” 活动ꎮ ３ 月份ꎬ 首都

文明办联合北京市委宣传部、 市教委、 团市

委、 市妇联ꎬ 面向全市各区县印发了 «关于

开展 “核心价值观 　 托举中国梦” 优秀童谣

节目推选展演活动的通知» (精建办 〔２０１５〕
１７ 号)ꎬ 在全市以 “核心价值观托举中国梦”
为主题ꎬ 立足家庭、 家教、 家风的树立和传

承ꎬ 广泛开展新童谣推广传唱活动ꎬ 全市 １６
区县共推荐 ４２ 个节目ꎮ 在广泛征集优秀童谣

节目的基础上ꎬ 经过层层推荐、 评选ꎬ 最终

１０ 个区县 １４ 个表演单位脱颖而出ꎬ ４００ 名孩

子走上舞台ꎬ 用朗诵、 歌舞、 武术、 戏曲等

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ꎬ 集中展示全市近年来

开展优秀童谣推广传唱的成果ꎮ 六一前夕ꎬ
首都文明办联合市教委、 团市委、 市妇联、
关工 委 在 全 市 组 织 开 展 “ 最 美 少 年 在 身

边———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ꎮ 全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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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美德少年” ４００ 余名ꎬ 经过严格的评

审程序ꎬ 推荐产生 １００ 名首都 “最美少年”ꎬ
并推荐余佳玥、 姚雨婷、 万逍等 ３ 人参加中

央文明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全国 “学习和争做美

德少年” 活动ꎬ 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 “全

国百名美德少年展示” 专栏上集中宣传ꎮ 七

一党的生日ꎬ 以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为载

体ꎬ 积极拓宽活动渠道ꎬ 通过参与、 体验、

互动等多种形式ꎬ 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广泛传

唱歌颂党、 歌颂祖国、 歌颂中国梦的优秀歌

曲ꎮ 十一期间ꎬ 在全市广泛开展 “向国旗敬

礼”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ꎮ 全市参与人数达 ８７
万人次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组织 ３０００ 余名中学生参

加升国旗仪式ꎬ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

爱国主义热情ꎮ

(首都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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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天津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

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ꎬ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市委

部署ꎬ 紧贴中心工作ꎬ 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ꎬ 唱响

主旋律ꎬ 凝聚正能量ꎬ 为美丽天津建设和京津

冀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不断深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ꎮ 紧密联系天津工作实际ꎬ 坚持个人自学

与集体研学、 领导带头学与专家辅导学、 群众

评议学与组织考核学相结合ꎬ 各级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系列讲话精神ꎬ 努力悟透习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论述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

用、 学而行ꎮ 广泛开展 “精神补钙六进基层”
活动ꎬ 推动学理论进企业、 进农村、 进机关、
进校园、 进社区、 进军营ꎮ 开展 “万千百十”
“学者大讲堂” “理论超市” “五老巡讲团” 等

系列送理论下基层活动ꎬ 推进了党的创新理论

的宣传普及ꎮ
主题教育活动形成声势ꎮ 围绕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先后开展 “抗战歌曲大家唱 　 爱国诗篇颂英

雄” “寻找抗战老兵　 致敬峥嵘岁月” 等系列

活动ꎬ 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ꎬ 爱

党、 爱国、 爱天津ꎬ １６０ 多万市民参与其中ꎮ
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梦宣传教

育ꎮ 组织高校领导和专家组成宣讲队伍ꎬ 以上

党课、 报告会等形式ꎬ 面对面向师生宣讲ꎬ 全

年开展各种理论宣讲 １６００ 余场ꎮ 开展 “我与

祖国共奋进” “与人生对话　 我的中国梦” “青
春梦　 中国梦———青年演唱朗诵大赛” 等系列

活动ꎬ 全市 １６ 个区县与高校、 企事业单位 ３００
余万名青年热情参与ꎮ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

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的热潮ꎮ 按照市委的统

一部署ꎬ 市领导同志组成宣讲团ꎬ 深入基层宣

讲ꎬ 全市积极行动起来ꎬ 安排专家讲解、 组织

媒体宣传、 印发资料辅导ꎮ 举办 “回首 ‘十二

五’ 百姓看天津———市民纪实摄影展”ꎬ 全景

式地展示了 “十二五” 期间美丽天津建设的成

果ꎻ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设计的 “创新梦

想” 天津市第六届青年美术节ꎬ 吸引三地数万

群众积极参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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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普及
宣传教育活动声势浩大ꎮ 立足通俗化、 图

解化、 经常化ꎬ ２４ 个字逐步深入人心ꎮ 印发和

实施了 «天津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行动方案»ꎬ 利用全市 ３８００ 多所市 (村) 民

学校、 １２００ 余个道德讲堂等基层阵地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ꎮ 全市主流媒体开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专版、 专栏ꎬ 综合运用新闻报道、 言论评

论、 市民系列访谈、 网上互动等形式ꎬ 全方位

立体化宣传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形成了

浓厚的舆论氛围ꎮ 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电脑桌面” 活动ꎬ 推行 ＯＡ 网开设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专栏ꎬ 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文化产品创作生产ꎬ 把宣传教育活动融入

百姓生活ꎮ
主题实践活动丰富多彩ꎮ 抓住重点人群ꎬ

针对不同领域ꎬ 全市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

活动ꎮ 在市级机关ꎬ 组织开展以 “转观念、 转

作风、 促改革、 促发展” 为主题的系列实践活

动ꎮ 在学校中ꎬ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 组织青年

学生开展 “践行价值观追寻成才梦” “践行

价值观实现成长梦” “践行价值观塑造青

春梦” 等 １７ 项主题活动ꎮ 在企业中ꎬ 开展

“育企业精神 　 树企业形象” 活动ꎬ 培育企业

道德文化规范ꎬ 凝聚企业发展动力ꎮ 在家庭

中ꎬ 组织开展 “寻找天津最美家庭” 活动ꎬ
２０２ 万余家庭参与投票征集ꎬ 评选产生千户

“最美家庭”、 百户 “最美家庭标兵户”ꎮ 主题

实践活动贴近群众、 贴近基层、 贴近生活ꎬ 有

效地推动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ꎮ
公益广告宣传遍布津城ꎮ 通过建立公益广

告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推动公益广告宣传

常态化、 长效化ꎮ 全市主要媒体公益广告刊播

力度不断加大ꎮ 天津日报等平面媒体共刊发公

益广告 ３７０ 余版ꎬ 天津广播电视台累计播出公

益广告约 ７ ６ 万条次、 ３ ３６ 万分钟ꎬ 北方网、
天津文明网在首页长期悬挂公益广告展播专

题ꎬ 视频网站、 移动客户端共播出公益广告

３７９ 万余条次ꎬ 社会影响广泛ꎮ 充分利用户外

电子屏、 社区宣传橱窗ꎬ 搞好公益广告宣传ꎮ
积极打造公益广告特色主题公园、 特色主题社

区、 特色主题校园ꎬ 集中展示文明风尚ꎮ 公益

广告实现了市区公共场所、 交通站点、 窗口服

务行业全覆盖ꎮ
三、 “共建美丽天津　 共享美好生活”

活动大力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ꎮ 继和

平区之后ꎬ 河西区荣获全国文明城区称号ꎮ 东

丽区、 南开区、 武清区、 西青区紧密结合美丽

天津建设要求ꎬ 全面开展创建工作ꎮ 扩大创建

覆盖面ꎬ 以文明单位创建带动文明行业创建ꎬ
以文明机关创建带动文明企 (事) 业单位创

建ꎮ 天津市 ３７ 个全国文明村镇、 ８５ 个市级文

明村镇、 ３０４ 个 “美丽村庄” 发挥示范作用ꎬ
有效带动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开展 “好家

风好家训” 评选、 “２０１５ 最美乡村人” 评选和

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服务活动ꎬ 举办

“２０１５ 美丽乡村” 摄影大赛ꎬ 组织 ３７８６ 个村庄

开展 “千村美院” 活动ꎮ 其中 “千村美院” 的

做法得到中央文明办肯定ꎮ
文明服务专项行动深入推进ꎮ 按照建规

范、 重引导、 强监督的工作思路ꎬ 成立 ２０１５ 年

度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下

发 «天津市 ２０１５ 年文明服务专项行动方案»ꎬ
编印 «天津市餐饮业服务规范要求»ꎬ 推动文

明服务规范化ꎮ 通过选树文明服务标兵ꎬ 开展

青年服务之星评选ꎬ 组织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等

活动ꎬ 有效提升从业者的服务质量ꎮ 邀请道德

模范、 劳动模范、 优秀志愿者、 优秀市民代表

组成文明服务监督队ꎬ 进行第三方暗访ꎬ 加强

对窗口单位、 服务行业的日常督查ꎮ
文明交通专项行动全面展开ꎮ 坚持突出交

通安全宣传、 突出重点点位把控、 突出不文明

行为劝导ꎬ 上下结合、 专兼结合、 平日和假日

结合ꎬ 用合力促合治ꎮ 利用传统媒体和天津交

警 “双微” 平台ꎬ 宣传文明交通ꎻ 在长途客运

站点、 交警支队安监大厅、 交通违法事故处理

窗口等场所通过布设交通安全宣传展牌ꎬ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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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宣传手册、 宣传车贴等ꎬ 营造践行文

明交通的浓厚氛围ꎻ 文明交通志愿者深入繁华

地区、 重要路口、 公交地铁站点ꎬ 开展上路值

勤活动ꎬ 维护公共交通秩序ꎮ 评选出文明交通

示范路、 文明交通示范岗各 １００ 个ꎮ 市民文明

交通意识逐步得到加强ꎮ
文明祭扫专项行动集中实施ꎮ 在清明节、

中元节、 寒衣节等时间节点ꎬ 加大宣传力度ꎬ
发放 «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ꎬ 利用全市 ３０１７
条公交车线路车载电视播放 “弃陋俗 　 树新

风” 公益宣传片ꎬ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祭扫氛

围ꎮ 先后举办 “都市文明　 集体共祭” “百场

社区共祭追思会” 和 “以鲜花换纸钱” 活动ꎬ
引导群众共兴绿色祭奠新风ꎻ 开展丧葬用品窗

口摊点专项治理ꎬ 组织街道工作人员、 志愿者

现场劝导乱烧纸钱行为ꎬ 不文明祭扫行为在市

内六区得到明显遏制ꎮ
文明旅游专项行动细化落实ꎮ 召开全市提

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联席扩大会议ꎬ 制定

«２０１５ 年文明旅游专项行动方案»ꎮ 制作文明旅

游公益广告、 宣传画 ２ 万条 (幅)ꎬ 大力宣传

“出国游代表着国家形象、 国内游代表着天津

脸面”ꎬ 细化规定ꎬ 关注小节ꎬ 及时纠正不文

明行为ꎮ 举办天津市 “文明旅游筑梦中国主

题活动暨中国主题乐园爱心传递全国行启动仪

式”ꎬ 帮助人们树立文明旅游的意识ꎮ 开展好

导游、 好游客评选活动ꎬ 共评出 ３９ 名天津好游

客、 １９ 名天津好导游ꎮ
四、 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深化
选树道德好人蔚成风气ꎮ 近 ３８０ 万名市民

参与第四届天津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投票ꎬ 评

选出孙世福等 ２０ 位天津市道德模范ꎮ 孙世福、
姜威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赵红艳等

１０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ꎬ 获奖人数创历年

新高ꎮ 举办第四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颁奖仪式暨

道德模范故事汇ꎬ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交

流活动 (滨海新区专场)ꎬ 用人格化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感染群众ꎮ “我推荐、 我评议天

津好人” 活动持续开展ꎬ 全年共有 ６００ 人载入

“天津好人榜”ꎬ 其中 ２３ 人荣登 “中国好人

榜”ꎮ “身边真情 ３６５” 等道德建设栏目不断挖

掘身边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ꎬ 用榜样的力量鼓

舞人引导人带动人ꎮ 开展礼遇礼敬道德模范系

列活动ꎬ 逢年节组织走访慰问道德模范ꎬ 为道

德模范免费体检ꎬ 邀请著名书法家为道德模范

题字ꎬ 对生活困难道德模范进行重点帮扶ꎬ 在

全社会树立了好人有好报、 做好人吃香的价值

导向ꎮ
诚信建设不断推进ꎮ 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等

单位制定了 «天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重点工作任务»ꎬ 明确各领域诚信建设

相关要求ꎮ 开展 “诚信兴商宣传月” “食品安

全管理示范店” “守合同　 重信用” 和消费维

权 “六进” 等诚信主题教育活动ꎬ 不断提升生

产行业、 流通企业和服务窗口的社会信用水

平ꎮ 宣传报道桂顺斋糕点有限公司等一批诚信

单位ꎮ
道德培育活动持续深入ꎮ 在全市深入开

展节约用粮、 节约用水、 节约用电、 节约用

气等活动ꎬ 培养勤劳节俭社会风尚ꎮ 组织开

展 “迎全运、 共建美丽天津ꎬ 讲礼仪、 点赞

文明市民” 主题展览ꎬ 向广大市民宣传文明

观赛、 文明交通、 文明养犬、 文明餐桌和公

共场所文明礼仪等内容ꎬ 引导广大市民自觉

践行文明规范ꎮ 在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

等传统节日期间ꎬ 开展民俗展示、 祭扫英烈、
诵读经典、 强身健体等活动ꎻ 利用七一、 八

一等节庆日ꎬ 开展 “讲党史 　 颂党恩” 等活

动ꎮ 全市累计开展各类活动 １６７２ 场次ꎬ 受众

超过 １５０ 万人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持续加强ꎮ 思想道

德阵地建设力度加大ꎬ 推动建设社区未成年人

“五爱” 教育阵地ꎬ 新建 ２１ 所中央彩票公益金

支持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１０ 所本市资助建

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建成 １０ 个示范快乐营

地ꎬ １８９ 个儿童之家ꎮ 未成年人道德实践主题

活动丰富多样ꎮ 集中开展清明祭英烈、 六一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七一 “童心向党”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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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比赛、 十一 “向国旗敬礼” 四项活动ꎬ 引导

未成年人从小做一个有道德的人ꎮ “心有榜

样　 快乐童年” 故事汇、 “传承优良家风　 争

做美德少年” “美德伴我成长” 等贯穿全年的

品牌活动ꎬ 让广大未成年人在潜移默化当中感

知榜样力量ꎬ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ꎮ 推介宣传 ５０
名天津市美德少年和 ５０ 名感恩好孩子ꎬ ３ 人入

选全国百名美德少年ꎮ
五、 志愿服务制度化不断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化取得新进展ꎮ 加

强顶层设计ꎬ 出台天津市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的实施意见»ꎬ 为推进志愿服务经常化

制度化提供了基本遵循ꎮ 采用二维码扫描、 手

机客户端 (ＡＰＰ)、 云计算等新技术ꎬ 创新研

制出志愿服务制度化管理系统ꎬ 实现 “一个系

统管全部”ꎮ 首创的二维码技术ꎬ 使每个志愿

者凭专属码进行志愿服务记录、 参加活动、 接

受回馈和服务记录异地转移接续ꎮ 组织召开全

市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ꎬ 总结交流经验、 协调

推动落实ꎮ
志愿服务活动覆盖面不断拓展ꎮ 文化志愿

者开展送文艺演出进村、 送书画电影下乡等活

动ꎬ 直接受益群众 ２７０ 万余人ꎮ 城管文明督导

队的 １７００ 多支分队、 ２ 万多名督导队员活跃在

津城的大街小巷ꎬ 开展清洁家园、 爱园护绿、
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共同维护美丽天津

建设成果ꎮ １４ ３ 万名在职党员志愿者到社区报

到ꎬ 开展政策宣传、 党建指导、 矛盾调处等服

务ꎬ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ꎮ 组建 “天

津市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ꎬ １４ 万名青年网

络文明志愿者在互联网上传播文明ꎬ 引领风

尚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市共有志愿者 １７０
万人ꎬ 志愿服务队 ５１００ 多支ꎬ 建成了 １９４７ 个

志愿服务岗站、 １００ 个市级志愿服务基地ꎮ
志愿服务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ꎮ ２０１５ 年天

津市评选表彰 ６０ 名优秀志愿者、 ４０ 个优秀志

愿服务团队、 ２０ 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２０ 个优

秀志愿服务社区、 ２０ 个优秀志愿服务岗 (站)ꎮ
３ 人获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ꎬ ３ 个项目获评为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ꎬ ３ 支团队获评为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ꎬ ４ 个社区获评为全国最美

志愿服务社区ꎮ 人民日报等 ８ 家中央媒体集中

宣传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经验ꎮ
想当志愿者、 能当志愿者、 当好志愿者逐渐成

为广大市民推崇的时尚行为ꎮ

特色活动

坚持问题导向

开展 “四个文明专项行动”
２０１５ 年ꎬ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文明现

象ꎬ 引导各单位提升服务质量ꎬ 引导市民自觉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ꎬ 自觉摒弃丧葬陋习ꎬ 增强

文明出游意识ꎬ 天津市文明委部署开展了文明

服务、 文明交通、 文明祭扫、 文明旅游四项专

项行动ꎮ
文明服务专项行动从完善管理制度、 开展

主题活动、 选树先进典型、 强化监督四方面着

手ꎬ 把集中整治和日常管理相结合ꎻ 文明交通

专项行动着重开展机动车危险驾驶、 非机动车

及行人秩序和机动三轮车违法占路经营专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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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动ꎻ 文明祭扫专项行动在坚持媒体宣传和

志愿引导的基础上ꎬ 开展综合整治和主题活

动ꎬ 努力形成文明祭扫风尚ꎻ 文明旅游专项行

动紧扣重点人群和关键环节ꎬ 通过宣传教育、
培训管理和舆论监督ꎬ 推动形成文明旅游良好

氛围ꎮ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化管理的原则ꎬ

由天津市公安交管局、 市旅游局、 市民政局、
市文明办分别牵头负责协调实施文明交通、 文

明旅游、 文明祭扫和文明服务专项行动ꎮ 出台

文明服务、 文明交通、 文明祭扫、 文明旅游 ４
个 «专项行动方案»ꎬ 层层分解任务和落实责

任ꎮ 各区县、 各基层单位ꎬ 抓好重要时间节

点ꎬ 展开整改工作ꎮ 宣传、 交管、 民政、 旅

游、 商务、 市容、 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媒体

通力配合ꎬ 加强协作ꎬ 形成了工作合力ꎮ
在文明服务行动中ꎬ 开展 “擦亮窗口惠民

生ꎬ 提升服务促发展” “最美城市印象———为

行业文明点赞” 等活动ꎬ 促进各窗口单位提升

服务质量ꎮ 在文明交通行动中ꎬ 运用微信等平

台倡导文明出行ꎬ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ꎬ 打造

“十佳文明” 示范路、 示范岗ꎬ 培育先进典型ꎮ
通过开展 “文明旅游、 礼貌乘车” “文明旅游

在路上” “中小学生文明行为规范专题教育”
等活动ꎬ 深入推进境内文明旅游工作ꎮ 在文明

祭扫行动中ꎬ 推广文明共祭、 鲜花换纸钱的祭

扫新方式ꎬ 开展丧葬用品专项治理ꎬ 引导人们

文明寄哀思ꎮ
一方面注重社会宣传ꎬ 加大公益广告刊播

力度ꎬ 制作文明旅游公益广告、 宣传画 ２ 万条

(幅)ꎮ 开展 “遵守交通法规ꎬ 共建美丽天津”
“文明祭扫”“文明旅游” 宣传活动ꎬ 组织 “文
明交通有我参与” 全民大讨论ꎬ 全市近 １０ 万

人次参加文明督导系列志愿服务ꎮ 另一方面ꎬ
注重媒体引导ꎮ 各类媒体联合发声ꎬ 打造主流

媒体、 互联网、 新媒体、 社会舆论四个舆论

场ꎬ 结合美丽天津建设ꎬ 做好正面宣传ꎮ 开展

舆论监督ꎬ 曝光不文明现象和反面典型ꎬ 引导

市民群众强化文明意识ꎮ

用信息化推动落实志愿服务

制度化规范化
为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ꎬ 推进志愿服务

科学化、 规范化发展ꎬ 天津市文明办联合市民

政局、 团市委、 市妇联等单位ꎬ 在原有志愿服

务管理系统基础上ꎬ 研发开通天津志愿服务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ｊｚｙｆｗ. ｃｏｍ)ꎮ 这是天津精神文

明建设战线引入 “互联网＋” 概念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ꎮ 网站运用大

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 规范志愿

者的登记注册、 团队管理、 项目发布、 供需对

接、 服务记录、 激励回馈ꎮ 同时还配套推出

“志愿天津” 手机客户端ꎬ 方便志愿者随时随

地参加活动、 记录时长、 交流心得ꎮ
天津志愿服务网定位是服务广大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工作者的 “三合一” 平台ꎬ 全市统一

的志愿服务工作管理平台ꎬ 志愿服务提供方和

需求方的对接平台ꎬ 志愿服务品牌的培育和宣

传平台ꎬ 实现了 “一个系统管全部”ꎮ
按照天津市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的实施意见» 的要求ꎬ 天津志愿服务网在

技术层面建立起市、 区、 街道、 社区四级志愿

服务管理体系ꎮ 通过搭建统一的技术平台ꎬ 整

合党员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 青年志愿者、 巾

帼志愿者、 平安志愿者等原来由不同部门分别

管理的志愿者队伍ꎮ 全市志愿者依托网络信息

平台协同联动、 互为补充ꎬ 按照统一的标准化

流程组织队伍、 开展活动、 集中宣传ꎬ 形成了

“制度保障ꎬ 技术支撑ꎬ 部门协同ꎬ 流程规范”
的志愿服务工作新模式ꎮ

天津志愿服务网搭建 “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平台”ꎬ 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志愿者、 服务项

目和服务对象的无缝对接ꎬ 避免出现一方面服

务供给资源闲置ꎻ 一方面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

的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天津志愿服务网 “志愿服务供

需对接平台” 已成功对接各类志愿服务需求

１３００ 余件ꎬ 有效地帮助市民找到志愿者ꎬ 帮助

志愿者找到服务对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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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积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ꎬ 探索 “媒

体＋志愿者” 的工作模式ꎬ 协调天津日报、 今

晚报、 广播、 电视、 北方网等新闻媒体与 １００
多支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结成对子ꎬ 联合组织策

划扶弱助困、 文明督导、 绿色环保、 高考保

障、 文化服务、 助学支教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５００ 多次ꎮ 扶持培育 “北方网身边好人志愿者

团” “每日新报新帮办” “天津交通广播 １０６８
帮帮团” 等一批新闻宣传战线的志愿服务品

牌ꎮ 实现媒体为志愿服务提供宣传平台ꎬ 志愿

者为媒体提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

动素材的良性互动ꎮ

积极开展 “千村美院”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ꎬ 天津市文

明办、 市妇联、 市农委共同在 １０ 个涉农区县、
１４５ 个乡镇、 ３７８６ 个村开展 “千村妇女争创美

丽庭院” 活动 (以下简称 “千村美院” 活

动)ꎬ 发动妇女群众ꎬ 积极清洁美化家园ꎬ 做

到家里门外净起来、 房前屋后绿起来、 行为举

止美起来ꎮ
展开深入调研ꎬ 掌握农村地区村容村貌和

群众的生产生活现状ꎬ 为深入开展 “千村美

院” 活动奠定基础ꎮ 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ꎬ 采

取不同手段ꎬ 深层次动员: 在市级和区县级层

面面向各级妇联干部、 妇代会主任、 妇女骨

干ꎬ 召开座谈会、 培训会、 宣讲会ꎻ 针对普通

农户ꎬ 通过村务公开栏、 张贴标语、 入户发放

宣传单等形式ꎬ 把创建要求送到每个家庭中ꎮ
组建由三八红旗手服务团、 女企业家、 家政培

训师、 园艺师参与的 “美丽庭院” 讲师团ꎬ 编

写通俗易懂的指导教材ꎬ 开展 “美丽庭院大讲

堂” 活动ꎮ 组织媒体进行采风ꎬ 制作专题网页

进行展示ꎬ 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ꎮ
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ꎬ 按照地理位

置、 城镇化进程将创建村分为距离中心城区较

近、 城市化率较高的小城镇和传统农业占据相

当比重、 农村居住生态环境保持较好的村庄ꎮ
针对不同类型村镇的特点ꎬ 突出广泛性、 示范

性和可操作性ꎬ 制定了 “跳一跳ꎬ 够得着” 的

“五美” 标准ꎬ 即: 清洁卫生美、 整齐有序美、
低碳节能美、 特色农家美、 文明行为美ꎮ 加强

分类指导ꎬ 结合不同村镇特点打造不同特色的

示范户ꎬ 例如休闲旅游型村庄家庭、 融入城区

型村庄庭院、 产业带动型村庄庭院、 传统型农

业村庄家庭等示范户ꎮ 注重发挥榜样的力量ꎬ
组织各区县、 乡镇、 家庭之间进行 “互看互比

互学”ꎬ 组织区县、 乡镇和农户组成考察团百

余支ꎬ 开展学访活动 ５００ 余场ꎬ
实施 “百万家庭清洁家园” 行动ꎬ 组织全

市 １０００ 个创建村开展 “千村美院———清洁家

园夏至集中清整” 行动ꎬ 整理杂物ꎬ 清洁居室

和庭院ꎬ 美化家园ꎮ 开展 “低碳节能” 金点子

征集行动ꎬ 共征集金点子 ３００ 多条ꎬ 内容包括

村民日常生活、 节约资源和低碳生活等方面的

技巧、 窍门等ꎬ 提高广大妇女的低碳环保意

识ꎮ 开展 “庭院大变身” 设计竞赛ꎬ 帮助想改

变家居环境而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圆梦ꎮ 举

办 “千村美院———家庭趣味运动会”ꎬ 以家庭

为单位ꎬ 将垃圾分类知识宣传与强身健体、 趣

味运动有机结合起来ꎬ 普及绿色环保知识ꎮ 开

展 “寻找天津最美家庭” 活动ꎬ 以 “感悟幸福

传递爱” 为主题ꎬ 通过全家福照片展、 家庭才

艺展、 社区邻里节等活动ꎬ 引导女主人孝老爱

亲、 勤俭持家、 邻里互助ꎮ

“抗战歌曲大家唱　 爱国诗篇颂英雄”
市民主题活动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ꎬ 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天津

市在广大市民群众中开展了 “抗战歌曲大家

唱　 爱国诗篇颂英雄” 主题活动ꎮ
此次活动由天津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 天津警备区政治部、
武警天津总队政治部、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天

津广播电视台、 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
市文联、 北方演艺集团主办ꎬ 天津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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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公共频道、 经济广播、 市群艺馆等单位承办ꎮ
全市共五大展示区ꎬ 分别为市内六区、 滨海新

区展示区ꎬ 涉农区县展示区ꎬ 国资企业和行业

系统展示区ꎬ 卫生计生系统展示区ꎬ 驻津部队

展示区ꎮ
市民主题活动于 ５ 月上旬启动ꎬ 得到广大市

民群众积极响应ꎬ 全市 “战歌嘹亮”ꎮ 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广泛参与到活动中来ꎬ 以

街道社区、 车间班组、 院系班级、 村民小组、 基

层连队等为单位ꎬ 依托文化广场、 社区公园、 市

民学校、 职工活动中心、 青少年宫、 文化馆

(站) 等活动场所ꎬ 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纪

念活动ꎬ 唱响爱国歌曲ꎬ 歌颂抗战英雄ꎮ
８ 月 ４ 日ꎬ 天津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抗战歌曲

大家唱　 爱国诗篇颂英雄” 市民主题活动首场

展示暨市内六区、 滨海新区展示活动在市文化

中心举行ꎻ ８ 月 ５ 日至 １２ 日ꎬ 卫生计生系统、
国资企业和行业系统、 驻津部队和涉农区县也

先后举办了展示活动ꎮ 各有关单位组织各界群

众踊跃参与ꎬ ５０ 万余人参加基层 “抗战歌曲大

家唱” 活动ꎬ １２ 万人参加 “爱国诗篇颂英雄”
诗歌朗诵家书故事大赛ꎮ

９ 月 １ 日ꎬ 天津市各界群众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抗战歌曲大家唱　 爱国诗篇颂英雄” 主题活

动举行ꎮ 机关干部、 产业工人、 少年儿童、 高

校师生、 社区居民、 公安干警、 部队官兵及社

会各界人士ꎬ 同唱抗战歌曲ꎬ 讴歌民族英雄ꎬ
充分展现出全市人民热爱和平ꎬ 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决心ꎮ

(天津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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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河北省文明办认真贯彻党的十八

大ꎬ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河北

省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为根本ꎬ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改革

创新、 奋发作为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ꎮ
“善行河北” 活动再谱新篇ꎮ 主题活动特

色鲜明ꎮ “首善省会” “美在唐山” “善美保

定” “修医德、 强医能、 铸医魂” “善行交通”
“阳光流动课堂” 等主题活动在社会上引起热

烈响应ꎮ 善行引领成效显著ꎮ 开展了 “善行河

北巡礼” 宣传活动ꎬ 对各地善行河北工作进行

了集中宣传展示ꎮ 开展 “美德十问” 专题宣

传ꎬ 引发了社会思考ꎮ 推出了 ９０ 名河北雷锋ꎬ
使雷锋精神在社会上持续发扬光大ꎮ 张青彬、
郑久强入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付宏伟等 ８
人获提名奖ꎮ ４４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ꎮ 涵育基地

彰显力量ꎮ ２７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基地

在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

成、 志愿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建设涵育

基地的做法得到了中宣部的充分肯定ꎮ “我们

的节日” 红红火火ꎮ 春节 “红红火火过大年”
等主题活动有声有色ꎬ 民族传统文化、 传统美

德得到进一步弘扬ꎮ
群众性创建活动丰富多彩ꎮ 文明城市梯度

创建格局初步形成ꎮ 命名表彰了迁安等 ７ 个河

北省文明城市、 蔚县等 １５ 个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先进县市ꎮ 组织了全国县级文明城市专项测

评ꎮ 印发了 «关于制定完善行业守则和行为准

则的通知»ꎮ 河北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了省全

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ꎮ 文明村镇

创建取得明显成效ꎮ 组织了美丽乡村文化墙优

秀作品征集活动ꎬ 组织动员四级文明单位与

３０００ 个创建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ꎬ 召开农村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现场观摩会ꎬ 推动农村环境美

化和村民中心建设任务的落实ꎮ 文明单位创建

提质提效ꎮ 集中推介和宣传了 １２５ 个文明行业

创建标兵ꎬ 开展了文明单位创建巡礼活动ꎬ 组

织了省级文明单位专项检查ꎬ 省委省政府命名

表彰了 １８２９ 个文明单位ꎮ “善美家庭” 活动深

入开展ꎮ 开展了 “善行河北善美家庭” 征集

评选活动ꎬ 机关、 企业、 部队、 城乡社区涌现

出一批善美家庭的先进典型ꎮ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逐步深化ꎮ 童谣传唱、 绿色阅读、 争做

美德少年、 百场儿童剧进校园等活动办得有声

有色ꎮ 圆满完成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城市、 单位和个人推荐申报任务ꎮ 会同

有关部门集中整治了中小学校园周边出版物市

场ꎬ 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进一步

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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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ꎮ 省人大审议了

«河北省志愿服务条例 (草案) »ꎬ 志愿服务多

项课题入选省社科基金项目ꎮ 建设河北志愿服

务学院ꎬ 依托河北经贸大学建设全国首家省级

志愿服务学院———河北志愿服务学院ꎮ 加强志

愿者网络注册ꎮ 实现了志愿者实名注册、 服务记

录异地转移接续ꎮ 各市通过在文明网嵌入 “燕
赵志愿云” 模块等方式ꎬ 实现志愿者规范注册、
管理ꎮ 打造志愿服务活动品牌ꎮ 人民日报、 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对河北党员志愿服务进行了

报道ꎮ “春雨行动” 实现精准帮扶ꎬ 提供帮扶资

金、 物资 ６ ６６ 亿元ꎬ 帮扶各类困难户 ４６ ３ 万

户ꎬ 为困难群众办好事、 实事 ６２ ５ 万件ꎮ
公益广告宣传引领社会风尚ꎮ 影响力不断

增强ꎮ 在继续加大道德类、 文化类公益广告宣

传力度的同时ꎬ 在各类重点宣传部位ꎬ 集中设

置投放了大批 “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 时政类

主题公益广告ꎬ 形成了公益广告宣传的立体化

和全覆盖ꎮ 省委主要领导多次作出肯定性批

示ꎮ 宣传氛围更加浓厚ꎮ 河北省第二届公益广

告创意设计大赛、 全省广电系统河北省首届公

益广告设计大赛推出了一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

的好作品ꎬ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

反响ꎮ 网上宣传放大正能量ꎮ １１ 个设区市均已

建立文明网ꎬ 拓展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的渠道和

阵地ꎮ 移动精神文明资源库 “文明河北” 客户

端上线试行ꎬ 为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建设助力

添彩ꎮ

特色活动

全国首家省级志愿服务学院初见成效
河北省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志愿服务工作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ꎬ 志愿者

人数发展到 ５０３ 万人ꎬ 为加强对各类志愿服务

组织负责人和从事不同领域服务的志愿者的专

业培训ꎬ 经省委、 省政府批准ꎬ 河北志愿服务

学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揭牌成立ꎮ 学院由省

文明委主管ꎬ 省文明办主办ꎬ 省民政厅、 省教

育厅协办ꎬ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省志愿服务联

合会承办ꎮ 作为全国首家省级志愿服务学院ꎬ
该学院以 “专业化、 项目化、 制度化、 规范

化” 为目标ꎬ 致力于打造全省志愿服务培训交

流中心、 志愿服务组织培育中心、 志愿服务项

目孵化中心、 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中心ꎮ
学院依托河北经贸大学建设ꎬ 由河北经贸

大学党委书记兼任学院院长ꎬ 省文明办、 省民

政厅、 省教育厅主管领导兼任副院长或院长助

理ꎮ 河北经贸大学为河北志愿服务学院提供专

门的办公场所、 教学设施、 食宿服务、 培训场

地ꎬ 委派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ꎮ 河北经贸大

学划拨附中教学楼作为志愿服务培训办公楼ꎬ
投资近千万元改扩建、 提升功能ꎬ 并提供学府

公寓、 第三餐厅建设志愿者之家和志愿者餐

厅ꎬ 其他教学设施与河北经贸大学共用共享ꎮ
省文化事业建设费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学院

建设ꎮ
根据全省志愿服务发展实际和河北志愿服

务学院建设目标ꎬ 精心设置志愿服务课程体

系ꎮ 学院下设办公室、 教学部、 志愿服务培训

交流中心、 志愿服务组织培育中心、 志愿服务

项目孵化中心、 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中心ꎬ 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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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ꎮ 具体课程既有志愿服务基本知识、 基本礼

仪、 品牌创立等通识课程ꎬ 又有志愿者自我心

理调适、 志愿服务法律问题、 应急救护、 消防

常识等专业课程ꎬ 还有志愿服务文化建设、 组

织管理、 活动策划与宣传、 项目设计与实施等

纵深课程ꎬ 满足不同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

需求ꎮ
学院面向全省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提供专业化、 定制化、 精准化服务ꎮ 为非政府

机构设立的志愿服务组织及其骨干成员提供政

策宣传、 法律常识、 制度规范、 文明礼仪等培

训ꎻ 为公共服务部门的志愿服务组织及其骨干

成员提供应急救护、 人文关怀、 心理疏导等专

业培训ꎻ 为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的志愿服务

队、 党员公务员志愿者提供项目设计与管理、
活动策划与实施等业务指导ꎮ 截至目前ꎬ 学院

共举办三期志愿者骨干培训班ꎬ 培训志愿服务

组织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近 ５００ 人ꎮ 针对一些

“纯民间” 的志愿服务队管理不科学、 运行不

规范的问题ꎬ 学院进行项目孵化、 组织培育指

导ꎬ 并积极开展志愿服务理论研究ꎬ 服务领导

决策ꎮ «关于河北志愿服务活动激励政策的调

研和建议» 的调研成果得到省领导充分肯定ꎬ
并在已经出台的 «河北省志愿服务激励办法

(试行) » 中得到体现ꎮ 志愿服务学院与河北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河北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共

同开办的志愿服务网站———河北志愿服务网ꎬ
合办的 «燕赵志愿者» 杂志ꎬ 在全省 ５０３ 万志

愿者、 ２ ４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中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ꎮ

河北———巴州 “边疆少年心向党

携手共筑中国梦” 联谊活动
为贯彻落实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精

神ꎬ 推进河北与新疆巴州援建工作的深入开

展ꎬ 切实加强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增进民族

团结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新疆巴州文明办、
巴州妇联组织当地 １５ 户 “美德少年” 家庭和

“最美家庭” 抵达河北ꎬ 与河北省文明办、 省

妇联共同组织河北———新疆巴州 “边疆少年心

向党携手共筑中国梦” 联谊活动ꎮ
在两地美德少年家庭手拉手联谊活动中ꎬ

１５ 户河北 “美德少年” 家庭与 １５ 户来自新疆

巴州家庭代表结对ꎬ 进行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节

目展演ꎮ 在冀期间ꎬ 新疆巴州参访团还赴革命

圣地西柏坡、 名胜古迹赵州桥等地参观ꎮ 丰富

多彩的活动ꎬ 使孩子们开阔了视野ꎬ 丰富了知

识ꎬ 受到了教育ꎬ 进一步增强了国家观、 民族

观、 历史观、 文化观ꎮ 联谊活动的开展激励着

两地的孩子们更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努力争做富有理想、 品德高尚、 热爱生

活、 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

班人ꎮ

“百场儿童剧圆梦进校园” 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 “中国梦学子行” 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ꎬ 河北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

文化厅、 省教育厅在 ２０１５ 年继续组织开展了

“百场儿童剧圆梦进校园” 活动ꎮ 通过儿童剧

进校园公益演出ꎬ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进一步丰富全省未成年人特别是偏远农村

地区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使广大少年儿

童在愉悦身心中开启心智、 陶冶善心ꎬ 提高思

想道德水平ꎮ
努力提高项目质量ꎬ 河北省话剧院儿童剧

团组建专门创作团队ꎬ 抽调演员骨干精心排练

出 «邋遢大王历险记» « “下次开船” 港» «狐
狸与枪» «我们的 Ｄ 大调卡农» «穿靴子的猫»
等具有较强艺术性、 娱乐性、 思想性、 观赏性

的优秀儿童剧目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文化厅、 省教

育厅联合印发 «２０１５ 年 “百场儿童剧圆梦进校

园” 活动实施方案»ꎬ 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ꎬ
要求各市 (含定州、 辛集市) 指定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ꎬ 为演出人员提供交通、 食宿等方面支

持ꎬ 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演出方案ꎬ 组织好学

生观看ꎮ ４ 月 １４ 日ꎬ 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小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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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学举行了 ２０１５ 年 “百场儿童剧圆梦进校园”
活动启动仪式ꎮ

河北省文明办定期听取省话剧院儿童剧团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ꎬ 针对演出活动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ꎬ 及时调度各地各部门认真加以解

决ꎬ 确保演出活动顺利进行ꎮ
河北省话剧院儿童剧团赴全省各地特别

是偏远农村巡回演出ꎬ 全年完成 １００ 余场演

出任务ꎬ 贫困、 偏远山区演出场次比例达

６０％ꎮ 通过连续五年打造ꎬ “百场儿童剧进校

园” 活动已成为河北省未成年人工作的响亮

工作品牌ꎮ

(河北省文明办供稿)

７６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山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以 “德
润三晋、 共筑梦想” 主题实践活动为总抓手ꎬ
改进作风ꎬ 求真务实ꎬ 开拓创新ꎬ 各项工作扎

实推进、 成效明显ꎬ 为全省 “净化政治生态、
实现弊革风清、 重塑山西形象、 促进富民强

省”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ꎮ
一、 核心价值观培育呈现新气象
制定山西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行动方案»ꎬ 深入开展 “德润三晋共筑

梦想” 主题实践活动ꎬ 凝聚了向廉向善向上的

力量ꎮ 持续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和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宣传活动ꎬ 制定下发、
广泛宣传省文明委推出的 ６５ 条 “讲文明树新

风” 公益广告宣传标语ꎮ 拿出 ７０ 余万元进行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招标征集和 “道德

模范人物公益宣传片” 制作ꎮ 向中央文明办报

送平面类广告 １２ 件、 广播类广告 １１ 件、 网络

类广告 ８ 件、 影视类广告 ５ 件ꎮ
深入开展陈规陋俗专项整治活动ꎬ 抓组织

领导ꎬ 抓宣传引导ꎬ 抓以文化人ꎬ 抓村规民

约ꎬ 抓正反典型ꎬ 抓实践养成ꎬ 督导检查ꎬ 取

得扎实效果ꎮ 省委督导组先后 ５ 次对这项工作

进行督导ꎬ 均给予高度肯定ꎮ 全国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经验交流会 (湖州) 交流了山西省 «移

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 的经验做法ꎮ 不断推

动文明旅游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ꎬ 形成了文明

委抓总、 文明办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分工配

合ꎬ 条块结合、 共同推进文明旅游的工作格

局ꎮ 在媒体开设 “快乐出行　 文明出游” “十
米车厢文明窗口” 等专题专栏 ５０ 余个ꎮ 在寒

暑假期、 黄金周、 小长假等重点时段广泛组织

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ꎮ
大力弘扬山西优秀法治文化、 廉政文化、

红色文化ꎬ 以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为契机ꎬ 隆

重举办纪念大会ꎬ 集中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

义宣传教育ꎬ 组织出版抗战题材重点出版物ꎬ
加强抗战纪念设施保护修缮和内容展陈工作ꎬ
组织举办摄影展、 书画展、 优秀文艺作品展演

展播展映、 群众演唱会和 “戏曲精品老区行”
慰问演出等系列活动ꎬ 唱响了 “铭记历史、 缅

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主题ꎬ 弘扬了

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ꎬ 宣传了山西在全

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ꎬ 进一步增强

了广大干部群众优化政治生态、 促进富民强省

的信心和决心ꎮ
圆满完成第二届山西文博会志愿服务工

作ꎮ 积极推广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推荐的 «志
愿云» 系统ꎬ 逐步规范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注册、 招募、 项目化运作机制ꎬ 孝义、 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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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清徐、 侯马等各试点地方工作进展顺利ꎮ 全年

共通过 «志愿云» 注册志愿者 ３７６５８ 人ꎬ 注册

志愿服务组织 ６６０ 个ꎬ 通过 «志愿云» 系统完

成志愿服务项目 ４１ 个ꎮ 对山西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进行调研ꎮ
二、 道德典型推荐评选和学习宣传活

动影响广泛
认真组织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 山西

好人评选、 中国好人推荐评议活动ꎬ 李继林、
刘平贵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段爱平等 ９
人获提名奖ꎻ 评选出山西好人 ５０ 名ꎬ 其中 ４０
多人荣登中国好人榜ꎮ

１. 高层次部署ꎮ 省委主要领导作出 “要大

力宣传山西的道德模范和各方面先进模范人物

的事迹” 的重要批示ꎮ 省委常委会专题听取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精神专题汇报ꎬ 并就

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提出要求ꎮ
２. 大规模宣传ꎮ 省、 市 “道德模范基层巡

讲团” 进机关、 进高校、 进企业、 进军营ꎬ 巡

讲 ２５５ 场ꎬ 直接听众 １５ 万余人ꎮ 山西日报开设

“道德模范在身边” 专栏ꎬ 山西广播电视台开

设 “美的故事” 专题节目ꎬ 山西文明网开设多

个相关专题ꎬ 其他各种媒体也采取多种形式ꎬ
对道德典型的先进事迹、 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

进行了大量报道ꎮ
３. 高规 格 礼 遇ꎮ 省委副书记ꎬ 省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亲切会见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获得者ꎮ 基层巡讲期间ꎬ 省委常委先后会见

了巡讲团成员ꎮ 主办单位领导还到太原南站

隆重迎接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

者归来ꎮ
４. 高标准帮扶ꎮ 依据 «山西省帮扶生活困

难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实施办法»ꎬ 拿出 １００
余万元ꎬ 对 １１０ 名生活困难典型进行了帮扶ꎮ

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
深化

２０１５ 年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

各类先进典型的评比表彰年ꎬ 山西紧紧抓住这

个机会ꎬ 推进各类创建活动深入开展ꎮ

１. 突出以评促建ꎮ 修订文明城市、 村镇、
单位等测评体系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融入其中ꎬ 将文明办系统的重点工作突出来ꎬ
使各项创建活动更加符合中央精神、 更加接地

气ꎮ 认真组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各

类先进典型申报、 审核和测评ꎬ 圆满完成太

原、 晋城、 朔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部分考核指

标采集和材料申报工作ꎮ
２. 突出美丽乡村建设ꎮ 及时推动省文明委

出台 «山西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明确了牵头单位

和责任单位ꎬ 使 １２ 个工作项目制度化、 经常

化、 具体化ꎮ 在大同、 朔州、 长治、 晋城对家

庭文明建设情况进行调研ꎮ 中央文明办 «精神

文明建设» 以 «山西美丽乡村建设思路清晰落

实有序» 为题ꎬ 对山西省落实湖州会议精神情

况给予了高度评价ꎮ
３. 突出诚信建设ꎮ 出台 «关于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的实施意见»ꎬ 建立了由 ４２ 个部门组

成的山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ꎬ
确定了食品生产经营、 药品生产流通等动手

早、 基础好的七大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山

西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ꎬ 将太原市作为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性试点城市ꎮ 中央媒体

对省食药监局 “推进食品药品信息系统建设ꎬ
投资 ５０００ 万建设食品药品企业信用信息电子

平台、 为全省 ４７ 万家企业建立了 ‘一户一

档’ 的食品药品安全信用档案” 进行了集中

采访ꎮ
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
积极组织开展了清明祭奠英烈、 六一学

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七一童心向党、 十一向

国旗敬礼等主题实践活动ꎮ 向中央文明办推

荐三名美德少年ꎬ 在中国文明网等媒体进行

了集中展示ꎻ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的太原、 长

治、 晋城等 １２ 所学校七一活动实况ꎬ 在中国

文明网进行了展播ꎮ 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工作ꎬ 联合省教育厅、 团省委等有关职

能部门ꎬ 依托山西 １２３５５ 青少年公共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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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ꎬ 牵头成立了 “山西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中心”ꎮ 与团省委、 教育厅、 省妇联、 少

工委、 人社厅联合开展第三届 “美德少年”
评选表彰活动ꎮ 对已建成的 ２５７ 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进行了考核ꎻ 对确定新建乡村学校少

年宫的 ８９ 所学校校长进行了培训ꎮ 联合省综

治、 公安、 教育、 文化、 工商、 新闻出版广

电、 通信管理等七个部门开展了暑期社会文

化环境专项整治活动ꎮ
五、 文化强省建设结出新硕果
按照中宣部 “基层工作加强年” 要求ꎬ 制

定实施山西省 «关于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若干意见» ꎬ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进一步健全完善ꎬ 群众文化权益得到有效保

障ꎮ 全年落实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资金

３３００ 余万元ꎬ 购买演出 ４５００ 余场ꎬ 受益群

众 ５００ 多万人次ꎮ 扎实开展 “深入生活、 扎

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组织省市县三级

１００ 多个文艺院团ꎬ 深入开展百团千人送文

化下基层、 文化惠民在三晋、 文艺精品进校

园等系列文化活动ꎬ 较好地满足了基层群众

的文化需求ꎮ

特色活动

潞城市 “五化” 并举推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来ꎬ 潞城市下大力气改变农村环境面

貌ꎬ 丰富农民文化生活ꎬ 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

村文明程度ꎬ 努力让农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ꎮ
价值观培育分众化ꎮ 潞城市认真贯彻落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行动方案»ꎬ
坚持因群施策ꎬ 精准对接ꎬ 分类培育ꎬ 分众践

行ꎮ 一是抓好党员干部这个示范群体ꎮ 在党员

干部层面ꎬ 围绕 “为民、 务实、 公正、 清廉”
的价值追求ꎬ 提出了增强党员干部 “学习力、
执行力、 亲和力、 创新力、 自律力” 的 “五

力” 目标ꎮ 通过完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 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制度、 扶贫帮困制度ꎬ 引导党员干部

在各项工作中打头阵ꎬ 当先锋ꎬ 作表率ꎮ 二是

抓好市民农民这个主体群体ꎬ 围绕 “爱心、 孝

心、 善心、 诚心” 的 “四心” 价值追求ꎬ 大力

推广以 “爱国爱家、 守信守法、 尚勤尚俭、 积

善积德、 重仁重义、 有礼有容、 敢为敢当、 求

实求新” 为主要内容的市民公约ꎮ 在农村持续

开展了 “四知两有” 教育活动ꎮ 三是抓好未成

年人这个基础群体ꎮ 在未成年人层面ꎬ 围绕

“立志、 立德、 立言、 立行” 的 “四立” 价值

追求ꎬ 深入开展了以 “党史国情、 乡土文化、
经典诵读、 道德模范、 网络文明、 法律安全”
为主要内容的 “六进校园” 活动ꎮ 四是抓好企

业员工这个重要群体ꎮ 在企业员工层面ꎬ 围绕

“信念、 信心、 信任” 的 “三信” 价值追求ꎬ
着力引导企业家和员工树立以 “自信心、 责任

心、 进取心、 敬畏心” 为主要内容的 “四心”
目标ꎮ 核心价值观宣传实现了 “四有五进”
(道路沿线有ꎬ 公共场所有ꎬ 各类媒体有ꎬ 公

共车辆有ꎻ 进机关、 进学校、 进社区、 进农

村、 进企业)ꎮ
农民教育志愿化ꎮ 在全市各乡村开展了

“知情知礼、 知德知法、 有文化、 有技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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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两有” 农民教育ꎮ 教育过程中ꎬ 采取志

愿化推进ꎮ 各村按每 １０ 户分别推荐 １ 名宣讲、
文明、 法律、 文化、 科技五类农民教育志愿

者ꎬ 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培训后ꎬ 每人负责本村

１０ 户的农民教育工作ꎮ 他们结合自己的特长分

别承担宣传教育任务ꎬ 既是志愿者ꎬ 又是受教

育者ꎻ 既是传播者ꎬ 又是受益者ꎮ 同时专门设

立农民教育志愿者协会ꎬ 乡镇 (办事处) 设立

分会ꎬ 村设立志愿者服务站ꎮ 市志愿者协会编

印统一的讲义ꎬ 负责组织辅导员对乡镇志愿辅

导员进行培训ꎻ 乡镇志愿辅导员负责对本乡村

级志愿者进行注册登记和培训ꎻ 村级志愿者负

责对所包农户进行教育培训ꎮ
文体活动群众化ꎮ 坚持 “群众演、 演群

众、 演给群众看” 的理念ꎬ 着力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ꎮ 一是群众演ꎬ 让群众成为文化繁荣发

展的主力军ꎮ 全市各乡镇都组建了艺术团ꎬ
７０％的村组建了文艺表演队、 健身舞蹈队ꎮ 舞

蹈 «海英和她的妈妈们»、 戏曲剧本 «学子村

官» «抗大女兵» «拜师» «炎帝归潞» 等作品

全部搬上舞台ꎮ 二是演群众ꎬ 让群众成为文艺

作品中的主角ꎮ 舞蹈 «海英和她的妈妈们» 原

型是全国首个兴办家庭养老院的市级道德模范

赵海英ꎮ 上党落子现代戏 «拜师» 根据大学生

村官创业发展的事迹创编ꎮ 三是演给群众看ꎬ
让群众共享文艺繁荣成果ꎮ 在连年开展百台大

戏、 千场电影、 万册图书下基层活动的基础

上ꎬ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每年拿出 ２００ 余万元ꎬ 三

年内全市 ２０２ 个村ꎬ 每村送一台戏 (五场)ꎮ
居住环境城镇化ꎮ 目前全市 ２０２ 个村 (社

区) 均实现了 “四有五化六通” 目标 (四有即

有农家书屋、 有便民超市、 有文体广场、 有保

洁车辆ꎻ 五化即硬化、 绿化、 亮化、 净化、 美

化ꎻ 六通即通水、 通电、 通水泥路、 通宽带、
通数字电视、 通公交车)ꎮ 当前ꎬ 各项惠农政

策落实到位ꎬ 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ꎬ 群众文

化生活丰富多彩ꎬ 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ꎮ 农

民不离乡ꎬ 不离土ꎬ 生活方式得到转变ꎬ 过上

了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ꎮ

村民自治规范化ꎮ 村村制定出台了可操

作、 可执行的 «村规民约»ꎬ 成立了矛盾纠纷

调解委员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ꎮ 重大事务按照

“四议两公开” 程序进行ꎬ 重大事项集体决策ꎬ
民主管理ꎮ ８５％的村成立了禁赌协会和禁毒协

会ꎬ 形成村民的事村民管理ꎬ 有效抵制不良风

气的滋生蔓延ꎻ 村村设立了红白理事会ꎬ 重点

对铺张浪费、 互相攀比等不良风气进行管理ꎮ
就拿现在群众办红白事来说ꎬ 办喜事由 ４ 顿饭

变成当日一顿饭ꎬ 办白事由 ４ 顿饭变为 ３ 顿饭ꎮ
广大群众法制意识明显提高ꎬ 村民自治走了上

规范化、 法治化轨道ꎮ

长治市三项措施建好、 用好、
管好少年宫

近年来ꎬ 长治市坚持公益性、 普及性和资

源整合性的原则ꎬ 紧紧围绕 “以乐促智、 以技

促能、 以读养德” 的活动内容ꎬ 采取 “市县乡

三级贯通、 宫校家一体互动、 建用管立体运行”
的工作方法ꎬ 着力建好用好管好乡村学校少

年宫ꎮ
长治市现有农村未成年人 ６２ 万ꎬ 占全市未

成年人总数的 ７９ ５％ꎮ 为切实加强农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长治市采取 “市县乡三级联

动、 点线面融合发展” 的工作思路ꎬ 大力实施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市县乡均成立了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领导小组ꎬ 指导规划督促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稳步推进ꎮ “点”ꎬ 就是切实抓好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ꎬ 选择条件较好

的乡村学校ꎬ 高标准规划ꎬ 高质量建设 “示点

少年宫”ꎬ 起到建设一个、 影响一面、 带动一

片的实际效果ꎮ “线”ꎬ 就是以县为单位ꎬ 每年

选择 ２—３ 个县ꎬ 采取 “集中连片、 分批建设”
的思路ꎬ 逐年逐县逐量建设 “标准少年宫”ꎮ
“面”ꎬ 就是强化覆盖ꎬ 鼓励各县、 乡、 村加大

少年宫自建力度ꎬ 对工作突出的少年宫ꎬ 设为

市级或县级示范点ꎮ 全市共规划建设完成乡村

学校少年宫 １６４ 所ꎬ 其中ꎬ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项目少年宫 ４３ 所ꎬ 自建少年宫 １２１ 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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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坚持普遍与个性化相结合的原则ꎬ
鼓励支持各少年宫结合所在地地域人文特色ꎬ
至少创办一项具有本地特色的综合活动项目、
一项本校特色的活动课目、 一项学生家长参与

性强的特色活动ꎮ 例如ꎬ 西申家庄村少年宫的

花灯制作、 合室乡少年宫的 “跑驴”、 西池联

校少年宫的民间刺绣、 沁源城南村少年宫的泥

塑等ꎬ 在不断丰富少年宫活动项目的同时ꎬ 极

大地满足了当地学生的兴趣取向ꎬ 赢得了广大

家长和社会的认同ꎮ
建用管立体运行ꎬ 着力构建少年宫长效管

理机制ꎮ 一是严格建设标准ꎬ 认真执行中央和

省、 市关于少年宫建设使用管理的各项政策和

要求ꎬ 规范各少年宫组织机构、 场所建设、 器

材使用、 项目活动、 财务管理等各项规章制

度ꎮ 二是加强日常管理ꎬ 市文明办在长治文明

网开设了长治市乡村学校少年宫网站专题汇总

页面ꎬ 建立了长治少年宫 ＱＱ 群管理平台ꎬ 将

全市已经建设完成的少年宫纳入管理平台ꎮ 各

少年宫信息员通过该平台获取最新工作通知、
相互交流经验、 反馈工作进展、 提出工作建

议ꎮ 三是强化考评ꎬ 市、 县两级文明办、 教

育、 财政等部门ꎬ 坚持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ꎬ
通过网络考评与实地考核相结合的方式ꎬ 对少

年宫进行量化考核ꎬ 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全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评优树先的重要内

容ꎬ 推动少年宫有效运行ꎮ

寿阳县兴办大讲堂　 传播正能量
寿阳县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这个重点ꎬ 着力推动宣传文化工作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ꎬ 在全县创造性组织开展 “三大讲

堂” (即在农村建设村民大讲堂ꎬ 在社区建设

市民大讲堂ꎬ 在机关单位建设道德讲堂) 建设

工作ꎮ 经过一年的努力探索ꎬ 建成覆盖全县

２０６ 个行政村ꎬ ８ 个社区和所有机关单位的讲

堂阵地ꎬ 有近 ８ 万农民、 ２ 万市民以及 ３９ 个单

位部门的 ３０００ 余名党员干部参与其中ꎬ 开创了

新形势下基层宣传文化工作的新局面ꎮ 三大讲

堂成为展示社会建设新成果、 新面貌和群众新

形象的展台ꎻ 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的舞台ꎻ
开展农业、 科技、 卫生、 文化和司法普及教育

的讲台ꎻ 推动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ꎬ 引导

群众发家致富的平台ꎮ
讲堂运行摸索出了党委指导、 两委组织、

群众参与的模式ꎮ 基层两委班子是讲堂建设工

作的主体ꎬ 全面负责讲堂主题、 流程、 内容、
场所、 人员的设置ꎮ 各乡镇党委加强对讲堂建

设的协调、 指导力度ꎮ 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

负责全县讲堂建设的指导、 服务工作ꎮ 各级、
各部门实现了各司其职ꎬ 上下联动ꎮ

讲堂内容从悦民、 育民、 惠民的角度出发ꎬ
围绕党的理论、 形势政策、 法律法规、 安全救

助、 家庭教育、 文明新风、 传统文化等类别ꎬ 紧

扣当前中心工作和群众需求ꎬ 严格按照倡导正

能量和服务民生两大原则安排讲堂内容ꎮ
讲堂形式突出讲、 演、 展、 评四种形式ꎬ

包含讲座、 文体活动、 基层形象展示和村民建言

献策等环节ꎬ 做到既科学严谨ꎬ 又生动活泼ꎮ
三大讲堂建设为解决基层问题搭建了一个

最有效的平台ꎬ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ꎮ 一是巩固了党的执政基

础ꎮ 一方面讲堂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ꎬ 帮助

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ꎻ 另

一方面开展党的基本政策、 路线、 方针教育和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教育ꎬ 巩固党的群众基

础ꎮ 二是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ꎮ 通过在讲堂上

大力宣传科教兴农ꎬ 宣传科学知识和科学思

想ꎬ 广泛持久地开展 “科普” 活动和 “科技下

乡” 活动ꎬ 帮助群众解决生产、 生活中的科技

难题ꎮ 同时ꎬ 大力抓好勤劳致富、 科技致富先

进经验的推广ꎬ 引导群众争当脱贫致富的带头

人ꎮ 三是有效教化了民风ꎮ 广泛开展内容健

康、 方式文明、 特色鲜明、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ꎬ 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 封建迷信等陈规陋

俗ꎬ 用健康、 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去占领

思想文化阵地ꎮ
(山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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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全区宣传部长会议、 文明

办主任会议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 “德润草原文明之行” 主

题实践活动为统领ꎬ 着力在深化思想道德内涵

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上下功夫ꎬ 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落实ꎮ
一、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区、 旗县城创

建活动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暨学

雷锋志愿服务大会精神ꎬ 以提高全区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整体水平为目标ꎬ 统筹推进全国和全

区文明城市 (区、 旗县城) 的创建工作ꎮ 加强

规划设计ꎬ 明确思路方向ꎮ 自治区文明委召开

全体会议ꎬ 对创建工作提出明确要求ꎮ 下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三年行动计划»ꎬ 明确了今后三年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目标、 任务和推进措施ꎬ 为开

展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ꎮ
强化督促指导ꎬ 推动责任落实ꎮ 召开全区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对新一轮创建工作

作出再动员再部署ꎮ 对 ３ 个全国文明城市和 １２
个提名资格城市组织开展了专项督查活动ꎬ 及

时指出了各地在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

了整改建议措施ꎮ 与全区文明城市 (区、 旗县

城) 的党委书记签订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城市

(区、 旗县城) 管理责任状»ꎮ 开展自主测评ꎬ
夯实创建基础ꎮ 抽调盟市和旗县市区文明办系

统 ５２ 人组成 ７ 个测评组ꎬ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体系和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标准ꎬ 通

过材料审核、 实地查看、 调查问卷、 座谈反馈

等方式ꎬ 对全区 １２ 个全国提名资格城市和 ２９
个申请创建全区文明城区、 文明旗县城的地区

进行了测评ꎬ 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了正式通报ꎮ
二、 精心组织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和宣传帮扶活动
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办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ꎬ 精心组织开

展活动ꎮ 规范推荐流程ꎬ 确保评审公信ꎮ 及时

制定下发了 «关于评选推荐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３７６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范的通知»ꎬ 成立了活动组委会和评委会ꎬ 严

把推荐评审关ꎬ 由嘎查 (村)、 乡镇 (苏木)、
旗县市区、 盟市、 自治区逐级审核推荐、 逐级

把关公示ꎬ 确保了推荐评审公信力ꎮ 米德格

玛、 吉日嘎拉 两位同志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荣誉称号ꎬ 任明德等 ８ 位同志被评为提

名奖ꎮ 抓好学习宣传ꎬ 扩大社会影响ꎮ 组织自

治区内党报党刊、 广播电视ꎬ 新闻网站、 新媒

体设置专版、 专题、 专栏ꎬ 加强对候选人事迹

的宣传报道力度ꎮ 为每位候选人创作了一部电

视短片、 一部广播短剧和一部公益广告ꎬ 制作

了 ５ 部道德模范微电影ꎬ 自治区文明网开辟专

栏ꎬ 每天推出一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ꎬ 各盟市

文明办官方微信、 微博也滚动展示候选人先进

事迹ꎮ 开展帮扶慰问ꎬ 体现价值导向ꎮ 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意见»ꎬ 建立

“道德模范” 库和 “好人榜” 库ꎬ 收录各类先

进典型的有关情况ꎮ 在春节开展了看望慰问活

动ꎬ 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ꎮ 邀请道德模范参加

重大节庆活动ꎬ 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政治

荣誉ꎮ
三、 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围绕 «测评体系» 要求ꎬ 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ꎬ 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

跃上新台阶ꎮ 深化主题活动ꎬ 做好教育引导ꎮ
在全区广大未成年人中组织开展了 “网上祭英

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
国旗敬礼” 等系列活动ꎮ 举办 “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童谣十年———电视颁奖晚

会”ꎬ 出版 «２０１５ 年内蒙古自治区童谣大赛获

奖作品集»ꎮ 组织创作了话剧 «飞翔的梦想»ꎬ
以内蒙古自治区评选出的美德少年为蓝本ꎬ 在

全区范围内进行巡演ꎮ 设计制作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学校教室挂图ꎬ 发放到全区中小学校ꎬ
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ꎮ 开展 “少年志愿服务在

行动” 主题实践活动ꎮ 完善测评工作ꎬ 推动任

务落实ꎮ 对全区 ３５ 个旗县区开展未成年人工作

测评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 «２０１４ 年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 的要求ꎬ 对全区

６ 个地级市和 ３５ 个旗县市区开展了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ꎬ 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了通

报ꎮ 完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０１４ 年度 ７８ 个中央

项目、 ９３ 个自治区项目的 «档案记录表» 整理

报送工作和 ２０１５ 年度 ８２ 个中央项目、 １１３ 个

自治区项目的分配任务ꎮ 召开了全区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骨干人员培训班ꎬ 举办了内蒙古自

治区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览ꎬ 展示了 ５ 年来

各级各类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成就ꎬ 来自全

区范围内的 ２７０ 余名中小学校长等参加了会议ꎮ
通过各地自查ꎬ 上报自查情况总结ꎬ 自治区定

点抽查等形式ꎬ 对 ２０１１ 年以来建设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资金使用情况ꎬ 建设管理使用情况进

行了督查ꎮ 在全区范围内举办近百场以 “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圆七彩中国

梦” 为主题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演ꎮ 加

强对全区心理健康辅导站的工作指导力度ꎬ 对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和旗县、 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及所辖城区的

２５ 个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 进行考核

评估ꎬ 投入近 １００ 万元的设备ꎬ 对 １７ 个盟市级

和旗县级校外辅导站进行奖励ꎮ 开展全区校外

心理辅导站点评估工作ꎬ 组织东、 中、 西部心

理辅导专家和心理辅导站点负责人进行交流ꎬ
互办讲座ꎬ 成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志愿

服务队 (组)ꎮ 净化社会环境ꎬ 形成良好氛围ꎮ
进一步完善学校、 家庭、 社会 “三结合” 教育

网络ꎬ 下发专门文件进行部署ꎬ 组织两次全区

范围内的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集中治理

行动ꎬ 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四、 全面启动 “内蒙古好人” 评选表

彰和学习宣传活动
２０１５ 年向中央文明办推荐展示身边好人

３６０ 人ꎬ 推荐好人好事线索 １０００ 余件ꎬ 有 ２６
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ꎮ 全面启动活动ꎬ 更多

选树典型ꎮ 制定下发 «关于组织开展 “内蒙古

好人” 评选推荐活动的方案»ꎬ 挖掘凡人善举ꎬ
寻找平民英雄ꎮ 通过层层上报、 资格审核、 评

委评审、 网上公示等程序ꎬ 有 ２１９ 人入选 “内

４７６



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好人榜”ꎮ 改进宣传方式ꎬ 开展交流活动ꎮ
在全区道德模范基层巡讲巡演的基础上ꎬ 从 ８
月份开始ꎬ 每月从财政专项经费中拿出 １０ 万

元ꎬ 支持一个盟市开展 “内蒙古好人榜” 发布

仪式暨全区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ꎬ 先后在呼和浩特市、 通辽市、 满洲里市、
阿拉善盟、 锡林郭勒盟举办了 ５ 场 “内蒙古好

人榜” 发布活动ꎬ 通过播放视频短片、 现场访

谈、 宣读倡议书、 文艺表演等形式ꎬ 生动诠释

了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和

崇高精神ꎬ 产生了强烈反响ꎮ 开设专题专栏ꎬ
扩大好人影响ꎮ 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

频道 «福彩草原情» 栏目和广播 «我爱公益»
栏目合作ꎬ 每周讲述 ２ 位内蒙古好人的感人故

事ꎬ 形成了常态化的宣传报道模式ꎮ
五、 扎实开展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
加大支持力度ꎬ 完善硬件保障ꎮ 开展了扶

持各级 “文明村镇” 创建工作ꎬ 对农村牧区

“十五个一” 工程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ꎬ 对实施

文明村镇的小广场、 小戏台、 宣传栏、 善行义举

四德榜建设情况进行了摸底ꎮ 深化主题活动ꎬ 倡

导文明新风ꎮ 贯彻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不断深化农村牧区 “乡风文

明大行动” 主题实践活动ꎬ 围绕环境整治和乡

风文明两个重点ꎬ 狠刹大操大办、 封建迷信、 酗

酒赌博、 薄养厚葬之风ꎬ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ꎮ 开

展典型选树ꎬ 积极示范带动ꎮ 紧紧抓住在农村牧

区开展的 “百佳十星级文明户” 和 “百佳文明

农牧民” 评选这个载体ꎬ 制定下发了 «全区农

村牧区第四批 “双百佳” 评选推荐和好家风好

家训征集活动方案»ꎬ 按照新形势新任务要求ꎬ
重新细化了评选标准ꎬ 使评选活动更加贴近农

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和农牧民生产生活实际ꎬ
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 群众的参与率ꎮ 共评选出

１００ 户十星级文明户、 １００ 位文明农牧民、 １００
个好家风故事、 １００ 家好家训ꎮ

六、 积极推进行业、 单位精神文明

建设
加大工作力度ꎬ 积极推进行业、 单位精神

文明建设ꎮ 完善动态管理ꎬ 实现有进有出ꎮ 依

托全区文明单位动态管理系统ꎬ 对各级文明单

位的工作内容进行了量化ꎬ 并进行实时监控ꎬ
有效推进了文明行业创建工作ꎬ 促进了全区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质量的提高ꎮ 组织评选

表彰ꎬ 发挥典型作用ꎮ 在窗口行业启动了文明

杯竞赛活动ꎬ 开展 “文明服务窗口单位” 和

“文明服务标兵” 的评选活动ꎬ 共评选出 ３２６
个文明服务窗口单位和 ３２６ 个文明服务标兵ꎬ
提升了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覆盖面和群众参与

度ꎮ 加强阵地建设ꎬ 发挥教育作用ꎮ 积极动员

各级文明单位广泛设立 “善行义举榜” 四德榜

和道德讲堂ꎬ 充分发挥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

作用ꎮ
七、 大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宣传
积极推动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

不断深入ꎮ 抓好刊播工作ꎬ 广泛营造氛围ꎮ 推

动各级各类媒体深化公益广告宣传ꎬ 持续扩大

影响ꎬ 特别是推动地方小台小报小刊进一步按

照规定版面、 时段、 数量要求ꎬ 完成刊播工

作ꎮ 结合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ꎬ 立足车站、
机场、 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公交、 出租车等交通

工具ꎬ 广泛营造核心价值观宣传氛围ꎮ 每季度

汇总统计各地区刊播情况ꎮ 一年来ꎬ 自治区党

报党刊刊发 １４２ 个整版ꎬ 内蒙古电台播出

４８７７６ 条ꎬ ３６９２０ 分钟ꎬ 内蒙古电视台播出

９６３００ 条ꎬ ７３６１０ 分钟ꎮ 开展征集活动ꎬ 提升作

品质量ꎮ 在做好 ２０１４ 年度公益广告征集评选后

续工作的同时ꎬ 不断完善全区公益广告作品

库ꎮ 开展了 ２０１５ 年度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原创作品征集评选活动ꎬ 积极参与中央文

明办组织的公益广告征集活动ꎬ 上报了参赛作

品ꎮ 在内蒙古文明网设立公益广告大看台ꎬ 按

照建筑围挡、 城市广场等 ８ 个类别ꎬ 实景展播

了全区各地 ５４０ 余件公益广告作品ꎮ
八、 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工作
制定下发 «关于推进全区社区志愿服务的

意见» «关于支持和发展全区志愿服务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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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意见»ꎬ 对社区志愿服务工作运行的体制机制

和支持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工作作出明确安排ꎮ
健全组织机构ꎬ 积极牵头抓总ꎮ 在全区志愿服

务领导小组的基础上ꎬ 成立内蒙古志愿者联合

会ꎬ 将把全区各地有影响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

都吸纳进来ꎬ 为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提供保

障ꎮ 开展系列活动ꎬ 弘扬志愿精神ꎮ 大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积

极推动 “德润草原文明之行———学雷锋志愿

服务在行动” 主题实践活动在基层的细化实

化ꎬ 开展了 “守望相助ꎬ 奉献爱心” 关爱他人

行动、 “守望相助ꎬ 创优良秩序优质服务” 关

爱社会行动、 “守望祖国北疆ꎬ 爱护优美环境”
关爱自然行动ꎮ 做好评比表彰ꎬ 发挥示范作

用ꎮ 评选出 ２０１４ 年度全区学雷锋优秀志愿者

１００ 名、 全区学雷锋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２０ 个、
全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２０ 个ꎬ 全区优秀志愿服

务社区 ２０ 个ꎮ 向中央文明办积极推荐最美志愿

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各 １０ 名ꎮ

九、 积极协调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
积极发挥诚信建设制度化协调领导小组的

沟通协调作用ꎬ 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加

强协调配合ꎬ 健全体制机制ꎮ 成立了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协调领导小组ꎬ 召开诚信座谈会ꎬ 制

定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实施办法»ꎬ
与自治区发改委等 ８ 部门联合印发 «内蒙古自

治区 “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ꎬ
与税务等 ２３ 个部门联合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

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联合惩戒的合作备

忘录»ꎮ 对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和税务机

关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的惩戒措施

作出明确规定ꎬ 完善了跨部门惩戒措施和工作

机制ꎮ 开展宣传教育ꎬ 强化正面引导ꎮ 下发专

门宣传方案ꎬ 对诚信宣传教育工作作出部署ꎮ
结合道德模范评选、 “内蒙古好人榜” 发布ꎬ
选树了一大批诚实守信的身边典型ꎮ 围绕食品

安全宣传周、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ꎮ 开展了诚信经营创建

活动ꎬ 评选表彰全区 “诚信企业、 诚信企业

家、 诚信品牌”ꎬ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ꎮ
注重结合融入ꎬ 完善长效机制ꎮ 将诚信建设融

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过程ꎬ 融入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 学生守则ꎬ 在自治区对旗县市区的

文明城市区、 文明旗县城、 文明村镇、 文明单

位的测评中ꎬ 进一步提高诚信建设的分值

权重ꎮ
十、 统筹推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
加大工作力度ꎬ 努力将内蒙古文明网建成

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ꎮ 加强组织推

动ꎬ 完善基础保障ꎮ 印发 «关于加强全区文明

办网、 文明上网工作的意见»ꎬ 引导全区各级

网站文明建网ꎬ 教育广大网民文明上网ꎮ 积极

协调做大做强内蒙古文明网经费投入、 硬件配

备、 工作力量、 业务拓展等有关事宜ꎬ 为加入

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奠定了基础ꎮ 开展网上宣

传ꎬ 扩大工作影响ꎮ 内蒙古文明网第一时间宣

传报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及各地文明

办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 重要工作ꎬ 及时开展

专题宣传ꎬ 交流工作经验ꎮ 策划推出了 «内蒙

古好人榜月度榜单» «诗歌点赞道德模范» «美
德少年———我们身边的榜样»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优秀童谣动漫作品集» «我和美德少

年———我们身边的榜样» 等系列专题ꎮ 先后推

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文明创

建、 文明餐桌、 学雷锋志愿服务在行动、 讲文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等一批专项宣传ꎬ 产生了较

好影响ꎮ 累计发布各类信息 １３０４１ 篇ꎬ 访问量

突破 １３３９ 万次ꎮ 开展网上活动ꎬ 引领文明风

尚ꎮ 组织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活动ꎬ 不断

拓展志愿者覆盖领域ꎮ 策划推出了 «２０１４ 年度

“学雷锋志愿服务” 优秀集体和个人评选推荐

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大力开展帮扶道德模范、
美德少年活动» «寻找最美家庭» 等系列网上

活动ꎬ 引导网民积极参与ꎬ 在活动中传播网上

正能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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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坚持 “五抓五重”
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打造

“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这个大局ꎬ 履职尽责、
创新实践ꎬ 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ꎮ
抓宣传重教育ꎬ 核心价值观建设更加深

入ꎮ 出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实施意见ꎬ 提出推进核心价值观目标化、 系统

化、 品牌化建设思路ꎬ 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ꎬ
高密度、 广覆盖地开展 “三个倡导” 的理论宣

传、 新闻宣传、 社会宣传和网络宣传ꎬ 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在全社会进一步叫响做

实、 落地生根ꎮ
抓活动重策划ꎬ 正能量传播更加强劲ꎮ 围

绕 “中国梦尽责圆梦” 主题ꎬ 分众化开展四

大系列活动ꎬ 推出 ３００ 多名 “尽责圆梦” 的先

进典型ꎬ 汇聚了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围绕 “德润草原文明之行” 主题ꎬ 广泛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 孝敬教育、 诚信教育、 勤劳

节俭教育ꎬ 培育传承优良家风校训、 企业精神

和乡贤文化ꎮ 围绕 “放歌草原书写百姓” 主

题ꎬ 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基层开展蹲点采风创

作活动ꎬ 创作了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文艺作品ꎬ 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润的文

化滋养ꎮ
抓创建重拓展ꎬ 文明创建成效更加显著ꎮ

以测评体系为导向ꎬ 深入开展以文明城市创建

为龙头的三大创建活动ꎬ 在行业系统、 学校、

企业分别开展了 “规范化服务竞赛” “德育先

导以文化人” “诚信兴企科学发展” 等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在农村牧区开展了以狠刹

“五风” 为主题的 “乡风文明大行动”ꎬ 城乡环

境面貌和群众精神风貌显著改善ꎮ 全区已有 ３
个城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ꎬ ６ 个地级、 ６
个县级城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４８％
的旗县 (市区) 被评为自治区级以上文明城市

(区)、 文明旗县城ꎮ
抓典型重影响ꎬ 社会文明风尚更加浓厚ꎮ

分层推树 “道德模范” “北疆楷模” “草原儿

女赞最美人物” 和 “善行义举榜” 等先进典

型ꎬ 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 吉日嘎拉 、 孙奇 、

苏日娜ꎬ 感动中国人物山丹ꎬ 北疆楷模苏和、
范志佺ꎬ 美德少年赵文龙等一大批在全国产生

广泛影响的先进典型ꎬ 营造了见贤思齐、 崇德

向善的浓厚氛围ꎮ
抓阵地重服务ꎬ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ꎮ

出台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ꎬ 深入实施 “八大文化惠民” 工程ꎬ 各类道

德讲堂、 文化大院、 草原书屋等文化阵地显著

加强ꎬ “三下乡” “四进社区” “百团千场” 等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ꎬ 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ꎮ

包头市志愿服务培训出实招见实效
包头市把志愿服务培训作为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工作ꎬ 夯实培训阵地ꎬ 创新

培训模式ꎬ 健全培训机制ꎬ 有效推动志愿服务

工作不断迈上台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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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阵地ꎬ 保障培训扎实开展ꎮ 包头市以

“四个阵地” 为基础ꎬ 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培

训工作深入开展ꎮ 一是成立志愿服务学院ꎮ 包

头市文明办与包头轻工学院合建ꎬ 率先在自治

区成立了志愿服务学院ꎮ 目前ꎬ 完成了 ５２ 万字

志愿服务骨干使用教材开发与编写ꎬ 举办培训

班 ３２ 期ꎬ 开展各类培训活动 ８０ 余次ꎬ 培训人

数达 ５０００ 人 (次)ꎬ 并率先在全国高职院校将

志愿服务以学分制形式与学生课程实践和老师

教学考核挂钩ꎮ 二是打造社区志愿服务站ꎮ 出

台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方案ꎬ 用有固定场所、 有

志愿服务标志、 有专职工作人员、 有志愿服务

队伍、 有服务对象和项目、 有便民工具的 “６
有标准” 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站进行标准化建

设ꎮ 目前ꎬ 包头市重点建成社区志愿服务标准

示范站 ２０ 家ꎬ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培训近 ２０００
余次ꎬ 志愿服务培训覆盖社区人群达 ２ 万人ꎮ
三是建立网络培训阵地ꎮ 探索 “互联网＋公益”
培训方式ꎬ 实现志愿者线上线下互动式培训ꎬ
同时ꎬ 充分运用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

介ꎬ 开展志愿服务有奖知识问答、 设立志愿服

务培训专栏ꎬ 扩大志愿服务培训覆盖面ꎮ 组建

了 ３０００ 人网络文明志愿者传播队伍工作ꎬ 定期

开展志愿服务培训工作ꎮ 四是建设文艺志愿服

务基地ꎮ 以满足农村牧区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

点ꎬ 不断创新 “三级联动、 四层推进” 包头模

式ꎬ 以 “三传五定一展示” 的包头做法ꎬ 推动

文艺志愿服务培训如火如荼开展ꎮ 建立起市级

文艺志愿服务基地近 １００ 个ꎬ 受益人次达 ３ ２
万人次ꎮ

创新模式ꎬ 不断提升培训水平ꎮ 通过创新

“四大” 志愿服务培训模式ꎬ 不断拓宽培训视

野ꎬ 积累先进经验ꎮ 一是 “请名家”ꎮ 邀请国

内志愿服务专家来包举办培训讲座ꎮ 邀请 ３７ 位

文艺名家走进包头ꎬ 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培训工

作ꎬ ８０００ 多人次受益ꎮ 二是 “去名校”ꎮ 组织

志愿者到清华大学等名校参加各类公益培训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包头市组织地区单位、 街道社

区、 企业高校、 社会公益组织近 ６０ 名志愿服务

骨干ꎬ 在北京大学举办了 ２０１６ 年志愿服务骨干

培训班ꎬ 有力推动了包头志愿服务培训工作迈

向更高的水平ꎮ 三是 “组队伍”ꎮ 以红十字应

急救护、 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 全民健身等为

主题ꎬ 组建了特色鲜明的志愿服务培训队伍ꎬ
运用 “体验式” 培训方式ꎬ 定期组织专业志愿

服务队伍进乡村、 进社区、 进家庭ꎬ 针对空巢

老人、 青少年等群体ꎬ 开展针对性强、 受益面

广的专业志愿服务培训ꎬ 主动回应现实需要ꎮ
重点开展了 “公共文明引导” “红十字应急救

护” 等培训活动ꎬ 累计培训人数达 ５ 万人次ꎬ
社会反响强烈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内蒙古蓝天救援队傅

钰、 李海峰等优秀志愿者先后参与了尼泊尔强

震、 “东方之星” 失事客轮救援行动ꎬ 进一步

助推培训向专业化领域发展ꎮ 四是 “建联盟”ꎮ
整合本土道德典型、 文艺名人、 优秀企业家、
著名学者、 知名媒体人等不同群体、 不同类型

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ꎬ 组建百姓雷锋公益联

盟、 文艺明星公益联盟、 百企公益联盟、 专家

学者公益联盟、 媒体公益联盟ꎬ 发动公众人物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培训工作ꎬ 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引领示范作用ꎬ 引导人们 “见贤思齐”ꎬ 展

示良好社会形象ꎮ 同时ꎬ 组织各类民间公益组

织ꎬ 成立 “公益智汇阁”ꎬ 定期举办公益培训ꎬ
现场交流沟通、 分享培训经验ꎬ 推动了社会民

间组织不断强化合作、 共享资源ꎮ
完善机制ꎬ 实现培训规范化ꎮ 一是率先立

法颁布条例ꎮ 包头市率先在自治区立法颁布实

施了 «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ꎬ 对志愿者的招

募培训、 管理使用、 保障激励等各方面作出了

明确规定ꎮ 二是出台意见进行考核ꎮ 组织 １０ 个

旗县区ꎬ ２３ 家部门单位ꎬ ６ 所高职院校成立了

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出台 «包头市推

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实施意见»ꎬ 将志愿服务

培训工作列入各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各级

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的评选晋升考核当中ꎮ 三

是嘉勉回馈优秀典型ꎮ 每两年举办一次评选表

彰活动ꎬ 以市文明委名义对开展志愿服务培训

工作先进地区、 荣誉组织和杰出个人进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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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ꎬ 并依托各级媒体、 各类载体和各个平台

进行广泛宣传报道ꎮ

通辽市积极推进身边好人

评选发布工作
为深入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加大先进典型人物的选树和推广力度ꎬ 打

造工作品牌ꎬ 树立一批时代性和示范性强、 特

色鲜明的先进典型人物ꎬ 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了

解先进典型人物、 人人尊重先进典型人物、 人

人学习先进典型人物、 人人赶超先进典型人物

的良好氛围ꎬ 通辽市积极推进 “通辽好人榜”
暨通辽市最美人物评选活动ꎮ

广泛推ꎮ 通过报纸、 电视台、 电台、 网络

等各类媒体和户内外电子屏、 印发海报等宣传

载体ꎬ 发布推荐公告ꎬ 开设专栏ꎬ 特别增添了

微博微信、 社会媒体推荐渠道ꎬ 动员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活动ꎬ 持续广泛推荐候

选人ꎮ
广泛选ꎮ 在深入了解 “通辽好人” 暨 “最

美通辽人” 被推荐人的基础上ꎬ 市文明办每月

评出 “通辽好人” １０ 名左右ꎬ 开展一次 “通
辽好人” 上榜人员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 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２０１５ 年已经举办 ６ 次ꎬ 发

布 ６７ 人ꎮ 同时要求旗县市区、 苏木镇街道也要

广泛开展身边好人评选活动ꎮ
广泛议ꎮ 每月经全市各地各部门以及社

会、 网络、 媒体等广泛推荐和市文明办审定ꎬ
将 “通辽好人榜” 候选人名单予以公示ꎬ 面向

社会广泛征求意见ꎬ 接受监督ꎮ 公示结束后ꎬ
在通辽日报、 科尔沁都市报等媒体上开设专栏

专题ꎬ 依托通辽文明网、 通辽文明办微博、 文

明通辽微信公众号主动设置话题ꎬ 吸引网民积

极参与讨论ꎮ
广泛学ꎮ 充分运用新闻报道、 微博、 微

信、 基层巡讲、 “故事汇” 巡演、 现场交流、
报告文学、 广播剧、 公益广告等ꎬ 浓墨重彩报

道通辽市身边好人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ꎮ 动员

全社会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给予

关心帮扶ꎬ 节假日开展走访帮扶道德模范活

动ꎬ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ꎬ 树立好人好

报的价值导向ꎮ

鄂尔多斯市健全五项机制

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大行动
鄂尔多斯市委、 市政府按照 “三个美起

来” 的要求ꎬ 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ꎬ 以健全

完善五项工作机制为保障ꎬ 长效常态化推进乡

风文明大行动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ꎮ 市委、 市政府把乡风

文明大行动纳入 “十三五” 规划ꎬ 与现代农牧

业、 扶贫攻坚、 文化旅游、 乡村公路建设结合

起来ꎬ 与村庄绿化、 村集体经济和基层组织建

设结合起来ꎬ “六位一体” “三项建设” 统筹推

进、 同步实施ꎮ 市、 旗区均建立起党委副书记

主抓ꎬ 常委宣传部长、 分管副市长 (副旗区

长) 分工负责ꎬ 宣传部、 文明办具体抓ꎬ 相关

部门合力推动的工作机制ꎮ 市财政每年安排

５００ 万元以奖代投专项资金ꎬ 旗区分别安排专

项经费ꎬ 配套形成了政府投入、 项目支持、 文

明单位共建、 村集体补贴、 农牧民自筹的经费

保障机制ꎮ
健全宣传发动机制ꎮ 市文明委出台 «乡风

文明大行动宣传指导意见»ꎬ 各旗区、 乡镇分

别制定宣传规划ꎮ 报纸、 电台、 电视台等传统

媒体开辟专题专栏不间断宣传ꎬ 市属网站、 微

博、 微信等新媒体同步发声ꎬ 展示工作成效和

典型经验做法ꎬ 曝光工作不力的地区ꎮ 选派

８６００ 多名优秀党员干部担任乡风文明指导员ꎬ
深入农户广泛动员ꎬ 引导农牧民美环境、 改陋

习、 树新风ꎮ 制作发放核心价值观围裙、 钥匙

链、 家风碗、 纸巾盒等主题宣传品ꎬ 利用宣传

栏、 文化墙、 景观小品、 大喇叭等阵地ꎬ 广泛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ꎮ
健全督查指导机制ꎮ 编印发放 «乡风文明

大行动指导手册» ５０００ 本ꎮ 采取集中培训、 座

谈讨论、 实地观摩等方式ꎬ 累计培训旗区、 乡

镇 (苏木) 宣传干部、 村 (嘎查) “两委”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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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及农牧民代表 ５１６４ 人次ꎮ 通过电话、 微

信、 ＱＱ 群等及时了解工作进展情况ꎬ 加强日

常指导调度ꎮ 市委督查室、 市文明办按季度对

旗区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ꎮ 定期组织各

旗区文明办主任、 乡镇宣传委员赴全市 ４９ 个乡

镇 (苏木) 进行巡回观摩学习ꎬ 加强工作交

流ꎬ 推动工作开展ꎮ
健全考评激励机制ꎮ 市委、 市政府把乡风

文明大行动纳入市对旗区、 部门实绩考核ꎬ 进

行单独排名、 单独奖励ꎮ 市文明委出台 «乡风

文明大行动考核办法»ꎬ 构建起旗区、 乡镇

(苏木)、 村 (嘎查) 三级指标联动ꎬ 以季度督

查、 日常监管、 年终考核为主要方式的考核评

价体系ꎮ 建立 “十星级文明户” 与各项惠农政

策相挂钩的荣誉激励机制ꎮ
健全后续管理机制ꎮ 市委开展农村牧区

基层党组织 “五好三提升” 创建活动ꎬ 将乡

风民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ꎬ 细化为 “十个一”
着力推进ꎮ 市政府出台 «农牧区环境卫生后

续管理办法»ꎬ 旗区财政按照 “３＋ １００Ｘ” 的

办法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列支农维费ꎬ 推行门

前 “三包” 责任制ꎬ 公共区域实行引进物业、
自建物业、 农牧民自主管理等方式长效管护

环境卫生ꎮ 市政府出台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实施标准 (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按照 “点辐

射、 线支撑、 圈覆盖” 的思路ꎬ 标准化推进

农牧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ꎮ 市文明委出

台 «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确立了到 ２０２０ 年 ８０％
的乡镇 (苏木)、 ５０％的村 (嘎查) 创建成市

级以上文明村镇的目标ꎮ

乌海市提升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乌海市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城乡一体

化发展总体战略ꎬ 广泛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 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有效提升

了全市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ꎮ
上下联动ꎬ 打造宜居环境ꎮ 按照 “布局

美、 环境美、 产业美、 秩序美、 生态美、 文化

美” 的要求ꎬ 乌海市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新

农村新牧区示范点项目ꎬ 优化农业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ꎮ 截至目前ꎬ 全市先后有 １１ 个村、 １ 个

镇被列为自治区新农村新牧区示范点ꎮ 大力实

施农区危房改造、 街巷硬化等项目ꎬ 农区人居

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ꎮ 同时ꎬ 各区分别组织

开展了以 “三清、 三改、 三化” (清垃圾、 清

路障、 清庭院ꎬ 改房、 改厕、 改圈ꎬ 绿化、 美

化、 净化) 为主要内容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

动ꎬ 基本实现了农区院落整齐划一、 院外整洁

开阔ꎬ 有效改善了农区人居环境ꎮ
德礼促动ꎬ 培育乡风民风ꎮ 结合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ꎬ 以 “３＋１” 的模式ꎬ 乌海市市

级以上文明单位与全市 １４ 个行政村签订共建协

议ꎬ 充分利用各级文明单位的资金、 技术、 人

才等优势资源ꎬ 开展文明村镇、 星级文明户、
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和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感动乌海人物等评选活动ꎬ 激发农民群众荣誉

感、 上进心ꎮ 弘扬 “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ꎬ 讲

好家风故事ꎬ 传播治家格言ꎬ 以良好家风带动

乡风民风ꎮ 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ꎬ 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２４ 个字融入村规民约ꎬ 使农民群众

内心有尺度、 行为有准则ꎮ 开展四德教育、 乡

贤评议、 农区不良风气整治活动ꎬ 充分发挥村

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ꎬ 促进

移风易俗ꎬ 用民间舆论力量引导农民自我约

束、 自我提高ꎮ 大力发展乡贤文化ꎬ 发挥优秀

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新乡贤作

用ꎬ 鼓励新乡贤参与农区建设ꎬ 传承和弘扬乡

村文明ꎮ
政策驱动ꎬ 实施惠民工程ꎮ 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ꎬ 建设各类文化广场 １４９ 个、 “书法五进”
示范基地 (活动室) １１５ 个ꎬ 社区 (村) 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 １１０ 个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 所ꎬ
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４ 所ꎬ 实现所有

镇 (街道) 文体广场全覆盖ꎮ 以转换用人机

制、 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ꎬ 下派专业技术人员

到社区、 农区担任文化辅导员ꎬ 强化对基层文

化骨干的专业培训ꎻ 积极培养基层文化活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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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干和带头人ꎬ 提升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整体素

质ꎮ 坚持政府搭台、 群众唱戏原则ꎬ 打造形成

了 “天一剧场” 文化惠民大舞台、 社区文化艺

术节、 群星艺术大赛等八大文化惠民品牌ꎮ 推

进特色文化活动常态化ꎬ 积极开展独具乌海特

色的 “书法五进” 文化活动ꎬ 全市累计开展各

类书法活动 ２４６ 次ꎮ “大漠湖城书香飘” 全民

阅读活动被自治区 ２０１５ 年草原阅读季全民阅读

十件实事ꎬ 两个家庭被评为自治区 “书香之

家”ꎬ 一人评为自治区 “十大藏书家”ꎮ

(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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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照中

央和省文明委工作部署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扎实开展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有效提

高了全省公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为

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

证、 强大的精神动力、 丰润的道德滋养和良好

的文化条件ꎮ
一、 着力抓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不断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ꎮ 以 “我的

中国梦” 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ꎮ 运

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争做美

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等 ４ 项活动ꎬ
全省共征集童心向党歌咏活动视频 ７０ 多个ꎬ 沈

阳、 大连、 营口、 抚顺等市报送的视频在中国

文明网展播ꎻ ４２５１５７ 人参与网上祭英烈签名寄

语活动ꎻ ７８８１４４ 人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ꎮ 积极

参加全国网络春晚节目和小主持人选拔大赛ꎬ
有 １ 组节目和 １ 名小主持人入选ꎮ 举办第二届

辽宁省未成年人 “放飞中国梦ꎬ 做志向远大好

少年” 主题征文和 “家的味道———给家人的一

封信” 征文活动ꎬ 全省共收到稿件近 ２０ 万份ꎬ
将优秀征文汇编成册ꎮ 推出 “文明辽宁有礼

同行” 中华传统仪式巡礼活动ꎬ 沈阳、 大连、

本溪、 铁岭、 盘锦、 葫芦岛等市分别组织开展

了成人礼、 晋学礼、 毕业礼、 感恩礼等系列仪

式教育活动ꎬ 获得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好评ꎮ
２.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评选工作实现常态ꎮ

出台 «关于推荐辽宁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

选人的实施意见»ꎬ 制定 «辽宁省道德模范评

选办法»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 １０ 人ꎬ 王喜阳、 王峥嵘分别荣获见

义勇为模范和孝老爱亲模范ꎬ ８ 人被授予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全省各市共推荐省级

身边好人候选人 ３４３ 人ꎬ 评选出 “辽宁好人
身边好人” １４０ 人ꎬ 入选 “中国好人榜” ３１
人ꎬ １２ 人荣登中国文明网 «好人 ３６５» 栏目封

面人物ꎮ 落实 «辽宁省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实施

意见»ꎬ 通过 “德耀辽宁” 专题宣传、 举办道

德模范事迹展览、 制作刊播道德模范公益广告

等 ８ 种形式ꎬ 在全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活动ꎮ 系列学习宣传活动的开展ꎬ 在

全省营造了见贤思齐、 择善而从的浓厚氛围ꎬ
树立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风尚ꎮ

３.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有效ꎮ 落实

中央文明办关于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回头看” 工作要求ꎬ 形成了 «辽宁省引导中

小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报告»
和 «辽宁省未成年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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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办法 (试行) »ꎮ 编辑、 出版 «红领巾

与中国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

学生读本» 和 «恰同学少年: 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学生读本»ꎮ 精心组织第六

届省道德小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评选出 ２０ 名道

德小模范和 １７ 名道德小模范提名奖ꎮ 在第六届

省道德小模范中遴选 ３ 人推荐参加中国文明网

“百名美德少年展示” 活动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稳步实施ꎬ ２０１５ 年全省共获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４ 所ꎮ 全省

“十二五” 期间已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７８ 所ꎮ
二、 着力抓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１. “三大创建” 工作取得新突破ꎮ 在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评

选中ꎬ 沈阳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ꎬ 大连实现

四蝉联ꎬ 鞍山、 营口继续保留提名城市资格ꎬ
丹东、 辽阳、 盘锦和葫芦岛市新晋提名城市ꎬ
海城、 庄河、 东港、 开原、 辽中、 凤城新获全

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ꎮ 有 ３２ 个村镇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镇ꎬ ５８ 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ꎮ «辽宁宣传» 策划推出 « “一把手” 谈创

建» 专栏ꎬ 推动各地致力于 “两手抓、 两手都

要硬”ꎬ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ꎮ
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省委对市级领导班子

党的建设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ꎮ
２. 文明城市创建管理更加科学规范ꎮ 为有

效提升辽宁省文明城市创建水平ꎬ 在新一轮创

建评选中取得好成绩ꎬ 按照分类指导、 督查促

进、 整体提高的原则ꎬ 研究制定了 «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度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考评实施方

案»ꎬ 明确了新一轮创城工作时间表、 路线图

和操作法ꎮ 引入第三方测评ꎬ 委托国家统计局

辽宁调查总队ꎬ 对辽宁省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和新申报参评省级文明城市的 ２３ 个城市进行

测评ꎬ 测评结果反馈给各相关城市ꎬ 各地对照

问题整改ꎬ 努力对标达标ꎮ
３. “讲文明树新风” 活动蓬勃开展ꎮ 贯彻

落实 «关于加快推进诚信辽宁建设的意见»ꎬ

将诚信辽宁建设纳入省 “十三五” 规划ꎮ 沈阳

市被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为全国首

批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ꎮ 举办辽宁

省 “最美家庭” 故事汇演讲比赛ꎬ «晒家规家

训———讲我家的故事»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确定为 ２０１５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

图书ꎮ 起草 « “文明旅游做文明有礼辽宁人”
倡议书»ꎬ 以全省 “最美导游” 名义在省市各

类媒体刊发刊播ꎬ 数十家国内门户网站转载ꎻ
建立辽宁省 “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 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ꎬ 加大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

告宣传力度ꎮ 开展 “指尖上的文明交通” 新媒

体互传、 “交通违法行为大曝光” 等活动ꎬ 建

设交通安全诚信体系ꎬ 推进活动深入实施ꎮ
三、 着力抓好农村品牌项目建设ꎬ 不

断提升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１. “文明家园示范村” 建设活动深入开

展ꎮ “文明家园示范村” 活动引领辽宁省美丽

乡村建设ꎬ 促进文明村镇创建ꎮ 抚顺、 本溪、
锦州、 阜新、 铁岭、 朝阳等 ６ 个城市创新方式

方法ꎬ 取得了较好实效ꎮ 辽宁省和鞍山海城市

在全国农村会上作书面经验交流ꎮ 辽宁省贯彻

全国农村会议精神情况被中央文明办 «精神文

明建设» 简报刊发ꎮ
２. 新乡贤文化创新发展ꎮ 对全省广大农村

开展选贤、 树贤、 传贤、 用贤作出全面部署ꎻ
丹东市从培育新型农民、 倡导优良家风、 弘扬

文明乡风、 涵养新乡贤文化、 环境综合整治、
公共文化服务、 精神文化生活、 乡土文化保护

和文明村镇创建等九个方面入手建设新乡贤文

化ꎮ 朝阳市在农村组织开展 “选乡贤、 谋发

展、 作贡献” 活动ꎮ 发挥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 “新乡贤” 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会同辽宁日

报策划推出 «辽宁新乡贤完全调查» 大型专题

报道ꎬ ３ 期 １２ 块专版ꎬ 引发社会关注ꎮ
３. 道德信贷工程深化拓展ꎮ 一是深入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ꎮ 推动各市完善评选办

法ꎬ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结合各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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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十颗星” 内容ꎮ 二是拓展道德信贷工

程ꎮ 推动各地丰富和完善道德信贷内容和做

法ꎬ 向城市和农村诚信个体工商户延伸拓展ꎮ
三是开展 “用道德信贷ꎬ 做道德产品” 实践

活动ꎮ
四、 着力抓好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ꎬ

不断提升学雷锋志愿服务质量
１. 加快推进志愿服务立法ꎮ 赴省内有关城

市及其他省市进行立法调研ꎬ 修改完善 «辽宁

省志愿服务条例 (草案) »ꎮ 协调省人大内司

委ꎬ 将 «辽宁省志愿服务条例 (草案) » 列入

省人大 ２０１５ 年立法论证项目ꎮ
２. 积极促进组建辽宁省志愿服务联合会ꎮ

省文明办积极与中央文明办、 省民政厅等有关

部门沟通协调ꎬ 并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做法ꎬ 做

了大量的前期筹备工作ꎬ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ꎬ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ꎬ 筹备成立志愿服务

联合会ꎮ
３. 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ꎮ 在全省推广沈

阳物业服务企业岗位学雷锋试点经验和铁岭开

原市农村互助志愿服务模式ꎮ 启动 “学习雷锋

精神　 做最美志愿者” 主题实践活动ꎻ 组织开

展 “书香进社区” 活动ꎬ 开通省第四届全民读

书节进社区专题网页ꎬ 开展 “最美社区书屋”
创建活动ꎮ 圆满完成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志愿服

务 “四个 １００” 推选上报工作ꎮ

特色活动

大连市以家风教育为抓手

推动核心价值观进家庭
大连市坚持把培育良好家风作为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深入开展 “写
家训　 晒家规　 助成长” 活动ꎬ 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ꎬ 推动形成社会好

风尚ꎮ
学校和家庭联动ꎬ 形成家校育人合力ꎮ 一

是丰富活动载体ꎮ 利用开展升旗仪式、 主题班

队会、 演讲比赛、 家规家训讲座、 家风故事征

文大赛等活动ꎬ 激励学生了解好家风、 传承好

家风ꎮ 二是家校紧密互动ꎮ 通过家长会、 班级

ＱＱ 群、 调查问卷等形式ꎬ 组织家长和学生共

同讨论梳理自家家训ꎬ 采取 “家长写、 学生

悟、 老师评” 的方式ꎬ 加深学生对家规家训的

认知认同ꎮ 发挥家长学校、 家长委员会作用ꎬ

举办家长讲坛ꎬ 开展 “评选好家长” 活动ꎬ 使

家长树立培育好家风意识ꎮ 三是注重养成教

育ꎮ 开展 “家庭小岗位” “红领巾小楼长进社

区” 志愿服务、 “我为父母做件事” 等活动ꎬ
引导学生将孝敬父母、 热爱劳动、 勤俭节约、
诚实守信等家规家训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ꎬ 促

进知行合一ꎮ 四是建立评价机制ꎮ 建立 “家训

伴我成长” 档案ꎬ 引导学生记录成长过程中践

行家规家训的感悟和家长、 老师的评价ꎬ 引导

学生在和煦家风沐浴下健康成长ꎮ 在中小学广

泛开展 “广树进步小榜样” “寻找身边最美少

年” 等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见贤思齐ꎮ
社区和家庭联动ꎬ 拓展家风教育渠道ꎮ 一

是搭建家风展示平台ꎮ 通过社区宣传栏、 公示

栏、 ＬＥＤ 显示屏等阵地ꎬ 利用楼长会、 社区干

部入户等形式ꎬ 对居民家规家训进行宣传ꎮ 发

挥文艺骨干作用ꎬ 举办 “晒家风、 扬家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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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展ꎬ 组织家风文艺汇演ꎬ 通过夫妻同台、 老

少合作的方式促进家庭和睦ꎮ 二是促进居民学

习交流ꎮ 在社区开展家风故事 “讲、 评、 学”
活动ꎬ 通过社区干部上门收集、 居民自发推

荐、 集中讲述评说、 组织学习讨论等形式ꎬ 让

好的家风在居民中传递ꎮ 利用市民文化活动中

心等平台ꎬ 以 “扬传统美德、 树和谐家风” 为

主题ꎬ 让身边人讲述身边事ꎬ 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ꎮ 指导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 “明信片写

家训” “家信传家风” 等活动ꎬ 教育身在他乡

的子女ꎬ 拓展家风教育覆盖面ꎮ
媒体和家庭联动ꎬ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ꎮ 市

文明办与大连晚报联合开设 “家训佳话” 栏

目ꎬ 深度报道重视家规教育、 注重家风传承的

典型家庭ꎮ 同时ꎬ 组织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刊发

理论文章ꎬ 对家风文化、 家风内涵、 家风意义

进行阐释和解读ꎮ 在网络平台推出家风故事展

示ꎬ 吸引市民转发评论ꎮ 组织大连报刊、 电

台、 电视台对全市活动情况进行深入采访和报

道ꎬ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ꎮ
深入开展主题宣讲ꎬ 推进家风教育常态

化ꎮ 大连市文明办组织开展家风教育主题宣讲

活动ꎬ 成立市、 区 (县)、 街道 (社区) 三级

家风教育宣讲团ꎬ 采取集中宣讲和流动式宣讲

相结合方式ꎬ 深入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中

小学校、 部队高校、 街道社区等进行宣讲ꎬ 重

点阐释家风教育与未成年人成长的重大关系ꎬ
把家风教育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机结

合ꎬ 引导未成年人讲道德、 重品行ꎬ 推动家风

教育常态化ꎮ

开原市全面开展农村互助

志愿服务惠民生
结合实际ꎬ 因势利导ꎬ 农民志愿互助有效

破解农村难题ꎮ 一是生产发展上互助ꎬ 加快了

创业致富ꎮ 互助志愿服务组织成员从互帮农活

到互学技术、 互助经商、 互带就业ꎬ 增强了调

整结构、 联合创业的自信心ꎬ 家庭收入有了保

障ꎮ 二是家庭生活上互助ꎬ 促进了乡风文明ꎮ
通过邻里守望、 电话呼应等互助志愿服务活

动ꎬ 广大农村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

和困难群体得到实际的帮助ꎬ 解除了外出务工

人员的后顾之忧ꎮ 三是文化活动上互助ꎬ 丰富

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文化互助志愿服务帮

助和引导农民学习二人转、 秧歌、 健身舞、 民

俗表演等艺术ꎬ 积极组建乡村书画苑、 才艺

队、 秧歌队等ꎬ 引导农民劳作之余不玩麻将玩

“文化”ꎬ 极大地活跃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ꎮ
四是子女教育上互助ꎬ 解决了心头之忧ꎮ 互助

组联合成立留守儿童快乐成长活动站ꎬ 每月定

期或不定期开展交流活动ꎬ 讨论教子方法ꎬ 促

进孩子健康成长ꎮ 五是公益活动上互助ꎬ 促进

了农村和谐ꎮ 在农村公益互助活动中ꎬ 成员之

间相互关心、 抱团取暖ꎬ 开展邻里互帮ꎬ 调解

纠纷ꎬ 照顾空巢老人、 孤寡老人ꎬ 促进了家庭

邻里的团结和睦ꎮ
创新载体ꎬ 凝聚合力ꎬ 农村互助志愿服务

实现新突破ꎮ 一是与新农村建设相融合ꎮ 通过

互助志愿服务ꎬ 不断探索产业兴村、 生态建

村、 示范带村、 人才强村等发展模式ꎬ 按照宜

居、 宜业的要求ꎬ 妥善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问

题ꎮ 采取 “公益互助” 形式ꎬ 在村屯环境治理

和绿化等工程项目中充分发挥农村互助志愿服

务队的作用ꎬ 集中人力物力ꎬ 有效推进了新农

村建设步伐ꎮ 二是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融

合ꎮ 在互助志愿服务站开设农村道德讲堂ꎬ 广

泛开展家风家训故事讲述活动ꎬ 推动农村形成

新的道德风尚ꎮ 三是与城乡共建工作相融合ꎮ
发挥城市志愿服务组织、 文明单位志愿服务队

的作用ꎬ 进一步提高惠农水平ꎮ 通过以城带

乡ꎬ 传播先进的志愿服务理念、 服务技能ꎬ 把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乡土文化、 民间习俗、 家

风家训、 村规民约之中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村入户ꎮ

(辽宁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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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吉林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ꎬ 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ꎬ 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ꎬ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全面贯彻省

委十届三次、 四次会议部署ꎬ 全面贯彻落实全

国宣传部长会议和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精神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ꎬ 成效明显ꎬ 为推动吉林振兴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ꎮ
一、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提升城乡文明程度
１. 精心组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吉林省精神

文明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下

发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工作的通知»ꎬ
对评选表彰工作进行总体部署ꎮ ６—８ 月ꎬ 组织

对各地各部门申报的先进集体进行考核ꎮ ９ 月ꎬ
将拟表彰的先进集体名单在 «吉林日报» 进行

公示ꎬ 同时向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和涉及 “一票

否决” 部门征求了意见ꎮ 经省文明委审定ꎬ 共

表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全省文明城市 (城区、 县

城) １９ 个ꎬ 全省创建文明城市 (城区、 县城)
工作先进城市 (城区、 县城) １１ 个ꎬ 全省文明

行业 ６ 个ꎬ 全省创建文明行业工作先进行业 ４
个ꎬ 全省文明村镇 ３６１ 个ꎬ 全省文明单位 １２９３

个ꎬ 军 (警) 民共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１９２
对ꎬ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５１１ 人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在长春市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表彰大会ꎬ 隆重表彰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ꎬ 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 省政协、
省军区领导出席会议ꎮ

２. 积极推进文明城市、 文明行业创建工

作ꎮ 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ꎬ 指导吉林省全

国文明城市、 提名资格城市对照新版 «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ꎬ 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ꎬ
推动创建工作深入开展ꎻ 与吉林省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资格城市签订创建责任书ꎬ 确保创

建工作任务落实ꎬ 实现常态化创建ꎻ 组织吉

林省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资格城市负责创建

工作的同志赴河南、 浙江等地考察调研ꎬ 形

成了调研报告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了全

省创建文明行业座谈会ꎬ 全省 １３ 个行业和部

门参加了会议ꎬ 形成 «吉林省创建文明行业

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按照中央文明办安排部

署ꎬ 起草完成 «关于吉林省家庭文明建设的

调研报告» 和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情

况的报告»ꎮ
３. 努力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省文明委下发 «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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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委员会关于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继续深

入开展村屯环境建设整治活动的通知»ꎬ 决定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利用 ３ 年时间ꎬ 在全省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展新一轮村屯环境建设整

治活动ꎮ 继续指导督促各地扎实深入开展星

级文明户创建和城乡结对共建精神文明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继续采取省财政资助的形式ꎬ 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表彰的省级文明城市 (县城、
城区) 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 (县城、 城

区) 范围内的 ４６ 个省级贫困村建设农村文化

小广场ꎬ 进一步加强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ꎮ
４. 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

活动ꎮ 省文明办、 省工商局联合举办了 “我们

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大赛ꎻ 组织召开 “讲文明

树新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招标

征集活动协调会ꎬ 对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 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进一步

统筹协调ꎬ 并向中央文明办上报了吉林省公益

广告作品ꎻ 营造了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 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的良好氛围ꎻ
及时督导和收集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

告宣传情况ꎬ 上报中央文明办ꎮ
二、 深化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ꎬ 引

领社会文明风尚
１. 广泛开展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联合下发 «关
于开展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的通知»ꎬ 对

２０１５ 年 “吉林好人” 评选活动进行部署ꎮ 全年

共评选出 “吉林好人” ４６６ 人ꎬ “吉林好人
每季标兵” ６３ 人ꎮ 通过 “吉林好人” 评选向

中央文明网推荐吉林省 “中国好人” 候选人

３１０ 名ꎬ 其中 ２６ 人被评为 “中国好人” “吉林

好人标兵” 的崔光日、 金春燮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 称号ꎬ 列入年度全国重大宣传典

型ꎮ 为了建立长效机制ꎬ 落实 “吉林好人” 等

先进典型帮扶措施ꎬ 省文明办会同省直 １１ 个部

门联合下发 «吉林省关心关爱 “吉林好人” 等

先进典型暂行办法»ꎮ 继续在全省开展 “吉林

好人　 引领风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主题实践活动示范点建设ꎬ ２０１５ 年年

底共评出示范县 (市、 区) １２ 个、 示范点

６６ 个ꎮ
２. 精心组织开展 “第四届吉林省道德模

范” 评选表彰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下发评选表

彰通知ꎬ 组织组委会委员进行评选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的 ６６ 名 “吉林好人标兵” 中评选出了 “第四

届吉林省道德模范” 暨吉林好人年度人物 １３
名ꎬ 并于 ２ 月 １６ 日将候选人名单在中国吉林网

上进行了公示ꎮ ３ 月 ２５ 日ꎬ 省领导亲切接见了

“第四届吉林省道德模范” 暨吉林好人年度人

物及提名奖获得者ꎮ 当晚ꎬ 在吉林电视台举办

了 “第四届吉林省道德模范暨吉林好人 ２０１４
年度人物” 发布活动ꎮ

３. 做好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的推荐

工作ꎮ 经省组委会评选审核ꎬ 确定修保等 １０ 人

为吉林省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ꎬ 并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在省直新闻媒体进行公示ꎬ
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意见ꎮ 公示结束后ꎬ 上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ꎮ 经

全国组委会评选ꎬ 吉林省推荐的樊桂英被评为

第五届全国孝老爱亲模范ꎬ 修保等 ９ 人获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殊荣ꎮ
三、 深化志愿服务活动ꎬ 打造 “与爱

同行———吉林志愿者在行动” 品牌
１. 组织修订 «吉林省志愿服务条例»ꎮ 新

修订的 «吉林省志愿服务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省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票通过ꎬ 并于 ９ 月

１ 日正式颁布实施ꎮ 为推动 «条例» 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ꎬ 省文明办、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联合下发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吉林省志愿服务条例› 的通知»ꎬ 对宣传贯彻

工作进行部署ꎮ 同时ꎬ 积极协调媒体宣传ꎮ ８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了 «条例» 新闻发布会暨专家

学者及志愿者代表座谈会ꎮ 在 ９ 月 １ 日 «条

例» 实施日ꎬ 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省内主要媒

体上发通稿ꎮ 在 ９ 月 ９ 日中国志愿服务论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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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开幕前一天ꎬ 以 «条例» 修订出台为重

要新闻事件ꎬ 协调光明日报推出大型新闻综述

报道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 举办 «条例» 培训班ꎬ 各市

(州) 文明办主任、 各县 (市、 区) 常委宣传

部长和省志愿服务活动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省

文明行业系统代表参加ꎮ 在 “吉林志愿者在行

动网站” 上ꎬ 开展条例知识竞赛活动ꎬ 共有 ２０
万人参与答题活动并选出 ９ 支代表队到长春市

参加条例知识竞赛决赛ꎮ
２. 召开第四届全省志愿服务表彰大会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在吉林省孤儿学校召开第

四届吉林省志愿服务表彰大会ꎬ 表彰了 ２８６２ 名

“吉林省优秀志愿者” 和 ５７８ 个 “吉林省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ꎮ
３. 组织召开东北、 内蒙古四省区志愿服务

交流推进工作座谈会ꎮ 为大力推进志愿服务社

会化、 制度化进程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邀请

黑龙江、 辽宁、 内蒙古等三省 (区) 负责分管

志愿服务工作的宣传部领导、 文明办及志愿者

协会有关同志到吉林省参加志愿服务交流推进

工作座谈会ꎬ 与会人员就当前志愿服务发展存

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研讨ꎬ 此次座谈会有

力地促进了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东北四省区志愿服务事业大发展、 大

繁荣ꎬ 增进了区域工作情谊ꎬ 共同提升了志愿

服务工作水平ꎮ
４. 承办首届中国志愿服务发展论坛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１１ 日ꎬ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吉林

市召开了 ２０１５ 首届中国志愿服务论坛ꎮ 在为期

两天的论坛活动中ꎬ 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

“传承创新发展” 主题ꎬ 进行了全面、 深

入的分论坛研讨ꎬ 共同为提升志愿服务工作整

体水平、 开创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新局面建言献

策ꎬ 特别对志愿服务 “吉林现象” 进行了理论

上的总结和推广ꎮ
四、 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ꎬ

营造良好育人环境
１. 开展 ２０１５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 评

选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

办、 团省委、 省教育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度 “吉林美德青少年” 评选活动的通

知»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联合吉林交通文艺台举行了

活动启动仪式ꎬ 通过广播向全省积极宣传 “吉
林美德青少年” 评选活动ꎮ ５ 月ꎬ 将各地上报

的材料收集整理ꎬ 并从中评选出 “吉林美德青

少年标兵” １２ 人ꎬ “吉林美德青少年” １０００ 余

人ꎮ ７ 月 １４ 日ꎬ 在吉林电视台吉林好人发布厅

举办了 ２０１５ 年度吉林美德青少年标兵表彰发

布会ꎮ
２. 广泛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ꎮ 在清明节期间ꎬ 组织开展 “纪念先烈ꎬ
报效祖国ꎬ 圆梦中华” 网上祭英烈活动ꎬ 表达

了广大未成年人对英烈的无限敬仰之情ꎻ 六一

期间ꎬ 组织各地开展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ꎬ 向社会传递孩子身上涌现出的正能量ꎬ 在

广大师生中形成了一股从我做起ꎬ 从身边小事

做起ꎬ 争做 “美德少年” 践行者的向上之风ꎻ
十一期间ꎬ 在全省集中组织开展了 “向国旗敬

礼”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ꎬ 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激发学生增强

爱国之情ꎬ 树立报国之志ꎻ 组织开展童心向党歌

咏活动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工作部署ꎬ 组织全省各

地录制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庆祝七一党的生

日ꎬ 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ꎮ
３. 继续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

宫项目ꎮ 积极协调争取中央、 省财政对吉林省

２０１５ 年 “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提供支

持ꎬ 共计争取 １２３ 所 (其中省财政支持 ６０ 所)
学校 “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ꎬ 达到历年

最多ꎮ ７ 月ꎬ 组织各地申报ꎮ １０ 月下旬ꎬ 在省

财政的支持下ꎬ 完成对新支持的 １２３ 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的建设拨款和对以往支持的 ２９１ 所学

校的运转补助拨款ꎬ 当年支持资金总额达 ３９１５
万ꎬ 使 ８８３０６ 名农村孩子受益ꎮ 编印 «乡村少

年宫工作导刊» 和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经验

汇编»ꎬ 并与 «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指导及案

例汇编» 一同下发到今年受扶持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ꎬ 进行书面培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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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特色活动

吉林市开展 “圆梦微心愿

温暖满江城” 志愿服务活动
为不断推进全市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

展ꎬ 带动全社会力量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ꎬ
２０１５ 年ꎬ 吉林市志愿者联合会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了 “你帮我做　 微心愿圆梦” 志愿服务

活动ꎮ
此项活动以 “你帮我做　 微心愿圆梦” 为

主题ꎬ 从服务对象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入

手ꎬ 以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困难职工、 残障

人士、 外来务工人员等困难群体为主要服务对

象ꎬ 以 “满足服务对象一个心愿” 为目标ꎬ 以

“能够达成、 便于达成” 为基本原则ꎬ 设计志

愿者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 利于推广的活动形

式ꎬ 让志愿服务人人可为ꎬ 随手可为ꎬ 群众真

正受益得实惠ꎮ
吉林市志愿者联合会从全市 ２００ 多个社区

中ꎬ 首批选择了 ７０ 个志愿服务工作基础好的社

区作为试点开展 “微心愿圆梦” 活动ꎮ 每个社

区确定专人负责ꎬ 由社区工作人员面向辖区内

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ꎬ 重点在贫困、 孤残、 留

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ꎬ 孤寡老人ꎬ 空巢

老人及残病人家庭中征集微心愿ꎮ 征集上来的

心愿由专人进行梳理筛选、 分类确定、 登记

后ꎬ 在心愿墙上张贴公示ꎮ
各志愿服务组织和党员志愿者到社区ꎬ 根

据自身能力、 爱好和专长自愿认领微心愿ꎬ 并

作圆梦承诺签字ꎮ 认领方式有一对一、 多对

一、 一对多等ꎮ 对长时间没有被认领的微心

愿ꎬ 将由市志愿者联合会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公

示ꎬ 并发动认领ꎮ 市志愿者联合会专门设计制

作了统一的心愿墙和心愿卡ꎮ
活动开展以来ꎬ 已经收集到各式各样的微

心愿 ２０００ 余条ꎮ 想要一套图书ꎻ 希望找到一份

工作ꎻ 空巢老人希望有人陪伴ꎻ 家人重病ꎬ 想

要得到帮助这些心愿往往只涉及一人一

事、 一个家庭ꎬ 但却是群众实实在在的需求ꎮ
相比集中性的志愿服务ꎬ 微心愿更像是滴水成

涓ꎬ 志愿者一年完成一个或几个心愿并不难ꎬ
而且时间、 方式机动灵活ꎬ 选择空间大ꎮ

小小的微心愿ꎬ 传递大温暖ꎮ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 已被志愿者认领、 解决的微心愿 ４００ 多个ꎮ
其余的微心愿也在被认领、 解决的过程中ꎮ 各

试点社区的心愿征集仍在继续ꎬ 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ꎬ 尤其是党员志愿者正在加入圆梦人的

队伍ꎮ

通化市启动 “环卫工人

爱心早餐” 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通化市举行了 “环卫

工人爱心早餐” 活动启动仪式ꎬ 在全市划分江

西、 江东、 江北、 江南 ４ 个区域ꎬ 确定 １４ 个早

餐餐馆及 １ 个流动送餐点ꎬ 为全市 ４３０ 名环卫

工人提供营养早餐ꎮ 此活动受到通化市委、 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当地百姓群众的强烈关

注ꎬ 活动开展以来ꎬ 各早餐点细致周到的服

务、 干净可口的饭菜、 卫生整洁的用餐环境得

到了社会大众广泛好评ꎬ 活动的开展不仅保证

了早班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ꎬ 还提升了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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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尊重度ꎬ 同时ꎬ 吸引了更多的社会群

体和个人投入爱心公益活动中ꎬ “好人风气”
在整座城市盛行ꎬ 为通化打造 “好人城市” 注

入了强劲的动力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通化市委、 市政府紧紧围绕打造

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宏伟目标ꎬ 开展深入细致的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ꎬ 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明显改

观ꎬ 居民幸福指数大幅度提升ꎬ 为进一步唤起

全市各社会阶层对环卫工人的尊重和敬意ꎬ 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ꎬ 引导更多的人自觉爱护家乡

环境ꎬ 通化市委、 市政府倡议启动实施了 “环
卫工人爱心早餐” 活动ꎬ 此活动不仅成为打造

通化好人城市的一项重要的活动载体ꎬ 更是对

打造绿色通化、 开放通化、 活力通化、 法治通

化、 和谐通化、 幸福通化、 美丽通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ꎮ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活动的资金来源于财政

补助、 城建局自筹、 社会捐助三种渠道ꎬ 成立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专项基金ꎬ 明确市慈善总

会对专项基金的拨付使用负有监督、 管理责任ꎬ
制定资金使用细则ꎬ 严格履行资金审批程序ꎬ 定

期公布资金使用账目情况ꎬ 所发生的早餐费用

由市慈善总会从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定向捐

款中拨付给市环卫处ꎬ 由环卫处定期结算ꎮ
通化市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通化市城建局环卫处ꎬ 负责此项

活动的组织、 协调等日常工作ꎮ 活动开展以

来ꎬ 由于时时跟踪调度具体情况ꎬ 掌握信息及

时准确ꎬ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调整完善ꎬ 现

已更换调整早餐餐馆 ６ 个ꎬ 确保了活动能够有

效持续地开展ꎬ 社会反响非常好ꎮ

白城市品牌化推进志愿服务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发挥

志愿服务服务大局、 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的作

用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白城市从六个 “１” 入手ꎬ 打造

“全民志愿公益白城” 志愿服务品牌ꎬ 推动

志愿服务深入发展ꎮ
白城市充分利用网络这个新兴媒体ꎬ 运

用 “互联网＋公益” 的思维ꎬ 打造集爱心救助

信息及志愿服务活动宣传报道为一体的微信

平台 “公益白城”ꎮ 通过发布志愿服务募捐信

息ꎬ 将 “微慈善” “微救助” “微公益” 融入

其中ꎮ 同时将 “公益白城” 链接到 “掌上白

城” 新闻客户端ꎬ 进一步扩大 “公益白城”
的品牌效应ꎬ 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关注平台ꎬ
参与志愿服务ꎮ

白城市积极探索志愿服务新方式ꎬ 将志愿

服务活动纳入脱贫攻坚工作之中ꎬ 通过 “公益

白城” 微信平台发布受助项目ꎬ 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和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ꎮ 同

时启动 “好人 ３６５” 志愿服务项目ꎬ 参与活动

的志愿者每天捐出一元钱ꎬ 用于助学、 助贫、
助残ꎻ 将志愿服务融入文艺生活之中ꎬ 积极筹

备以志愿服务和脱贫攻坚为主要内容的 “爱心

助力脱贫攻坚” 慈善晚会ꎬ 通过各类新闻媒

体进行转播ꎬ 让广大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ꎬ
了解志愿服务ꎬ 认同志愿服务ꎬ 参与志愿服

务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举行了慈善义卖活动ꎬ 所得 ６
万余元善款全部用于帮助白血病患者ꎮ

充分发挥文艺志愿服务团队作用ꎬ 组织书

协、 影协、 雅集轩等志愿服务团队ꎬ 开展艺术

展览、 广场舞比赛和全家福摄影等活动ꎮ 利用

文艺志愿者的特长ꎬ 开展 “微电影” 展播ꎬ
“白城人讲白城故事” 等综艺栏目ꎬ 通过电视

节目让志愿者为更多人服务ꎮ
在开展群众性志愿服务的同时ꎬ 充分发挥

机关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ꎬ 要求每一个单位

都成立志愿服务队ꎬ 由领导干部带队ꎬ 每星期

五下午开展以 “清洁卫生、 绿化家园” 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 活动跨度为 ３
年ꎮ 每次活动 ５０００ 余人次参加ꎮ

(吉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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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实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ꎬ 以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为目标ꎬ 以创建利民惠民为原则ꎬ 突出

“净化城乡环境、 树立文明新风” 主题ꎬ 全力

推进城市文明达标、 乡村文明提升、 单位文明

优化三大行动ꎬ 着力打造都市文明圈和 “六条

文明带”ꎬ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呈现出积极健康

向上的良好态势ꎬ 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坚持把握根本ꎬ 核心价值观培育

践行逐步深入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根本任务ꎬ 着力在贯穿结合融入、 落

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引导人们把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ꎬ 外化于行ꎮ 强化宣传阐释ꎮ 组织开

展以 “引领风尚铸魂龙江” 为主题的核心价

值观 “六进” (进村屯、 进社区、 进学校、 进

企业、 进机关、 进家庭) 活动ꎬ 通过办宣传展

板、 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ꎬ 引导群众加深对核

心价值观的认知ꎮ 大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ꎬ 征集平面、 广播、 影视、 网络

作品 １００ 多件ꎬ 选送 ３０ 件优秀作品在全国参

评ꎻ 全省各地充分运用报刊、 广播、 电视、 网

络等媒体平台刊播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 １０ 万余

次ꎬ 在车站、 码头、 广场、 公园和各类建筑工

地围挡围墙、 地标建筑、 园林绿地、 ＬＥＤ 大屏

幕、 楼宇电视、 社区宣传栏、 公交站廊等场

所ꎬ 设立核心价值观、 中国梦宣传牌 ３０ 多万

块ꎮ 强化典型示范ꎮ 精心组织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候选人推荐、 公众代表投票、 候选人集中

宣传等工作ꎬ 盛春德、 由艳丽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称号ꎬ 贾秀芳等 ８ 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ꎮ 省领导亲切会见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

得者ꎮ 召开全省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座谈会ꎬ 对

开展向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实践活动、 道德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作出安排部署ꎮ 会同省委宣

传部等 ８ 部门组织第五届全省道德模范评选活

动ꎬ 经 １３２ 万网民、 ５０ 名公众代表和成员单位

投票ꎬ 评出省十佳道德模范和 １０２ 名省级道德

模范ꎮ 强化主体践行ꎮ 以 “学礼知礼、 用礼行

礼” 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 “德礼满龙江” 文明礼

仪普及和文明习惯养成活动ꎬ 开展文明礼仪知

识网上答题ꎬ ３８ ６ 万人参加活动ꎬ ８０ 人获奖ꎮ
制定印发工作方案ꎬ 以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

道德力量绽放龙江风采” 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

集家书、 传家书、 议家书、 晒家书活动ꎬ 与省

邮政公司等 １６ 个中省直部门联合举办启动仪

式ꎬ 向各类人群送主题书信 ２０００ 多封ꎬ 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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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机场、 车站持续发送主题书信ꎮ 组

织主题明信片设计大赛和寄递主题家书活动ꎬ
征集优秀家训家书 １ 万余条ꎬ 编印 «龙江优

秀家训家书集»ꎮ 以 “存好心、 当好人、 做好

事、 扬好德、 得好报” 为主题ꎬ 组 织 开 展

“家在龙江践行五好” 活动ꎬ 全省 ２４６ 人荣

登 “龙江好人榜”ꎬ ２５ 人荣登 “中国好人

榜”ꎻ 开设网上 “好人展馆”ꎬ 全景展示好人

故事ꎮ
二、 坚持规划引领ꎬ 文明城市创建提

档升级
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龙头工程ꎬ 大力推进 «黑龙江省创建文明城市

三年行动计划» 的落实ꎬ 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

文明程度不断提升ꎮ 整体谋划ꎬ 梯次深化创

城ꎮ 认真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

雷锋志愿服务大会精神ꎬ 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表彰暨创建文明城市大会ꎬ 表彰先进ꎬ
部署工作ꎮ 以省委省政府两办文件下发 «创建

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ꎬ 明确提出打造都市

文明圈和 “六条文明带” 的总体思路和工作布

局ꎬ 明确提出 “六好” 创建目标和 “四项建

设” 重点任务ꎬ 着力提高文明城市创建规范

化、 科学化水平ꎮ 在牡丹江市、 七台河市召开

全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ꎬ 坚持问题导

向ꎬ 进一步落实创城工作路线图、 责任书、 时

间表ꎮ 与省住建厅联合开展 “四季” 环境整治

行动ꎬ 重点加强背街小巷、 城乡接合部、 老旧

小区的环境整治ꎬ 城市环境面貌不断改善ꎮ 哈

尔滨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ꎬ 绥芬河市蝉联全国

文明城市ꎬ 牡丹江市、 伊春市、 黑河市、 绥化

市、 安达市、 尚志市、 海林市、 肇东市、 宝清

县等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ꎮ 方正县等 ２０
个县 (市、 区) 荣获省级文明城市ꎬ 讷河市等

２２ 个市 (县、 区) 荣获省级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ꎬ 文明城市创建梯次推进的格局初步形成ꎮ
重心下移ꎬ 夯实基层基础ꎮ 以单位文明优化行

动为抓手ꎬ 广泛开展文明单位和文明社区创建

活动ꎬ 全省涌现 １５２ 个全国文明单位、 １６３ 个

省级文明社区、 ２８６５ 个省级文明单位 (标兵)ꎬ
夯实了文明城市创建的基础ꎮ 开展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餐桌、 文明上网系列活动ꎬ 和

省外事办、 省旅游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出国人员

行前教育培训工作ꎬ 组织各级新闻媒体和社会

媒介在重要节日期间、 旅游高峰期ꎬ 大力宣传

报道文明旅游相关内容ꎮ 推动诚信制度化建

设ꎬ 协同省诚信办完善征信体系平台ꎬ 营造了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ꎮ 完善机制ꎬ
创建常态发展ꎮ 以新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 为导向ꎬ 采取网上材料审核、 第三方调查

机构实地考核、 征求中省直有关部门意见等形

式ꎬ 对全省县级全国提名城市进行测评ꎬ 对省

内全国文明城市进行督查、 推动创城工作常态

化发展ꎮ 坚持正向激励ꎬ 协调省财政厅落实文

明城市奖励资金 ２３００ 万元ꎬ 奖励全国文明城市

哈尔滨市 １０００ 万元、 绥芬河市 ５００ 万元ꎬ 奖励

每个省级文明城市 ４０ 万元ꎬ 激发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创城热情ꎮ
三、 坚持围绕主题ꎬ 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整体提升
紧密结合全省农村实际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主题ꎬ 以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扎实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实ꎮ 以点带

面推进工作提质增效ꎮ 召开全省美丽乡村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推出方正县

实施 “导德齐礼工程” 等一批先进典型经验ꎮ
方正县的做法和成效在全省产生广泛影响ꎬ 全

省会议之后ꎬ １７０ 多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赴方正

学习考察ꎬ 发挥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ꎮ
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区域发展规划ꎬ 加快创建活

动与农业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统筹

推进ꎬ ４２８０ 个行政村完成规划编制ꎬ 规划编制

率达 ４７ ５％ꎬ 在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

流会上介绍了 “坚持三高标准ꎬ 建设美丽乡

村” 的经验ꎮ 着力培育文明乡风民风ꎮ 以乡村

文明提升行动为抓手ꎬ 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

活动ꎬ 全省涌现 ６８ 个全国文明村镇、 ８５ 个省

级文明乡镇 (标兵)、 １６８ 个省级文明村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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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ꎮ 组织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创建 “五好

家庭”、 寻找 “最美家庭” 等创建活动ꎬ 形成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良好风尚ꎮ
省级以上文明村举办道德讲堂 ５００ 余场次ꎬ 开

展农民培训活动一万余次ꎬ 促进了农民群众文

明素质的提升ꎮ 综合整治人居环境ꎬ 实施农村

环境集中整治行动ꎬ 重点整治杂草乱放、 粪土

乱堆、 垃圾乱倒、 污水乱泼、 畜禽乱跑等 “五
乱” 现象ꎮ 全省有 ６４２４ 个行政村建立了保洁

队伍ꎬ 占行政村总数的 ７１ ３％ꎬ 人员近 １ ５
万人ꎮ

四、 坚持制度化重点ꎬ 志愿服务活动

蓬勃开展
坚持把志愿服务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德政工程ꎬ 以制度化为重点ꎬ 深入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 组织、 活动、 回馈落地行动ꎬ 志愿者

注册率、 志愿服务组织动员率、 志愿服务活动

参与率明显提升ꎮ 加快志愿服务制度落地ꎮ 省

政府将 “志愿服务平台注册工作” 写入 «关于

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ꎬ 为深化

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政策制度保障ꎮ 省委省政府

«创建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 “团队动

员率和志愿服务参与率达到 ６０％ꎬ 年人均志愿

服务时间达到 １０ 小时”ꎮ 强化志愿服务组织落

地ꎮ 大力加强党员、 青年、 巾帼、 法律等基层

志愿服务团队建设ꎬ 全省志愿服务团队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３ 万个增加到 ７ ８ 万个ꎬ 增长了 １３６％ꎮ
下发 «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培训大纲»ꎬ 志愿服

务培训队伍不断壮大ꎬ 为各地培训宣讲员 ８１７１
人ꎬ 开展培训 ３５１９ 场次ꎬ ３６７ 万志愿者参加培

训ꎮ 推动志愿服务活动落地ꎮ 组织志愿者积极

参加 “应常态、 增信心、 强定力、 促发展” 主

题活动日活动ꎬ 召开现场观摩会ꎬ 组织志愿者

开展形势任务宣讲、 岗位创业创新ꎬ 为困难群

众办实事和公益性志愿服务活动ꎮ 广泛开展

“十队进社区” 活动ꎬ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十队”
活动平均增长了 ６０ 倍ꎮ 实施爱心 “６＋１” 敬老

工程ꎬ 建立对接帮助团队ꎬ 为空巢老人配发具

有紧急呼叫和平时健康监控功能手机ꎬ 首批 １

万名老人受益ꎮ 深化 “邻里守望暖心龙江”
“十万高校志愿者进社区” 系列活动ꎬ 全省志

愿服务活动平均增长 １２７ 倍ꎬ 活跃志愿者由

２０１４ 年 ９６ ９ 万人增加到 １１４ 万人ꎬ 增长了

１７ ６％ꎮ 促进志愿服务回馈落地ꎮ 建立 “五个

一百” 和 “五个十佳” 评选表彰机制ꎬ 每年一

大批优秀志愿者、 志愿服务站、 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志愿服务贡献单位受到表

彰ꎮ 建立星级志愿者评选表彰机制ꎬ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 星级志愿者已达 ３５ ８ 万人ꎮ 建立志愿者年

度嘉许机制ꎬ 全省 ３６ ２ 万名志愿者分别获得卓

越奖、 金奖、 银奖、 铜奖和爱心奖ꎮ 会同保险

公司完善志愿者意外保险机制ꎮ 会同省旅游

局、 省科协、 哈尔滨市对志愿者免费开放伏尔

加庄园、 太阳岛公园、 省科技馆等场馆ꎮ 会同

北京惠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省联通公司向优

秀志愿者赠送手机卡ꎬ 提供优惠服务套餐ꎮ
五、 坚持多措并举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不断深化
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

明建设的希望工程ꎬ 着眼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可靠接班人ꎬ 着力载体创新ꎬ 促进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成长ꎮ “我的中国梦” 主题实践活

动深入推进ꎮ 从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活动

入手ꎬ 从孝敬友善、 诚信节俭教育切入ꎬ 引导

未成年人确立爱国、 诚信、 孝敬、 勤俭等道德

规范ꎮ 开展 “网上祭英烈” 活动ꎬ 近百万未成

年人参与ꎮ 开展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ꎬ ６ 个

节目在中国文明网展播ꎮ 开展 “向国旗敬礼”
活动ꎬ 全省 ２４０ 万人参与活动ꎮ 开展 “学习和

争做美德少年” 活动ꎬ 在黑龙江文明网推出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专栏ꎬ 集中宣传 ５９ 名

美德少年的感人事迹ꎬ 王楠等 ３ 人被中央文明

办评为全国美德少年ꎮ 大力推进明德守礼 “六
个一”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在全省中小学校开

展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ꎬ 举行启动仪式安

排部署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点滴入手ꎬ 在日常生

活细节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ꎮ 各市地制订年

度推进计划ꎬ 分阶段、 分层次展开活动ꎬ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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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安排ꎬ 全省 ２００ 多万中小

学生参与活动ꎬ 强化了学校、 社会、 家庭 “三
结合” 育人网络ꎮ 夯实乡村学校少年宫阵地建

设ꎮ 争取中央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６７ 个ꎬ
争取省财政厅彩票公益金 ２０００ 万元支持建设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８０ 个ꎬ 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数达

到 ４４７ 个ꎬ 覆盖率达 ４９ ５％ꎬ 提前完成 “十二

五” 规划确定的任务ꎮ 在齐齐哈尔市、 双鸭山

市召开全省第五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培训会

议ꎬ ４５０ 多人参加培训ꎮ 利用春节、 清明、 端

午、 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

节日文化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ꎬ 乡村学校少年

宫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的德育阵地、 文化园地和

实践基地ꎮ

特色活动

建立智慧志愿支持系统
智慧志愿支持系统是基于智慧工程和物联

网原理ꎬ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ꎬ 通过互联网

络平台和系统建立的覆盖黑龙江全省各地各类

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的信息网络工

程ꎮ 该系统具有 ８ 项功能ꎮ 一是注册功能ꎮ 系

统为公民提供自主注册志愿者、 自主选择志愿

服务组织 (团队) 的注册服务ꎬ 志愿者将自动

获得志愿者编号、 志愿者证书ꎮ 系统为所有建

立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ꎬ 提供由上级组织推荐

注册志愿服务团队的服务ꎬ 并自动获得团队证

书ꎬ 完成组织备案工作ꎮ 二是发布功能ꎮ 系统

为所有注册志愿服务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活动发

布阵地ꎮ 志愿服务团队可以自主发布活动信

息ꎬ 招募志愿者ꎮ 志愿者可以通过地区组织、
专项组织的活动导航功能ꎬ 自主选择适宜的地

区、 时间和项目参加志愿服务活动ꎻ 可以通过

“我愿提供服务” 或 “需要得到服务” 等信息

发布服务与被服务的及时有效对接ꎮ 三是记录

功能ꎮ 系统对所有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的志

愿服务活动给予精确记录ꎮ 在全世界所有地区

都可以实时查看、 下载电子版的 «志愿服务时

间确认书» (中英俄文版)、 «志愿服务时间统

计表» 和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 教育部、 团中

央统一规范的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ꎮ 四是考

核功能ꎮ 黑龙江省文明办建立年度志愿服务测

评考核和月度志愿服务指数公布机制ꎬ 对全省

所有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实现全程跟踪和客

观、 稳定、 精细化的质量评估ꎮ 五是激励功

能ꎮ 建立星级志愿者自动评选机制和年度嘉许

机制ꎮ 当志愿者服务时间达到 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小时ꎬ 系统将自动授予一至五星级

志愿者荣誉称号ꎮ 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智慧志愿

支持系统对当年服务时间达到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５０ 小时的志愿者ꎬ 自动授予卓越金

奖、 金奖、 银奖、 铜奖和爱心奖ꎮ 志愿服务团

队也可以实现上述星级奖励ꎬ 系统自动将嘉许

证书发到志愿者和团队的用户中心ꎬ 可以自主

查看和下载、 保存ꎮ 六是保障功能ꎮ 省文明办

在保险公司为全省注册志愿者投保ꎬ 依托系统

提供的信息ꎬ 为符合条件的志愿者提供志愿服

务意外伤害等保险ꎮ 七是共享功能ꎮ 系统为省

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牵头部门、 市地、 区县、
高校、 街道、 社区、 单位提供本系统、 本地、
本单位志愿服务组织建设、 活动等信息ꎬ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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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志愿服务工作一套系统、 一个网络ꎮ 八是

扩展功能ꎮ 系统具有自主开发、 应用、 管理和

保障能力ꎬ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安全防范

措施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黑龙江省社区志愿者记录与民

政部系统对接ꎬ 实现地方资源与国家资源的

共享ꎮ

未成年人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
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ꎬ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

根ꎬ 引导未成年人崇德向善、 明德守礼ꎬ 黑龙

江省文明办联合省教育厅、 团省委、 省妇联在

全省中小学校开展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ꎬ
即召开一次明德守礼主题班 (队) 会、 读一本

好书、 为同学做一件友善的事、 为老师做一件

感恩的事、 为父母做一件表孝心的事、 为社区

(村屯) 做一件有益的事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点

滴入手ꎬ 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养成良好行为习

惯ꎮ 活动具体内容是: 通过组织明德守礼主题

班会ꎬ 引导学生围绕道德内涵、 利益要求等开

展学习讨论ꎬ 逐步做到心理上认知ꎬ 思想上认

同ꎬ 行为上实践ꎮ 通过阅读党史国史、 中华传

统经典以及体现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书籍ꎬ 引导学生养成爱读书、 读好书的习

惯ꎬ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崇德向善的价值

取向ꎮ 通过开展为同学做友善的事活动ꎬ 引导

学生弘扬雷锋精神ꎬ 在帮助他人过程中领悟友

善真谛ꎬ 感悟团队精神ꎬ 增强合作意识ꎮ 通过

为老师做感恩的事ꎬ 教育引导学生懂得感恩师

长不仅是情感表达、 文明行为ꎬ 更是生活态

度、 社会责任ꎮ 通过为父母做一件表孝心的

事ꎬ 引导学生理解父母、 孝敬父母ꎬ 让孝心从

小根植于心灵ꎮ 通过为社区 (乡村) 做一件有

益的事ꎬ 教育学生热爱劳动、 热爱公益ꎬ 培养

社会责任感ꎮ 活动以每个学期为一个周期ꎬ 每

学期第 １ 个月为准备阶段ꎬ 重点做好调查研究、
制定方案、 组织发动等工作ꎮ 学期第 ２ 至第 ４
个月为实施阶段ꎬ 各中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ꎬ
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生理心理和道德认知特

点ꎬ 坚持分众指导、 量力而行的原则ꎬ 做到月

月有主题、 周周有安排ꎬ 全省 ２００ 多万中小学

生参与活动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

未成年人明德守礼 “六个一” 活动启动仪式在

花园小学隆重举行ꎬ 省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并

讲话ꎮ

“道德模范在身边” 系列学习宣传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ꎬ 黑龙江省文明办组

织开展了 “道德模范在身边” 系列学习宣传活

动ꎬ 道德模范事迹走入千家万户ꎬ 形成了在学

习宣传道德模范中提升文明素质的良好氛围ꎮ
５ 月起ꎬ 在 «黑龙江日报» «黑龙江晨报» 和

东北网等省直重点媒体开设 «黑土之星德耀

中华» 宣传专栏ꎬ 刊登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感

人事迹 １０ 期ꎮ ９ 月份ꎬ 精心筹建网上 “好人展

馆”ꎬ 在黑龙江文明网制作 “道德模范大看台”
专页ꎬ 展示了近年来的黑龙江省的全国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者、 省十佳道德模范和省级道

德模范、 “中国好人” “龙江好人” 的精神风

采ꎮ １０ 月ꎬ 编辑出版 «图说道德模范» 口袋

书ꎬ 用漫画的形式将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

奖获得者、 省十佳道德模范 ８５ 位的感人事迹收

录其中ꎬ 出版 ２ 万册ꎬ 发至全省中小学校ꎮ １１
月ꎬ 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共同制作了 ３０ 部省级

道德模范广播剧ꎬ 在高校频道播出ꎬ 引起广泛

社会反响ꎮ １２ 月ꎬ 组织全省 ２４ 支道德模范工

作室、 活动小组、 志愿服务队、 爱心团队等对

贫困村和贫困户展开技术、 法律知识等方面的

帮扶ꎬ 培育行善举、 做奉献的道德风尚ꎮ １２ 月

底ꎬ 对全省道德模范生活情况进行专项调查ꎬ
并登 记 造 册ꎬ 组 织 开 展 了 “ 礼 敬 有 德 之

人” ———关爱道德模范活动ꎬ 联合哈尔滨市博

能汽车有限公司投入近 ２０ 万元ꎬ 慰问 １０９ 名生

活困难道德模范ꎮ

“德礼满龙江” 文明知识普及和

文明习惯养成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黑龙江省广泛开展 “德礼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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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文明礼仪普及和文明习惯养成活动ꎮ
广泛开展文明礼仪知识讲座、 知识竞赛、

公益广告宣传、 全民阅读等活动ꎬ 大力普及社

会生活礼仪、 职业服务礼仪、 涉外交往礼仪、
现场观赛礼仪等礼仪知识ꎬ 提高文明礼仪知识

的知晓率ꎮ ９ 月ꎬ 组织 “德礼满龙江” 文明礼

仪知识网上答题活动ꎬ 全省有 ３８ ６ 万人次参

加ꎬ 共评选出一等奖 １０ 名、 二等奖 ２０ 名、 三

等奖 ５０ 名ꎮ
号召沿街单位落实 “门前三包” 责任制ꎬ

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力度ꎬ 提高窗口服务水平ꎮ
在文明单位中开展 “三争当” 活动ꎬ 即倡导

员工在单位争做文明职工ꎬ 在社会争做文明

公民ꎬ 在家庭争做文明成员ꎮ 通过集中整治

等措施ꎬ 引导公民在公共场所杜绝随地吐痰、
乱扔烟头、 乱停乱放、 乱贴乱画及高空抛物、
车窗外抛物、 宠物扰邻、 大声喧哗、 购物购

票乘车不排队等不文明行为ꎮ 开展文明交通

活动ꎬ 组织交通法规 “六进” 宣传、 “龙江好

交警、 好司机” 评选、 “指尖上的文明交通”
新媒体互动、 “文明交通我参与” 志愿服务等

活动ꎬ 增强广大市民 “关爱生命、 文明出行”
意识ꎬ 养成遵章守纪的文明交通行为ꎮ 开展

文明旅游活动ꎬ 在游客中倡导 “三自觉”ꎬ 即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ꎬ 维护环境卫生、 遵守公

共秩序、 保护文物古迹ꎻ 自觉尊重当地风俗

习俗、 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ꎬ 做到文明交往、
文明参观、 文明活动ꎻ 自觉遵循法律法规ꎬ
不参加黄赌毒活动ꎬ 不携带危险物品ꎬ 不损

害他人权益ꎮ
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制定、 完善 «市民公

约» «村规民约» «学生守则» 和行业规章等ꎻ
组织志愿者在公共场所进行文明行为引导和不

文明行为劝阻ꎻ 通过行车记录仪、 手机拍摄、
小区摄像监控等手段ꎬ 曝光不文明行为ꎻ 发挥

市民巡访团、 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 妇女

禁赌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ꎬ 评议不文明现

象ꎬ 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氛围ꎻ 依托黑龙江省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ꎬ 逐步建立针对个人的信用

评价体系ꎮ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主题实践活动

黑龙江省开展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

力量” 活动ꎬ 大力倡导孝老爱亲、 励志修养、
勤俭节约、 和谐互助等家庭美德ꎮ 一是征集宣

传优秀家训、 家书、 家风故事ꎮ 在全省城乡家

庭广泛征集经典家训家规、 成功家教心得、 优

秀家风故事ꎬ 整理提炼家训、 家书和家风故事

１ 万余条ꎬ 编印 «龙江优秀家训家书集»ꎮ 二是

在 «黑龙江日报» 开专栏、 在东北网设立专

题ꎬ 组织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通过微博、 微

信、 短信传递ꎬ 扩大好家风家训的影响力ꎮ 各

地围绕 “家训、 家规、 家风” 主题组织开展道

德讲堂ꎬ 近 ３０ 万人受教ꎮ 三是以 “城市之光”
和 “金色田野” 等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ꎬ 在广

场、 社区、 军营、 企业、 校园和农村文化大

院ꎬ 开展体现家庭美德的群众性文艺演出、 歌

会、 诗会、 创作笔会、 故事会及美术、 书法、
摄影、 民间工艺展览等系列文化活动ꎮ 四是把

家庭美德融入 “我们的节日” 活动ꎮ 以中华传

统节日为契机ꎬ 潜移默化地加强伦理教育ꎬ 提

倡孝老爱亲ꎻ 加强友好互助教育ꎬ 提倡和合圆

融ꎮ 五是以 “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
绽放龙江风采” 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集家书、 传

家书、 议家书、 晒家书活动ꎬ 与省邮政公司等

１６ 个中省直部门联合举办启动仪式ꎬ 分别向道

德模范投递致敬书信、 向机关干部投递文明书

信等主题书信 ２０００ 余封ꎮ

(黑龙江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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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上海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

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中

央和市委中心任务ꎬ 深化落实 «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坚持为民靠

民的根本宗旨ꎬ 创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推

动了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进一步

提高ꎮ
一、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上海市积极配合道德模范选树工作ꎬ 发动

广大市民ꎬ 在熟悉的人群中推举好人ꎬ 在日常

生活中发现好事ꎬ 在全市形成学习、 关爱、 崇

尚、 争当道德模范的良好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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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的精神ꎬ 上海市经过

全面分析、 综合讨论ꎬ 推荐张兴儒等 １０ 人为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ꎬ 其中朱国萍、 胡双钱获选

全国道德模范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市主要领

导会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以及提名奖获得

者ꎮ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

的要求ꎬ ５ 月ꎬ 上海市委召开深入开展 “注重

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建设工作座谈

会ꎬ 下发了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组织部、 市文

明办、 市妇联、 市教委、 市文广影视局、 市新

闻出版局 ７ 家单位联合制定的 «关于本市深入

开展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建设

工作的意见»ꎬ 对上海 “三个注重” 建设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ꎮ 结合 “我们的节日” 等主题

活动ꎬ 上海各单位各部门精心组织了 “公民道

德讲坛” 家风专题讲座、 «海上传家风» 文化

读本、 “百姓家史” 征文、 市民文化节 “家和

万事兴” 市民故事大赛等系列活动ꎬ 以家风促

民风ꎬ 以民风促社风ꎮ 强化公益广告传播作

用ꎬ 举办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和首

届公益广告论坛ꎬ 开展 “过中国年圆中国

梦” “３ ５ 学雷锋” “百万家庭低碳行” “５ １５
国际家庭日” “５ １９ 文明出游” 等一系列全市

性公益广告发布ꎬ 全年全市报纸期刊类累计刊

发公益广告通稿作品 ９００ 多版ꎬ 电视播放超 ６
万分钟ꎬ 广播播放超 １４ ５ 万分钟ꎬ 视频端播出

总时长近 ２１ 万分钟ꎮ ２０ 家市级网站集中展示

公益广告ꎬ 累计访问人次超过 ５２００ 万ꎮ 贯彻中

央文明办要求ꎬ 推动网络精神文明建设ꎬ 召开

上海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ꎬ ２０１５ 年上海

文明网累计访问量近 ２４ 亿人次ꎬ 月访问量突破

５０００ 万人次ꎮ 全市 １７ 个区县实现文明网全覆

盖ꎬ 浦东、 静安、 长宁、 奉贤、 徐汇文明网成

为中国文明网联盟网站成员ꎮ 微视、 微博、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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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各类 “微平台” 粉丝量比 ２０１４ 年递增

２００％ꎮ 在 “微平台” 推出 “不文明行为投

票”、 公益广告展播台、 行车不抛物 “手游”
等活动ꎬ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发展到 １ 万多人ꎮ

二、 蓬勃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进一步加强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巩固提升的力度、 广度和深度ꎬ 以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为抓手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ꎮ 深

化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评选活动ꎬ 结合学

习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测评体系ꎬ 做好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测评、 复评等迎检准备工作ꎬ 制定

２０１５ 年城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方案ꎬ 组织 １７
个区县上海城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和整改ꎬ 命

名闵行区、 金山区、 杨浦区、 普陀区为新一轮

上海市文明城区ꎮ 评选表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上

海市级文明小区 ２２３４ 个、 市级文明村 ４４６ 个ꎮ
开展上海市第八届文明行业考评工作ꎬ 自来水

等 ２０ 个行业获得市级文明行业称号ꎬ 河道水闸

等 ４ 个行业获规范服务达标先进行业称号ꎮ 开

展第十七届上海市级文明单位评选ꎬ 全市 ３６７０
家单位被评为市文明单位ꎮ 开展 “除陋习、 有

素养、 行文明” 宣传教育实践整治活动ꎬ 将

“高空抛物” “车窗乱扔垃圾” “宠物扰邻” 三

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文明行为ꎬ 作为整治工

作重心ꎬ 先后召开 “行车不抛物ꎬ 文明伴路

途” “高空不抛物、 邻里共和睦” 和 “宠物不

扰邻ꎬ 生活共安宁” 专项行动推进会ꎬ 宣传教

育和依法管理相结合ꎬ 成效显著ꎮ 推进上海

“文明交通行动” 工作ꎬ 组织 “文明交通社会

大讨论” 活动ꎬ 建立健全文明交通公益广告宣

传机制ꎬ 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ꎬ 形

成交通 “顽症” 治理的舆论氛围ꎮ 贯彻落实全

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ꎬ 以

强化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召开上海市村镇文

明旅游工作现场交流会ꎬ 指导市郊重点古镇、
景区、 农家乐等旅游场所开展创建试点ꎬ 以文

明旅游推进上海文明村镇创建活动ꎮ 开展 “深

化志愿服务、 加强文明旅游” 专项活动ꎬ 在全

市交通门户 (机场、 火车站、 汽车客运站、 客

运码头和高速道口等) 和 ３Ａ 级以上旅游景点

(公园、 绿地、 文体场馆、 主题乐园、 纪念馆

等) 广泛开展文明旅游宣传ꎬ 带动全市公共环

境秩序明显改善ꎬ 游客文明素养明显提升ꎬ 行

业管理水平明显提高ꎮ 开发组织全国首列 “文
明旅游专列”ꎬ 将 “假日列车” 这一上海知名

品牌打造成文明旅游的实践基地ꎮ 深入推进诚

信建设工作ꎬ 中央文明办调研组对上海诚信建

设制度化工作进行专题调研ꎮ
三、 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
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ꎬ 结合 ３ 月 ５ 日学

雷锋日、 １２ 月 ５ 日国际志愿者日等ꎬ 发布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举办

２０１５ 年上海志愿服务论坛和志愿者之夜主题晚

会ꎬ 成立上海市志愿服务培训中心ꎬ 在全市范

围广泛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ꎮ 推进 “邻里守

望” 志愿服务工作ꎬ 得到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调研组的充分肯定ꎮ 根据中央文明办部署ꎬ 组

织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型推选ꎬ 开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上海市杰出志愿者、 优秀志愿

者、 先进集体、 优秀组织者、 优秀服务品牌和

优秀服务基地ꎬ 以及 “群众最喜爱的社区志愿

服务项目” 等评选活动ꎬ 上海市在四个大类中

获得 ２１ 项奖项ꎬ 名列全国第一ꎮ 加强志愿服务

文化建设ꎬ 发布 «上海市中小学生志愿服务文

化宣传手册 (２０１５ 版) »ꎬ 完成上海志愿者视

觉识别系统的统一规范设计ꎮ 编写 «上海志愿

者手册»ꎬ 进一步提升全市基层志愿服务工作

水平ꎮ 加强上海志愿服务 “一网、 一线、 一

证、 一平台” 信息化建设ꎬ 强化与全国 “志愿

云” 信息管理系统积极对接ꎬ 与市民政局合作

开通 “９６２２００ 上海市志愿服务热线”ꎬ 为全市

注册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提供有关政策、 活动

等来电咨询服务ꎮ 下发 «上海市志愿服务工作

制度汇编»ꎬ 鼓励各区县结合实际ꎬ 边调研、
边试行、 边总结ꎬ 推动制度化建设取得实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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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上海全市共有实名注册志愿

者 １８０ 多万、 市志愿者协会直属总队 ９２ 支ꎬ 建

成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２１５ 个、 市级志愿者服务

基地 １０２ 家ꎬ 形成了助老、 助残、 助医、 助学、
交通、 环保、 科普、 文明劝导等 ２０ 类 ５ 万多个

志愿服务项目ꎬ 志愿服务平台登记的经常性的

活动项目超过 ４０００ 个ꎮ
四、 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进一

步落实 «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ꎮ 深化活动阵地

建设ꎬ 完成 ２０１５ 年市政府实事工程 “新增 ６０
所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工作ꎬ 成立上海市学

校少年宫联盟ꎬ 进一步推动本市学校少年宫的

建设管理从硬件规范向软件提升的转变ꎮ 按照

中央文明办、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资金的通知» 和中央文明办 «关于组织实施

２０１５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的通知» 精神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教

委、 市财政局联合下发 «关于申报 ２０１５ 年度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的通知»ꎬ 确定浦东新区的康城学校等 １８ 所学

校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目为 ２０１５ 年度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ꎮ 深化 “我的中国

梦” 主题实践活动ꎬ 清明前后在全市广泛组织

青少年开展祭扫革命先烈活动ꎬ 据统计ꎬ “网
上祭英烈” 活动吸引了近 ３４ 万的中小学生参

加敬献鲜花、 发表感言等ꎬ 参与人数是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８０％ꎮ 网下祭英烈实践活动参与率达到

１００％ꎮ 以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为四

大专题ꎬ 推出 “少年中国梦” 励志讲堂ꎮ 精

心设计暑期教育内容ꎬ 开展 “体验家国情

怀　 传承中华文化”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

“晒家风　 亮校训” 主题教育活动ꎬ 推出上海

市未成年人暑期公益活动项目菜单ꎬ 推进 ２０８
所小学生 “爱心暑托班” 工作ꎮ 根据中央文

明办、 市文明委工作安排ꎬ 总结中央 ８ 号文

件下发 １０ 年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

经验ꎬ 召开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经

验交流会ꎬ 发布 “上海市未成年人工作十佳

品牌项目”ꎮ

特色活动

开展 “除陋习、 有素养、 行文明”
宣传教育实践整治活动

为了聚焦针对性、 找准突破口ꎬ 自下而上

查摆问题ꎬ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上海市文明办在市民

中广泛征集ꎬ 遴选出市民关注度高、 社会反映

强烈的 “十大不文明行为”ꎬ 并将 “高空抛物”
“车窗乱扔垃圾” “宠物扰邻” 三个群众反映最

强烈的不文明行为作为整治重心ꎮ

４ 月 １０ 日ꎬ 上海 «文汇报» 发表了 «文

明ꎬ 带来更丰厚的获得感———沪上文明创建聚

焦整治陋习顽症ꎬ 让百姓感受实惠» 的报道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上海市文明办与市建设交通工作党

委、 市交警总队共同召开 “行车不抛物ꎬ 文明

伴路途” 专项行动推进会ꎬ 在全市推出 １０９ 个

路口 (路段) 专项行动监测点ꎬ 成立市行车文

明志愿者督导总队ꎮ 与此同时ꎬ 全市范围组织

“文明交通社会大讨论” 活动ꎬ 建立健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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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公益广告宣传机制ꎬ 规范交通志愿者服务

工作ꎬ 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ꎬ 开展

全方位、 多角度的综合宣传报道ꎬ 形成交通

“顽症” 治理的舆论氛围ꎮ ７ 月 ２９ 日ꎬ 上海市

文明办、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 新华社上海分社

等部门启动 “关爱生命　 安全出行” 行车安全

大型公益宣传暨 “上海好交警上海好司机”
随手拍作品征集活动ꎬ 提倡市民树立交通法治

意识、 安全意识和公德意识ꎬ 提倡交警严格、
文明、 规范的执法理念ꎮ 同日ꎬ 上海市文明办

与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共同召开 “高空不抛物、 邻里共和睦” 推

进会ꎬ 发布公益广告和上海市社区高空抛物行

为现状调查报告ꎬ 号召市民遵守 «上海市民文

明居住行为规范»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 上海交通广播

围绕三大不文明行为陋习整治ꎬ 开展了 “穿越

上海” 第三季之 “向城市陋习 Ｓａｙ Ｎｏ” 城市公

益定向赛ꎬ 通过活动辐射引导市民关注ꎬ 取得

了广泛的宣传效果和带动效应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公安局、 市公安治安总队联

合召开 “宠物不扰邻ꎬ 生活共安宁” 专项行动

推进会ꎬ 号召广大市民努力养成文明养宠良好

习惯ꎬ 会议还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ꎮ 在全

年的专项教育整治活动中ꎬ 上海文明网运用微

视、 微博、 微信等各类 “微平台”ꎬ 牢牢占领

移动互联网精神文明建设制高点ꎬ 推出 “不文

明行为投票”、 公益广告展播台、 行车不抛物

“手游” 等内容ꎬ 有效拓展了传播渠道和传播

影响力ꎮ

推进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建设工作落细落小落实

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ꎬ 上海市委召开深入开展 “三
个注重” 建设工作座谈会ꎬ 推进全市家庭建设

工作落细落小落实ꎮ 会议下发了由市委宣传

部、 市委组织部、 市精神文明办、 市妇联、 市

教委、 市文广影视局、 市新闻出版局 ７ 家单位

联合制定的 «关于本市深入开展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建设工作的意见»ꎬ 对

上海市 “三个注重” 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ꎮ 结合 «意见» 的下发ꎬ 积极发挥市家庭文

明建设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作用ꎬ 汇聚精神文明

建设的强大合力ꎬ 将家庭文明建设纳入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总体布局ꎬ 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等重点相衔接ꎬ 列入文明城区、 文明社区、
文明街镇等评选标准ꎬ 并写入 «上海精神文明

建设 “十三五” 规划»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以 “公民道德讲坛” 家风专

题讲座为载体ꎬ 汇聚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坛、 上

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图书馆文化讲座、 各区县

特色活动等品牌项目ꎬ 不断扩大海派家风文化

辐射影响ꎬ 全市共开展市级专题讲座 １１ 场ꎬ 各

级家庭教育讲座上千场ꎬ 参与群众近 ２０ 万人ꎮ
上海市文明办策划制作了 «海上传家风» 文化

读本ꎬ 下发至全市文明街镇、 文明单位、 文明

小区等ꎬ 大力倡导家庭精神文明建设理念ꎬ 引

导广大市民家庭重温和礼敬优秀传统文化ꎬ 以

家风影响社风、 促进民风ꎮ ９—１０ 月结合全国

“公民道德日”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妇联、 团市

委等联合在 «新闻晨报» 推出 “海上传家风
青年说” 专栏专题ꎬ 从上海历届杰出青年中选

出了黄豆豆、 陶璐娜、 谷好好等人ꎬ 进行连续

报道ꎬ 引发了读者强烈共鸣ꎮ 上海市民文化节

则以 “家文化” 为主题开展了大量活动ꎬ 其中

家庭故事大赛共收到全市近千篇故事投稿ꎬ 最

终评出 １０４ 篇优秀故事、 １００ 名市民故事讲演

家、 １００ 个海上最美家庭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上海市

文明办、 市妇联、 市文广局等部门联手举办的

“ ‘家和万事兴’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

家庭故事大赛展演暨 ‘海上最美家庭’ 颁奖典

礼” 在金山区文化馆剧场隆重举行ꎬ 中央文明

办、 全国妇联、 上海市委、 市文明办的有关领

导同志出席并为 “海上最美家庭” 代表颁奖ꎮ
上海市各区县结合实际ꎬ 使 “三个注重”

建设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新的品牌亮点ꎮ 比

如奉贤区将 “三个注重” 专题讲座活动纳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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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心组学习ꎬ 并把家庭美德考评作为干部选

拔任用的重要依据ꎬ 使家庭文明要求成为领导

干部培养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崇明县与解放日报

合作开展第 ６９ 届解放文化讲坛ꎬ 邀请知名学者

围绕 “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 主题ꎬ 探讨以优

秀传统文化助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ꎮ 奉贤区、
嘉定区、 金山区、 静安区、 徐汇区等挖掘了徐

行镇 “客堂汇”、 中兴镇轩香读书社、 廊下镇

“宅基头”、 天平街道 “名人坊”、 百姓编修家

史等一批典型经验ꎬ 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ꎬ 获得市民广泛好评ꎮ

积极构建上海志愿服务

“四位一体” 保障体系
上海市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围绕贯彻中

央、 市委关于加强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的一系

列重大部署ꎬ 紧密结合上海志愿服务实践ꎬ 积

极构建完善志愿服务保障体系ꎮ 在领导管理体

系方面ꎬ 上海基本形成了市文明委统一领导ꎬ
市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统筹协调ꎬ 市民政

局、 市教卫党委、 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

以及各区县文明办等共同参与志愿服务保障的

联动格局ꎬ 体现了全面统筹、 条块结合、 分级

保障的基本特点ꎮ
目前ꎬ 上海已初步构建了志愿服务法律保

障、 保险保障、 资金保障、 医疗保障 “四位一

体” 的保障体系ꎬ 同时发挥 “关爱好心人” 基

金资助困难志愿者的作用ꎬ 形成了全社会关心

支持志愿服务事业的良好制度环境ꎮ 一是积极

完善法律保障体系ꎬ 通过 «上海市志愿服务条

例» 为志愿者维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全面开展

«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 监督调研工作ꎬ 为今

后的执法检查和法律修订打下了基础ꎮ 二是积

极完善保险保障体系ꎮ 为在原有保险保障的基

础上增加力度ꎬ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志

愿者协会与中国人寿上海市分公司签订上海志

愿者保险新协议ꎮ 规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起ꎬ
上海实名注册志愿者在投身志愿者活动期间ꎬ
如不幸遭受意外伤害ꎬ 中国人寿上海市分公司

将无偿为志愿者提供最高 ２０ 万元的意外伤害保

障ꎬ 最高 １ 万元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及 ５０
元 /天的意外住院定额补偿三重保障ꎮ 三是积

极完善资金保障体系ꎬ 上海市文明办指导市志

愿者协会和市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 “关爱

好心人” 专项基金ꎬ 现已先后审定 １０ 批 ３５４ 人

次的受助对象ꎬ 共计发放善款 ３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上海市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 市志

愿服务公益基金会共出资 ２２７ 万元ꎬ 重点资助

扶持志愿服务活动项目 １３０ 个ꎮ 四是积极完善

医疗保障体系ꎮ 上海市文明办、 市志愿者协会

联合文明单位的综合性医院ꎬ 为志愿者开展免

费医疗体检ꎮ ２０１５ 年仁济医院等 ９ 家荣获全国

文明单位称号的综合性医院共同决定ꎬ 向上海

市捐赠志愿服务健康体检名额ꎬ 用于为市杰出

志愿者免费体检ꎮ

上海市学校少年宫联盟建设的新尝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上海已建成 ３００ 所市级

学校少年宫ꎬ 基本达到所有乡镇街道全覆盖ꎮ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市学校少年宫的建设管理从

硬件规范向软件提升的转变ꎬ 探索创新学校少

年宫的运行模式和机制ꎬ 在上海市文明办、 市

教委等指导下ꎬ 中福会少年宫和上海市科艺教

育中心联合发起成立了以开展公益活动为主

的、 非法人自治组织———上海市学校少年宫联

盟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举行了上海市学校少

年宫联盟成立仪式ꎬ 并正式启用上海市学校少

年宫联盟微信公众号ꎮ 联盟现有自愿加入的会

员单位 ２０３ 个ꎬ 其中理事单位 １９ 个、 副理事长

单位 ９ 个、 理事长单位 ２ 个ꎮ
联盟的功能定位如下: 一是信息发布ꎮ 不

定期发布联盟成员的活动信息ꎬ 上级政府部门

相关的政策法规等ꎮ 二是教师交流ꎮ 以多种形式

开展学校少年宫教师间的学习和交流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ꎬ 组织开展了 ＡＰＰ 开发技术培

训、 中小学 ３Ｄ 成像系统解决方案体验活动以及

新建学校少年宫管理人员培训班等交流学习活

动ꎮ 三是活动展示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联盟在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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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广场举行了 “艺术成就梦想” ———上海

市学校少年宫优秀文艺作品展演活动ꎬ 演出首

次列入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艺术天

空” 系列演出活动ꎬ 汇集了上海 ２００ 多所学校少

年宫文艺作品之精华ꎬ 整台演出充分反映了上

海市学校少年宫开展艺术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

果ꎮ 精彩的演出不仅吸引了全市 ３００ 多所学校少

年宫的学生、 教师及家长代表前来观摩ꎬ 更赢得

了南京路步行街上众多市民的掌声ꎬ 整场演出

收获了社会的一致好评ꎮ
为解决目前学校少年宫存在的专业师资力

量不足、 活动资源单一的难题ꎬ 上海市学校少

年宫联盟充分发挥旗下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ꎬ
开发推出学校少年宫活动资源包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年底ꎬ 已推出 «电脑与生活» «书法与墨画»
«篆刻与核心价值观» «美术与设计» 和 «拓
展与游戏» 等 ５ 本ꎮ 活动资源包采用教师培训

和公益派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配送ꎬ 使基层教

师能活学活用ꎬ 使优秀的活动项目得到推广ꎬ
使更多的未成年人受益ꎮ 通过近一年的运行ꎬ
联盟机制对学校少年宫的内涵建设起到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ꎬ 也得到了联盟成员和各级行政部

门的认可ꎮ 同时也在一两个区进行建设区级分

联盟的探索ꎬ 拟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推广ꎬ 从而

形成市级和区级两级联盟机制ꎬ 在运行机制上

更加顺畅ꎬ 促进学校少年宫的内涵建设ꎬ 丰富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ꎮ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５ 上海市公益广告

征集大赛”
“２０１５ 上海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 是在上

海市公益广告宣传协调小组指导下ꎬ 由上海

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市教卫工作党委、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公

司、 浦东新区文明办、 黄浦区文明办、 松江

区文明办联合主办的上海市级公益广告大赛ꎬ
是 “十二五” 期间上海地区规格最高、 规模

最大、 影响力最广、 专业性最强的公益广告

大赛ꎮ
作为上海公益广告宣传 “先行先试” 的重

要举措ꎬ “２０１５ 上海市公益广告征集大赛” 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以传

播中国梦和上海城市精神为核心ꎬ 以 “汇聚创

意　 全民参与” 为目标ꎬ 充分发挥公益广告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中国力

量、 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大赛面

向全社会征集八大方面选题ꎬ 首次下设平面、
视频 (音频)、 动漫三大专业赛事 (组)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正式启动ꎬ 为期半年ꎬ 重点发动全

国各地高等院校、 广告公司、 媒体机构和上海

各区县委办等相关单位参与ꎬ 期间共收到作品

３０００ 多件ꎬ 其中平面类 ２６０２ 幅 (组)ꎬ 视频

(音频) 作品 ２２０ 余件ꎬ 剧本作品 ２５０ 多份ꎬ
动漫作品 ２４５ 件ꎮ 参赛作品来自包括上海在内

的全国 １０ 个省和 ４ 个直辖市中的 １０７ 所高校和

６０ 余家公司单位ꎮ 参赛人数及作品数量均刷新

了 “十二五”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的纪录ꎮ
大赛期间ꎬ 作为大赛系列活动的重头戏ꎬ

首届上海市公益广告论坛于 ９ 月在松江大学城

举行ꎬ 围绕 “寻找ꎬ 公益广告与上海国际文化

大都市建设的连接点” 主题ꎬ 来自海内外的知

名专家和学者打破条块、 跨越国界、 深入对

话ꎬ 共商上海公益广告未来发展大计ꎬ 共谋上

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良策ꎮ 同时ꎬ 两季四期

的公益广告训练营吸引了近千名公益广告粉

丝、 动漫爱好者和广告创意人ꎬ 在创意导师指

导下ꎬ 激发了他们打破创意与实践之间的樊

篱ꎬ 追求公益广告创作的梦想ꎮ

(上海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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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苏省文明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

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建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

新江苏ꎬ 抓谋划、 抓创新、 抓深化ꎬ 扎实推进

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各方面

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ꎮ
一、 道德风尚高地建设展开布局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省委、 省政府 深 入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ꎬ 专门召

开工作会议并出台 «关于推动文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的意见»ꎬ 鲜明提出构筑思想文化建设高

地、 道德风尚建设高地的战略目标ꎮ 省文明委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ꎬ 研究制定 «构筑道德风尚

建设高地行动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ꎬ 提出

了今后 ５ 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重

点任务和关键举措ꎮ «方案» 明确提出ꎬ 要通

过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培育行动、 社会诚信建设

行动、 志愿服务普及行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提升行动、 文明创建提升行动、 网络文明

建设行动和政策法规保障行动等七大行动ꎬ 使

核心价值引领更加有效、 公民道德实践更加自

觉、 社会文明风尚更加浓厚、 道德建设制度更

加健全ꎬ 把江苏建设成为有温度的人文之地、
有显示度的文明之地、 有感受度的精神家园ꎮ

二、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广泛深入
加大宣传阐释ꎮ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传播核

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ꎬ 积极利用 «江苏道德

模范故事会» 广播节目、 «德行天下» 电视专

栏、 «梦江苏逢善必扬» 手机客户端和江苏

文明网等各类联办、 自办载体平台ꎬ 大力宣

传、 持续叫响 “三个倡导” ２４ 个字ꎮ 征集、 创

作、 刊播一批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ꎬ 省主要媒

体共刊发公益广告 ５６８ 个整版ꎬ 播发公益广告

近 ９ 万分钟ꎮ 全省各地积极创新道德建设载体ꎬ
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ꎬ 苏州建成公民道德

馆ꎬ 镇江打造乡风明德文化墙ꎬ 连云港开展

“百家训润港城” 活动等ꎮ 注重榜样引领ꎮ
精心组织评选第五届全国和江苏省道德模范ꎬ
有 １０ 人新当选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６４ 人

(组) 当选江苏省道德模范及提名奖ꎮ 举办

“美德之光” 江苏省道德模范颁奖仪式ꎬ 组织

媒体浓墨重彩地宣传展示道德模范先进事迹ꎬ
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和示范效应ꎮ 持续开

展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承办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１ 场ꎬ 举办

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９ 场ꎬ
推荐 １０４ 人 (组) 入选 “中国好人榜”ꎬ 推选

发布 ２５７ 人 (组) “江苏好人”ꎮ 江苏省美德基

金会积极发挥在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升、 推进

道德风尚高地建设中的作用ꎬ 春节期间对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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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先进典型、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进行

集中走访慰问ꎬ 全年资助全省道德建设重点项

目 ２０ 余个ꎬ 累计资助金额 ４５０ 余万元ꎮ 加强教

育熏陶ꎮ 利用道德讲堂、 市民课堂等阵地ꎬ 积

极开展 “我们的节日”、 经典诵读等活动ꎬ 宣

传阐发优秀传统美德ꎬ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ꎮ 结

合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等主题教育活动ꎬ 引导人们从

革命先辈、 重大历史事件中汲取精神营养ꎬ 在

文化熏陶中感悟认知主流价值ꎮ
三、 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工作持续

深化
诚信建设制度化有力推进ꎮ 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 公益广告等平台载体ꎬ 加大诚信主题宣

传ꎬ 组织江苏省信用知识竞赛ꎬ 进一步弘扬

“诚” 的文化ꎬ 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在政务领域、 商务领域、 社会领域、 司法领域

广泛开展各类诚信主题实践活动ꎬ 南京市组织

开展 “信任桥” 主题活动ꎬ 推出 «市民诚信公

约»ꎬ 南通市、 宿迁市推进诚信示范街区建设ꎮ
推动完善省级 “一网三库一平台” 建设ꎬ 全面

提高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水平ꎮ 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ꎬ 推动重点领域完善

“红黑榜” 发布制度ꎮ 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ꎮ 广泛开展 “文明江苏” 志愿服务行

动ꎬ 在全省公共场所和城乡社区部署开展公共

文明引导、 生态文明共建、 关爱帮扶困难人群

等 １１ 项志愿服务专项行动ꎮ “志愿江苏” 平台

ＰＣ 端、 移动 ＡＰＰ、 微信服务号三终端正式上

线运行ꎬ 建成一张网覆盖、 多终端互动、 全流

程在线的志愿服务信息平台ꎬ 初步实现了志愿

服务时时可为、 处处可为ꎮ 苏州、 无锡借助重

大赛事和活动打造志愿服务亮丽名片ꎬ 连云港

开展 “万人微心愿” 志愿服务ꎬ 常州推出 “你
扶我帮爱心无忧” 公益保障计划等ꎬ 形成了

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新亮点ꎮ 由中央宣传部、 中

央组织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９ 部门联合组织的开

展宣传推选全国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进典

型活动中ꎬ 江苏省入选典型 １９ 个ꎮ

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发展
持续深化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ꎮ 注重从

学礼仪到践礼仪提升、 从校园为主向社会和家

庭延伸、 从 “八礼” 教育到 “四仪” 教育拓

展ꎬ 推动 “八礼四仪” 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

教育不断往深里做、 往实里做、 往常态做ꎮ 在

全国率先把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纳入少先队

活动课实施内容ꎬ 组织开展 “四仪” 创新案例

征集、 评选、 展示活动ꎬ 编印 «江苏省中小学

文明交通教育读本» 免费发放至 １５０ 万名中小

学生ꎮ 积极引导各地创新实践ꎮ 如扬州的文明

礼仪养成教育传习所ꎬ 无锡的东林书院 “明礼

堂”ꎬ 徐州的文明礼仪养成教育 “四个一” 工

程等ꎬ 成为教育实践的新载体ꎮ 注重发挥诗教

乐教作用ꎮ 编创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 动画

片 «加油吧! 三二班» 续集等一批深受孩子们

喜爱的少儿文艺精品ꎬ 成功举办首届 “童心里

的诗篇” 少儿诗会、 “童声里的中国成长的

歌谣” 创作大赛ꎬ 打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新品牌ꎮ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围绕

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ꎬ 组织开展 “千万青少

年凭吊革命先烈” “抗战影片进校园” 等系列

活动ꎮ “缤纷的冬日” “七彩的夏日” “我们的

节日” 等活动精彩纷呈ꎬ 深受广大未成年人喜

爱ꎮ 精心组织美德少年选树ꎮ 组织开展第三届

江苏省 “百名美德少年” “十大美德少年标兵”
推选活动ꎬ 广泛开展新颖生动、 形式多样的学

习教育活动ꎬ 大力宣传弘扬美德少年的感人事

迹和可贵品质ꎬ 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ꎮ 切实加

强校外活动阵地建设ꎮ 建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８７ 所ꎬ 省级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４６ 所ꎬ 省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ꎬ 受到广大农村学

校及孩子们的普遍欢迎ꎮ
五、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成效显著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ꎮ 坚持创建育民惠

民ꎬ 引导各地持续开展文明交通、 环境卫生、
公共秩序等专项整治ꎬ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民生问题ꎬ 让广大群众在参与创建中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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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育、 自我提升ꎬ 有更多获得感ꎮ 镇江、 无

锡、 泰州当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ꎬ 全省有 ９
个城市成为全国文明城市ꎬ 另有 ４ 个地级城市

和 １２ 个县级城市成为提名城市ꎮ 在 ２０１５ 年年

底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全国地级以上提名城市

(区) 年度测评中ꎬ 宿迁、 淮安、 盐城、 徐州

取得较好成绩ꎮ 省文明委组织对全省所有县以

上城市开展文明城市年度测评ꎬ 并以文明城市

省级年度测评成绩为基础数据ꎬ 发布 ２０１５ 年度

全省和各市、 县 (市) 社会文明程度测评指

数ꎮ ５１ 个城市被省文明委表彰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江苏省文明城市ꎮ 着眼于促进常态长效和

市民文明素质持续提升ꎬ 扬州、 南通、 常州等

地建立了定期考评机制ꎬ 宿迁推出了 «宿迁文

明 ２０ 条»ꎬ 泰州出台了文明市民 “十要十不

要”ꎮ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主题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

会ꎬ 明确提出了聚焦 “美在乡风民风、 美在文

化生活、 美在人居环境”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ꎮ 探索出台 « “江苏最美

乡村” 测评体系»ꎬ 评选出 ４０ 个 “江苏省最美

乡村” 创建典型ꎮ 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ꎮ 以

“立足岗位践行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ꎬ 推动文

明单位开展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ꎬ 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ꎬ 树立行业新风ꎬ 履行社会责任ꎬ 在提

供优质高效服务中彰显文明ꎮ 继续推进部分省

级文明单位与省定 ３４０ 个经济薄弱村结对共建

活动ꎮ 提升公民文明旅游素质ꎮ 坚持国内游和

出境游一起抓ꎬ 加大教育引导力度ꎬ 把好签约

组团、 办证通关、 行前教育、 行程监督等各环

节ꎮ 协调旅游部门对领队、 导游进行专题培训

并纳入考核ꎮ 利用报纸、 电视以及 “两微一

端” 等媒介ꎬ 多形式宣传引导文明旅游ꎬ 同时

对旅游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ꎮ 广泛开展文明旅

游志愿服务活动ꎮ 对全省文明旅游工作进行监

督暗访并定期通报、 督促整改ꎮ

特色活动

探索 “互联网＋” 助推志愿服务制度化
根据江苏省文明委部署ꎬ 省文明办组织开

发建设的全省统一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志愿江苏” 平台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正式上

线运行ꎮ 平台建有 ＰＣ、 移动 ＡＰＰ、 微信服务

号三位一体终端ꎬ 使随时、 随地志愿服务成为

可能ꎻ 纵向建有省、 市、 县 (市、 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五级架构ꎬ 横向覆盖 ２１
类服务领域ꎬ 实现全省志愿服务信息互联互

通ꎬ 为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提供坚实保障ꎮ 一

是注册识别化ꎮ 志愿者以身份证号在线注册ꎬ

生成个人唯一的志愿服务电子证ꎬ 有效解决志

愿者交叉重复注册以及服务时间统计难等问

题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有各类登记志愿者 ４７２
万、 志愿服务组织 ２０７６ 个ꎬ 服务时长 ５００００ 小

时ꎮ 二是项目匹配化ꎮ 根据志愿者的兴趣特

长、 服务意愿等信息ꎬ 平台主动为志愿者筛选

推荐适合的服务项目ꎬ 个人也可以在平台自主

查找并选择报名参与ꎬ 实现志愿服务供需有效

对接ꎮ 三是记录电子化ꎮ 对志愿者开展志愿服

务的时间、 地点、 内容、 表现等信息ꎬ 由项目

负责人或社区管理员录入系统ꎬ 形成个人服务

电子档案ꎬ 志愿者可以随时登录查询并打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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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证明ꎮ 四是评价自动化ꎮ 根据个人服务累计

时长ꎬ 自动进行星级认定ꎬ 依次评为一至五星

级志愿者ꎮ 各地还依据星级对志愿者推出了相

应的激励政策ꎬ 进一步激发了志愿服务热情ꎬ
促进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ꎮ

“志愿江苏” 平台的建设ꎬ 让 “云” “网”
“端” 等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与志愿服务事业

进行深度融合ꎬ 解决志愿者实名注册、 服务记

录转移接续、 志愿服务供需对接、 志愿服务组

织在线管理等实际问题ꎬ 实现全省各地志愿服

务的信息互通互联、 共享交换ꎬ 盘活潜在志愿

资源ꎬ 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ꎬ 提升队伍活跃度

和专业化程度ꎬ 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

化、 社会化ꎬ 为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 建设

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贡献力量ꎮ

强化诗教乐教

推进优秀少儿文化精品创作生产
为进一步发挥文化对未成年人心智启迪、

心灵塑造的重要作用ꎬ 更好地以文化人、 以文

育人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苏省大力推进少儿文化精品

创作工程ꎬ 组织开展重点文化活动ꎬ 不断丰富

青少年的精神食粮ꎬ 让广大少年儿童在优秀文

化的滋养中陶冶情操、 涵育文明ꎮ
着眼增强原创能力、 加强少儿文化产品创

作生产规划ꎮ 适应未成年人成长规律和身心特

点ꎬ 着力打造富有时代气息ꎬ 体现童真童趣ꎬ
蕴含向上精神ꎬ 弘扬良好思想道德的少儿原创

文艺作品ꎮ 结合年度工作重点ꎬ 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八礼四仪” 养成教育、
美德少年学习宣传、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等主题

加强创意策划ꎮ 集中优秀人才和优势资源ꎬ 依

托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省广电总台、 常州动漫

基地ꎬ 以及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ꎬ 提升作品的

层次和水平ꎮ 加大扶持力度ꎬ 用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专项资金ꎬ 扩大少儿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扶持比重和规模ꎮ
从最能引起共识的 “爱、 敬、 诚、 善” 入

手ꎬ 深入孩子的实际生活和心灵世界ꎬ 组织创

作有筋骨、 有温度的文艺作品ꎮ 编创 « “八礼

四仪” 养成教育通俗绘本» (共 ３５ 本)ꎬ 讲述

了 ６７ 个贴近生活、 生动有趣的故事ꎬ 受到中小

学生的推崇和喜爱ꎮ 以美德少年故事为原型ꎬ
编撰 «美德少年文学故事丛书»ꎬ 并开展送书

进校园活动ꎮ 动漫片 «加油吧! 三二班» (共
３０ 集)ꎬ 把礼仪规范巧妙融入清新幽默的校园

故事、 融入社会和家庭生活ꎬ 实现了高收视率

与好口碑ꎬ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 ２０１４
年优秀国产动画片ꎮ 系列动漫片 «我们的节

日»ꎬ 用传统文化涵育当代价值ꎻ 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 用艺术的形式传递美德力量ꎬ 广受

各方好评ꎮ
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青少年接受教育

的新特点ꎬ 适应 “微时代” 传播规律ꎬ 创新渠

道载体和方式方法ꎬ 增强文化产品的传播力ꎬ
提升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针对 “八礼四

仪” 养成教育通俗绘本ꎬ 配套推出 “听故事、
学礼仪” 电视专栏、 “礼 ｅ 悦读” ＡＰＰ 等ꎻ 汇

编出版 “童心里的诗篇” “童声里的中国成

长的歌谣” 优秀作品集ꎬ 制作歌曲 ＣＤꎬ 赠送

给全国 ３１ 个省 (区、 市) 图书馆及全省中小

学校ꎬ 并利用电台、 电视台、 网络以及 “两微

一端” 等进行传播ꎮ 同时ꎬ 择优推荐优秀作品

参加全国童谣评选ꎬ 将优秀歌曲纳入 “童心向

党” 歌咏活动ꎮ 音乐儿童剧 «田梦儿» 巡演

２４０ 余场ꎬ 并广泛开展观后感征文活动ꎮ
推进优秀童谣、 少儿歌曲创作推广计划ꎬ

立足江苏、 面向全国ꎬ 组织开展了首届 “童心

里的诗篇” 少儿诗会、 “童声里的中国成长

的歌谣” 创作大赛ꎬ 推出一批脍炙人口、 易于

传唱ꎬ 并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诗歌、 童谣、 歌

曲ꎬ 并通过组织巡演、 学唱传唱、 展播展示等

形式ꎬ 让孩子们把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写

下来、 说出来、 唱起来ꎬ 充分发挥了诗教乐教

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ꎮ 一些

专家学者对江苏省举办的系列活动高度评价ꎬ
对于作品的整体水平给予充分肯定ꎬ 认为江苏

“以文育人ꎬ 以文化人ꎬ 寓教于文ꎬ 寓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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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艺”ꎬ 把少儿文艺事业发展落到实处ꎬ 做得有

声有色ꎮ

南京市创设 “南京好人 ３６５”
打造弘扬核心价值观新平台

南京市以 “学习身边榜样、 践行核心价

值” 为主旨ꎬ 创设 “南京好人 ３６５” 工作平台ꎬ
每天推出一位 “南京好人”ꎬ 讲述好人故事ꎬ
传递好人精神ꎮ

近年来ꎬ 南京市推出一大批 “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 “江苏最美人物” “感动南京人

物” 和 “好市民” 等先进典型ꎬ “南京好人

３６５” 跟踪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ꎬ 传播他们的

好思想好品德ꎮ 同时ꎬ 发动社会各方力量ꎬ 不

断挖掘和发现新的南京好人ꎮ 引导广大民众和

网民通过南京文明网邮箱、 市文明办热线电

话、 “南京文明网” 新浪微博、 “文明南京” 微

信公众号、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专题网站的 “好人

们在说” 等多种途径ꎬ 留言推荐身边的凡人善

举、 好人好事线索ꎬ 使好人持续不断涌现ꎬ 壮

大好人队伍ꎬ 放大好人效应ꎮ
通过各种媒体ꎬ 采取多种形式ꎬ 全方位、

多角度地向市民介绍身边榜样ꎮ 南京报业传媒

集团整合旗下南京日报、 金陵晚报、 东方卫

报、 龙虎网、 南报网等多个平台ꎬ 同步推出

“南京好人 ３６５” 专栏ꎬ 各媒体每天讲述一位南

京好人的动人故事ꎻ 南京日报、 金陵晚报每天

在要文版设置专栏进行刊发ꎻ 南京电视台新闻

综合频道在 «南京要闻» 节目播出好人事迹ꎻ
南京电台分别在新闻、 交通、 经济等多个频率

不同时段播出南京好人专访节目ꎻ 龙虎网、 南

京文明网将所有媒体报道集纳成专题定期进行

发布ꎻ 南京发布、 南京文明网微信平台跟进互

动宣传ꎬ 让民众全年 ３６５ 天都有榜样可学ꎬ 每

天学榜样受教育ꎬ 学好人、 悟文明ꎮ
创新 “南京好人 ３６５” 机制ꎬ 积极收集好

人信息ꎬ 推动好人宣传大众化、 具体化、 生活

化ꎻ 持续完善好人信息ꎬ 建立南京好人库ꎬ 并

与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对接ꎬ 将好人信息纳

入信用平台ꎬ 使好人共享激励政策等实惠ꎻ 着

力构建好人关心关爱帮扶机制ꎬ 发动全社会热

心帮助有生活困难的好人ꎬ 在全社会树立好人

不吃亏、 好人得好报的鲜明导向ꎬ 让好人文化

引领城市文明ꎮ

宿迁市大力推行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抓实文明小细节

２０１５ 年ꎬ 宿迁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中ꎬ 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ꎬ 精心设计工

作载体ꎬ 创新推行 «宿迁文明 ２０ 条»ꎬ 将文

明细节融入日常生活ꎬ 用文明细节推动价值

引领ꎬ 塑 造 具 有 鲜 明 宿 迁 特 质 的 “ 文 明

习惯”ꎮ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制定出台历时 ４ 个多

月ꎬ 通过全媒体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ꎬ
群众踊跃参与ꎬ 最终版本条条源自民间大众ꎬ
代表群众真实心声ꎮ 在起草过程中ꎬ 坚持从

生活细节入手ꎬ 以小见大、 以点带面ꎮ 通篇

采用群众大白话ꎬ 为市民普遍遵循的 “宿迁

习惯”ꎮ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出台后ꎬ 将落地作为目

标ꎬ 持续在实践引导上下功夫ꎮ 采取立体式、
广覆盖、 全媒体的宣传形式ꎬ 在短时间内形成

密集宣传效应ꎬ 通过电视、 报纸、 新媒体开展

全方位的宣传ꎬ 一个月内百度搜索相关词条超

过 ２００ 万条ꎬ 网上点评达 ６０ 余万条ꎮ 重点选取

居民小区、 大型商超等 １１ 类公共场所、 １１５ 个

示范点开展文明劝导ꎬ 招募志愿者 ５２００ 余人开

展文明劝导ꎬ 为面上整体推行提供样板、 树立

标杆ꎮ 相继制定出台了 «市区文明交通严管办

法» «市区养犬管理办法» «市区 “五小行业”
经营管理规范» 等 ７ 项 “宿迁规矩”ꎬ 给文明

行为定规范、 画红线ꎮ
把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推行纳入全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目标考评体系和定期重点督查项

目ꎬ 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ꎬ 研究会办推行中

的相关问题ꎮ 专门制定出台志愿服务星级评定

与回馈嘉许、 保险保障制度ꎬ 按季度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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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使者” “文明笑脸” 评选活动ꎬ 放大典型

示范效应ꎮ 把 «宿迁文明 ２０ 条» 等文明礼仪

融入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文明社

区、 文明家庭创建标准ꎬ 体现到学生守则、 职

业规则、 团体章程等行为准则中ꎬ 促进落地生

根、 融入生活ꎮ

(江苏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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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浙江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

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ꎬ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按照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ꎬ 走在前列要谋

新篇” 的总要求ꎬ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务实为

民、 改革创新ꎬ 坚持统筹兼顾、 统分结合ꎬ 牢牢

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根本ꎬ
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宣传实践活动ꎬ 不断深化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ꎬ 不断提升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ꎬ 着力助推 “两富” “两美” 浙江建设、 着

力助推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ꎬ 精神文明建设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ꎮ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落细落

小落实
１. 注重整体协调推进ꎮ 按照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ꎬ 各地围绕全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方案»
的要求ꎬ 深入实施核心价值观普及、 优秀文化

传承、 文化礼堂建设、 最美风尚培育、 网络空

间清朗、 诚信建设推进等 “六大行动”ꎬ 对

“三个倡导” ２４ 个字进行深入阐释、 解读和传

播ꎬ 做到随处可见、 随时可学ꎮ 各级文明办推

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载体ꎬ 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细化为具体项目ꎬ 形成有效抓手ꎬ 稳

步推进ꎬ 取得实效ꎮ
２. 注重贯穿结合融入ꎮ 围绕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ꎬ 把 “三个倡导”
融入各行各业ꎬ 融入创建全过程ꎮ ２０１５ 年是第

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第四届浙江省道德模范评

选年ꎬ 各地广泛开展各级各类道德典型选树活

动ꎬ 积极开展道德模范巡讲、 巡展和 “万张红

榜送好人” “万名好人进校园” 活动ꎬ 让道德

楷模走进基层、 走进群众ꎮ 全省 ５００ 多万人次

参与评选推荐ꎬ 产生 ２８ 位第四届浙江省道德模

范ꎬ 孔胜东、 俞复玲获得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

范” 荣誉称号ꎮ 坚持开展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

动ꎬ 配合中央文明办在湖州举办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ꎬ 据统计ꎬ 全省已累计产生

６４３ 位 “浙江好人”ꎬ 其中 ２７４ 位入选 “中国好

人榜”ꎮ 全省各级各类身边好人达 １ ５６ 万人ꎬ
举办 “身边好人” 发布与交流活动 ５００ 余场ꎬ
３０ 万多群众参与ꎮ 探索建立 “浙江好人榜” 发

布平台ꎬ 不断增强最美人物的社会影响ꎮ 广泛

开展公益广告创作传播ꎬ 强化墙体公益广告制

作传播ꎬ 新增墙体公益广告 １００ 多万平方米ꎮ
深化义乌小商品公益广告宣传ꎬ 开辟核心价值

观主题商品网络营销渠道ꎬ 把公益广告搬进文

交会、 义博会等国家级展会ꎬ 已累计销售主题

９０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公益广告商品 １８００ 多个品种、 ４０００ 多万件ꎬ
远销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ꎮ

３. 注重运用新媒体ꎮ 顺应当今互联网快速

发展的新变化ꎬ 把网络作为传播的重要阵地ꎮ
浙江文明网升级改造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

号ꎬ 对 “中国好人榜” 发布暨 “身边好人” 交

流活动进行微信直播ꎮ 结合 “发现最美浙江

人———浙江好人榜” 评选、 道德模范评选、 最

美家庭评选ꎬ 开展微信投票点赞ꎮ 开设固定栏

目 «好人日历» 定期推送ꎬ 已累计推送 ２００ 余

期ꎮ 各地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ꎬ 通过微信发布

动态信息、 典型经验ꎬ 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活

动ꎬ 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优势进一步复制、 放

大到互联网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省各级文明

办开通文明网站 ３９ 家ꎬ 微信公众号 ３６ 个ꎬ 粉

丝近 ４０ 万ꎬ 整体数量位居全国前列ꎮ
二、 道德建设主题宣传实践活动扎实

推进
１. 重点活动持续深化ꎮ 在好家风建设中ꎬ

各地通过传家宝、 家风榜、 家风馆等系列载

体ꎬ 传承好家训、 培育好家风、 建设好家庭ꎬ
推出 “最美家庭” “最美邻里” “最美婆媳”
等身边典型ꎬ 通过 “褒奖礼” “故事汇” “授
匾额” 等形式宣扬 “最美家风”ꎬ 全省已有 ５００
余万户家庭参与活动ꎬ １００ 余万户家庭新立家

训ꎮ 推出 “好家风” 大型网络活动ꎬ 征集 “家
教 １００ 招” 等 “四个 １００” 家风家教故事ꎮ 整

理编辑 «浙江民间优秀家训选集» «优秀家风

家教故事»ꎬ 推出 “我们的家风” 系列动漫、
国画系列公益广告ꎮ 各地积极开展区域性家风

馆建设ꎬ 已形成东阳木雕家训馆、 海宁廉政家

风馆、 天台家风家训馆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家风

馆ꎮ 成功举办浙江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研讨会暨 “家训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论坛ꎮ 继续深入推进文明出行、 文明旅游、 文

明餐桌等三大文明行动ꎮ 在文明出行活动中ꎬ
各地有针对性地开展 “先下后上乘地铁ꎬ 文明

一米迎嘉宾” “地铁行文明行”、 争创文明示

范出租车、 党员文明劝导一条街等活动ꎬ 引导

乘客文明乘车、 有序排队ꎬ 营造良好出行环

境ꎮ 突出 “文明旅游　 浙人最美” 主题ꎬ 抓好

旅游黄金时节的宣传引导ꎬ 在高校、 社区重点

推进ꎬ 得到中央文明办充分肯定ꎬ 中央媒体进

行集中宣传报道ꎮ 弘扬 “文明用餐ꎬ 节俭惜

福” 的餐饮文化ꎬ 以提示牌、 环境秩序、 公共

设施等为重点ꎬ 加大对星级酒店、 旅游景区、
公共食堂 “文明餐桌行动” 的督查力度ꎮ 杭州

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等 ３ 家单位、 宋玉晶等 ４ 人

获得全国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先进单位和

个人ꎮ
２. 特色活动亮点纷呈ꎮ 各地不断改进方

式、 创新载体ꎬ 不断推进道德实践活动ꎮ 杭州

坚持多年办好市民大学ꎬ 开设国学文化讲座ꎬ
连续办好十二届邻居节ꎬ 弘扬邻里守望互助的

传统美德ꎮ 绍兴成立乡贤文化研究会、 乡贤文

化传承基地ꎬ 开展 “寻找身边的乡贤” 活动ꎬ
培育一批新乡贤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宣部在上虞

区召开全国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会ꎮ 湖州举

办 “爱书吧ꎬ 梦飞扬” 全民读书节ꎬ 开展 “书
香多维展示” “书香数字阅读” 等 “五大书

香” 系列行动ꎬ 并正式上线运行 “微信图书

馆” “数字图书馆”ꎮ 金华以 “阳光厨房” 为

载体推动厨房透明可视化ꎬ 促进餐饮服务单位

提升诚信经营意识ꎮ 舟山在婚姻登记处首推新

人在 “传家宝” 上立家训ꎬ 组建 “渔港民嘴”ꎬ
依托 “淘文化” 平台ꎬ 创造群众自我教育的

“渔港模式”ꎮ 各地在拓展农村志愿服务过程中

摸索出很多好做法ꎬ 涌现出嵊州 “村嫂志愿服

务队”、 余姚 “道德银行”、 衢江 “爱心联

盟”、 岱山 “雷锋币”、 宁波 “ ８１８９０ 服务热

线”、 上虞 “点亮一盏灯” 等农村志愿服务品

牌ꎮ 台州部署开展 “大爱台州宜居美城” 学

雷锋志愿服务进村居活动ꎬ 推进志愿服务在基

层生根开花ꎮ
３. “三化” 推进成效明显ꎮ 一是品牌化ꎮ

各地结合地方资源优势ꎬ 着力打造区域道德建

设品牌ꎮ 嘉善 “善文化”ꎬ 仙居、 慈溪、 江北

的 “慈孝文化”ꎬ 德清 “德文化”ꎬ 长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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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ꎬ 义乌 “信义文化” 等都已形成一定的

影响力ꎮ 在市级层面ꎬ 涌现 “爱心宁波尚德

甬城” “信义金华” “最美衢州” 等品牌ꎮ 二

是项目化ꎮ 各地把思想道德建设内容化作具体

的活动项目ꎬ 实行软任务硬考核ꎮ 台州推出

“邻里情深系万家” 系列主题活动ꎬ 策划邻居

节重点活动 ２８０ 余项ꎮ 宁波将思想道德建设任

务细化为 ５０ 个重点项目ꎬ 由各部门分别认领承

担ꎮ 杭州深化 “我们的节日” 活动ꎬ 策划推出

３２８ 项重点活动ꎬ 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ꎮ 嘉

兴实现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ꎬ 对 ２０１４ 年 ４０ 个

志愿服务特色项目进行评估补助ꎬ 对 ２０１５ 年

４６ 个志愿项目进行立项ꎮ 绍兴开展 “文明单位

扬文明” 主题服务月ꎬ 推出八大行动 １２００ 多

个项目ꎮ 金华以 “八大工程” 建设为抓手ꎬ 开

展 “八婺好家风” 建设ꎮ 三是制度化ꎮ 道德模

范关爱机制不断完善ꎮ 各地贯彻 «浙江省道德

模范待遇保障若干规定»ꎬ 探索建立当地道德

模范保障规定ꎬ 确保道德模范的政治、 社会礼

遇和经济待遇有效落实ꎮ 诚信制度化建设步伐

加快ꎮ 在各级文明单位推荐、 复查中引入信用

评估ꎬ 探索把诚信教育作为公务员初任及在职

培训和未成年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ꎮ 志愿服

务制度化有序推进ꎮ 志工委组织遍布各市ꎬ 完

善建立 “志愿浙江” 网络平台ꎬ 各地陆续推出

志愿者管理服务 ＡＰＰ 客户端ꎬ 实施对志愿者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ꎬ 对志愿服务的注册登记、 培

训管理、 时数记录、 服务评价、 激励回馈等进

行规范和明确ꎮ
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

开展
１. 机制完善上趋向 “常态”ꎮ 按照文明城

市创建 “高水平常态化” 的要求ꎬ 委托第三方

对全省 １１ 个设区市的 “社会道德环境公众满

意度” 和 “城市文明程度指数” 进行测评ꎬ 并

组织对全省 １２ 个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进

行暗访ꎬ 引导各地重平时、 重机制、 重常态ꎮ
各地探索出市县联创模式、 创建工作负面清单

制度、 创建工作动态管理平台和文明程度指数

发布平台等ꎮ
２. 领域拓展上注重 “内涵”ꎮ 不断加大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明城市创建

中的分量ꎬ 提升创建的思想内涵ꎮ 在修订完善

各类创建测评体系时ꎬ 进一步突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ꎬ 突出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 弘扬文明风尚、 履行社会责任等

要求ꎮ
３. 成效体现上侧重 “惠民”ꎮ 各地坚持

“创建为民”ꎬ 着力完成城市建设中的民生项

目ꎬ 展开城市交通治堵、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
改建新建公厕、 增设免费公共自行车等项目建

设ꎮ 大力推动市政设施管理、 城市绿化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等相关 «管理办法» 的制定工

作ꎬ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ꎮ 积极推进社区建设ꎬ
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模式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集中

整治一批城市环境秩序问题ꎬ 营造整洁优美的

宜居环境ꎬ 着力真正让群众得实惠ꎬ 使创建工

作深入人心ꎮ
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
１.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一轮部署ꎮ 年

初ꎬ 中央文明办来浙江调研ꎬ 形成 «打造美丽

乡村建设 “升级版” 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关于浙江省桐庐县、 安吉县、 长兴县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调研报告»ꎮ ８ 月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湖州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ꎮ 此后ꎬ 省委、 省政府在绍兴

柯桥区又召开全省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现场会ꎬ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部署安排ꎮ 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进一步深

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ꎬ 提出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主题ꎬ 以 “素质美、 人文美、 风尚

美、 环境美” 为目标ꎬ 实施新型农民培养、 农

村文化繁荣、 文明乡风培育、 生态人居环境建

设四大工程ꎮ
２. 农村人居环境面貌持续改善ꎮ 各地以农

村环境卫生集中治理为重点ꎬ 开展美丽家园建

设ꎬ 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ꎮ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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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农村文明乡镇、 文明村、 星级文明户、 文

明家庭、 文明庭院创建ꎬ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ꎬ
不断美化人居环境ꎮ 各地突出以移风易俗为重

点ꎬ 组织群众评议文明乡风和不良风气ꎬ 引导

农民群众讲文明、 讲卫生、 讲科学、 讲法治ꎬ
广泛开展村规民约修订工作ꎬ 树立文明新

风尚ꎮ
３.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ꎮ 大力推进

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重点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建设ꎬ ２０１５ 年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１４８１ 个ꎮ
利用农村文化礼堂ꎬ 着力培育礼堂文化ꎬ 推动

教育教化、 乡风乡愁、 礼仪礼节、 家德家风、
文化文艺进农村文化礼堂ꎮ 组织开展 “我们的

村晚” “我们的村歌” “我们的家训” “我们的

村风” 等活动ꎬ 使文化礼堂真正成为农民群众

的精神家园ꎮ 开展新一轮 “双万结对、 共建文

明” 活动ꎬ 广泛开展 “种文化、 送文化” 系列

活动ꎬ 帮助基层培养文化人才队伍ꎮ 结合 “我
们的节日” 主题ꎬ 利用重大传统节日和农村特

色节庆ꎬ 开展 “赛文化” “百姓周末” 等文化

活动ꎮ
五、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ꎮ 各地将

价值观教育贯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过

程ꎬ 充分挖掘节日文化内涵ꎬ 网上活动与网下

实践相结合ꎬ 深入开展 “网上祭英烈”、 “学习

雷锋、 做美德少年” 网上签名寄语、 “向国旗

敬礼、 做有道德的人”、 “童心向党” 歌咏等各

类主题活动ꎮ 在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ꎬ 争做美

德少年”

教育活动中ꎬ 全省共推出各级 “美德少年”
３ ５ 万余名ꎬ 评选产生 ２００ 名省级 “美德少

年”ꎬ 并择优评出 ２０ 位 “最美浙江人美德少

年”ꎮ 积极组织童谣作品创作和传唱活动ꎬ 制

作 ２ 万张童谣光盘发放到村和学校ꎮ
２. 校外阵地建设进一步加强ꎮ “春泥计

划” 进一步提质增效ꎮ 全省有 １ ９５ 万个行政

村深入实施 “春泥计划”ꎬ 占全省行政村总数

的 ８１％ꎮ 各地推出 “春泥进民企” 等活动ꎬ
组织省内外大学生参与暑期 “春泥计划” 志

愿服务ꎬ 开展 “最美春泥使者” 和 “最美春

泥团队” 推选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有序推

进ꎮ ２０１５ 年新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 ９３ 所ꎬ 中央下拨浙江

专项经费 ３１１９ 万元ꎮ 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的育人作用ꎬ 继续做好学校与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结对共建活动ꎮ
３.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进一步优化ꎮ 全省

“心灵花园” 体验活动、 流动少年宫进农村、
智慧家长说教育等 “十件实事” 进展顺利ꎮ
各地深入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ꎬ 坚决查处

“黑网吧” 和网吧违法经营行为ꎮ 加大 “扫黄

打非” 力度ꎬ 建立完善文广新、 工商、 公安

等部门为主体的文化市场信息互通机制ꎮ 着

力净化荧屏声频ꎬ 强化舆论引导ꎬ 增强主流

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ꎮ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教育得到深化ꎬ 加强对校园周边治安、
交通环境的整治ꎮ 各地相继制定深化学校文

化建设行动计划方案ꎬ 着力加强文化校园

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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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浙江省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浙江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

育和治理ꎬ 加强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

信和司法公信建设ꎬ 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和

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ꎮ
先后编制出台 ３ 个五年信用建设规划ꎬ 指

导引领全省信用体系建设ꎮ 配套出台 «浙江省

企业信用联合奖惩实施办法 (试行) » 等规章

制度ꎬ 为推动 “信用浙江” 建设有序运转提供

有力保障ꎮ 同时ꎬ 大力推动信用建设地方立法

工作ꎬ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征集使用条例»
已列入 ２０１６ 年省人大立法计划ꎮ 依托省政府政

务资源共享平台ꎬ 建立全省统一的社会信用数

据库和社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ꎬ 实现省、 市、
县三级信用信息的统一归集、 交换共享ꎮ

组织新闻单位以访谈节目、 开辟专栏专题

等方式ꎬ 对全省诚信建设制度化、 “信用浙江”
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等中央媒体对浙江阿里巴

巴 “芝麻信用”、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义乌购”
诚信交易保障体系等信用服务模式进行集中采

访报道宣传ꎬ 反映浙江省企业诚信建设发展成

果ꎮ 省级主要新闻媒体开设以 “褒扬诚信、 惩

戒失信” 为主题的 “诚信红黑榜” 栏目ꎬ 报道

浙江诚实守信的人物、 企业、 群体ꎬ 展现全省

诚信建设活动成效ꎬ 营造 “有信者荣、 失信者

耻、 无信者忧” 的浓厚社会氛围ꎮ
在全省组织开展 “诚实立身、 信誉兴业”

主题活动ꎬ 以党政机关公务员、 青少年学生为

重点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诚信主题教育活动ꎬ 把

诚信作为德育重点内容ꎬ 纳入公务员初任及在

职培训和学校的教学计划ꎮ 在市场、 旅游、 出

租车等重点行业领域ꎬ 引导人们立足岗位践行

诚信规范ꎬ 大力培育个人诚信和市场诚信文

化ꎮ 同时ꎬ 总结提炼全省加强诚信建设、 构建

市场诚信体系的经验做法ꎬ 研究探索新形势下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方法路径ꎮ
强化浙江省 “信用浙江” 建设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各职能部门职责ꎬ 完善工作评估考核制

度ꎬ 把信用建设纳入平安浙江、 法治浙江、 法

治政府 (依法行政) 建设及文明创建系列活动

考核之中ꎮ 建立健全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ꎬ 及

时发布省政府质量奖、 省诚信守法企业名单、
守信用重合同单位、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等诚信

红榜ꎬ 对诚实守信的人物、 企业、 群体予以褒

奖ꎮ 切实加强企业信用的分类管理ꎬ 对诚信守

法企业ꎬ 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予以政

策支持或倾斜ꎻ 对不诚信企业ꎬ 则在财政预算

和扶持性资金安排等方面予以限制ꎮ

立足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

打造精神文明宣传新品牌
浙江省积极顺应 “互联网＋精神文明建设”

的潮流ꎬ 探索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理念、 新模

式、 新方法ꎬ 推动精神文明宣传新媒体的不断

发展ꎮ
做好 “借势” 文章ꎬ 选准微信作为新媒体

重点突破方向ꎮ 一是借互联网转型之势ꎮ 积极

应对ꎬ “互联网＋”、 新媒体创新、 分享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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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物在办网理念、 工作方法、 传播手段上

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ꎬ 加快转型升级的步

伐ꎮ 二是借新媒体兴起之势ꎮ 浙江省级媒体陆

续建立新媒体传播矩阵ꎬ 结合网站承建方 “浙
江在线” 的技术和人才条件ꎬ 通过交流学习ꎬ
强化培训ꎬ 快速掌握新媒体运营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ꎮ 三是借全国文明办系统大力发展新媒体

之势ꎮ 积极响应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大力

发展新媒体的号召ꎬ 将人员、 资金等资源向新

媒体倾斜ꎬ 全力打造 “文明浙江” 微信品牌ꎮ
做深 “借机” 文章ꎬ 推动 “文明浙江” 变

身成微信 “大号”ꎮ 一是借 “中国好人榜” 发

布之机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中央文明办在浙江省湖州

市举办 “中国好人榜” 发布仪式ꎬ “文明浙江”
微信公众号首次采用微信直播ꎮ 通过这次活

动ꎬ “文明浙江” 的微信粉丝由原来的数千增

长到数万人ꎬ 实现从 “小号” 向 “大号” 的第

一步跨越ꎮ 二是借世界互联网大会之机ꎮ “文
明浙江” 作为 “浙江在线” 官网、 直播报道团

队的成员ꎬ 全程参与互联网大会微信官网的建

设和运营ꎮ 两届互联网大会成功举办ꎬ 使 “文
明浙江” 从 “菜鸟” 逐渐成为 “熟练工”ꎮ

做足 “借力” 文章ꎬ 实现文明新媒体常态

化高效化运营ꎮ 一是借重点亮点活动之力强品

牌ꎮ 结合 “发现最美浙江人———浙江好人榜”
推荐活动ꎬ 开展微信点赞活动ꎬ 总点赞数达到

２０ 万ꎬ 创下增粉最高纪录ꎬ 进一步叫响 “浙江

好人榜” 品牌ꎮ 二是借主流媒体之力强技术ꎮ
打破微信公众平台本身的技术限制ꎬ 借助 “浙
江在线” 的微信管理平台ꎬ 重新设计并搭建起

一个第三方地址的点赞页面ꎬ 实现投票分类、
分页ꎬ 成功解决技术难题ꎮ 三是借社会向善之

力强内容ꎮ 坚持宣传核心价值观、 传播正能

量ꎬ 聚焦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及重大民生新

闻ꎬ 常态化推送 “好人 ３６５”、 好人日历等主题

宣传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文明浙江” 微信公

众号共收获阅读数 ６６ ４ 万余次ꎬ 点赞 ８０００ 余

人ꎬ 后台留言达 １０００ 余条ꎮ

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

“最美行业” 创建
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开展以 “见人见物见

行风ꎬ 向上向善向美丽” 为宗旨的 “最美行

业” 创建活动ꎬ 在全行业 １４ 万干部职工和 １７０
万从业人员中掀起参与 “最美行业” 创建的

热潮ꎮ
重统筹ꎬ 夯实 “最美” 根基ꎮ 一是统筹规

划ꎮ 出台 «最美行业建设五年规划»ꎬ 实施核

心价值观引领、 最美群像塑造、 美丽窗口创

建、 交通文化凝聚 “四项工程”ꎬ 搭建起 “最
美行业” 的顶层架构ꎮ 二是统筹力量ꎮ 建立联

席会议、 信息报送、 目标考核、 工作督查等一

系列制度ꎬ 形成了目标倒逼、 条块结合、 齐抓

共管的良好局面ꎮ 三是统筹进度ꎮ 按照启动

年、 建设年、 深化年、 完善年、 示范年的进程

安排ꎬ 每年明确创建重点ꎬ 开展主题活动ꎮ
抓示范ꎬ 培树 “最美” 人物ꎮ 一是树立重

大典型ꎮ 吴斌等交通英模连续入围和当选年度

“浙江骄傲人物”ꎬ ２０１５ 年向社会发布 １２ 名

“最美交通人”ꎮ 二是评选最美人物ꎮ 仅省厅层

面ꎬ 就已选树宣传 “十大最美人物” “交通行

业百名最美” 等各类典型 ３００ 余名ꎮ 三是弘扬

凡人善举ꎮ 在电台、 报纸开设 “寻找身边最美

小事” “身边的最美交通人” 专栏ꎬ 宣传交通

凡人善举 １１００ 多件ꎮ 四是抓好最美发布ꎮ 在

“最美浙江人发布厅” 面向全社会发布 “最美

交通人”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发布首批 ８ 名最美人物、
４ 个最美团队ꎮ

优服务ꎬ 打造 “最美” 窗口ꎮ 一是打造优

质服务标准ꎮ 深入开展收费站、 客运站、 出租

车、 交通执法、 建设工地等 “十大最美窗口”
创建活动ꎬ 培育出 ２２ 家省级 “最美示范窗

口”ꎮ 二是打造诚信建设样板ꎮ 重点在出租车

行业开展诚信建设ꎬ 推出 “十项诚信承诺服

务”ꎮ 三是打造志愿服务平台ꎮ 大力培育 “学
雷锋示范窗口”、 培树 “学雷锋标兵”ꎬ 深入开

展爱心送考、 爱心巴士、 春运志愿者等系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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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行动ꎮ 四是打造行业宣传阵地ꎮ 面向全

社会征集行业创建口号 １２４ 条ꎬ 从中精选 １０
条ꎬ 集中向社会展示和宣传交通的行业文化、
行业精神ꎬ 将交通窗口打造成传播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载体和渠道ꎮ

宁波市以项目化方式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基层ꎬ

宁波市坚持化粗为细、 化大为小、 化虚为实ꎬ
变原则要求为具体措施ꎬ 将目标任务细化为实

实在在的工作项目ꎮ 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落实ꎬ
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机关、 进学

校、 进企业、 进农村、 进社区、 进家庭ꎮ
根据中央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见» 精神ꎬ 市委、 市政府制定 «宁
波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

落实行动纲要» (甬党发 〔２０１５〕 ５ 号)ꎬ 实施

年度工作方案ꎬ 明确建设 “善行象山” “厚德

镇海” “溪上慈风” “聊天长廊” “公益超市”
等 ５０ 个重点项目ꎬ 并逐项明确时限要求、 责任

主体及工作措施ꎬ 把职责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

各部门ꎮ 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ꎬ 制定本地本单

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行动纲

要» 和 «工作方案»ꎮ
各责任主体根据项目要求ꎬ 紧紧抓住宣

传、 教育、 实践等环节ꎬ 精心组织实施ꎬ 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行各业的生产工作

中、 细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ꎮ 象山县组织开

展 “讲好渔故事ꎬ 传播正能量”ꎬ 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到渔民中去ꎻ 鄞州区开展 “义
乡鄞州” 活动ꎬ 深挖 “义” 历史文化ꎬ 组织

“义故事” 宣传ꎬ 搭建 “义平台”ꎬ 培育人们家

国情怀ꎻ 市妇联通过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活

动ꎬ 突出抓好优秀家风家训的传承ꎻ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通过课堂、 网络等阵地ꎬ 推出打

造阳明学堂、 建设雅居好寝室等 １０ 项举措ꎬ 多

渠道对学生开展教育引导ꎮ 各地在项目实施中

还注重边实践、 边总结ꎬ 不断把实践中的好经

验、 好做法上升为制度规定、 转化为制度成

果ꎮ 如市发改委牵头建设公共信用信息平台ꎬ
联合 ３０ 多家市级部门征集企业、 个人诚信信

息ꎬ 落实定期发布 “黑名单” 制度ꎬ 在各类媒

体已经曝光 “老赖” 近 ４ ８ 万名ꎮ

长兴县全力打造 “和文化” 道德品牌
浙江省长兴县以 “人心和善、 家庭和

睦、 事业和合、 社会和谐、 环境和美” 为目

标ꎬ 开展 “和文化” 县域道德品牌建设ꎬ 有

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
落实ꎮ

以 “最美人物” 评选为载体ꎬ 营造见贤思

齐的氛围ꎮ 一是建立 “日日寻美” 机制ꎮ 开设

“寻找长兴最美的你” 专栏ꎬ 挖掘培育出 “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严根妹等各类典型 ３００ 余

人ꎮ 二是营造 “人人学美” 氛围ꎮ 组建 “最美

长兴人” 宣讲团队ꎬ 组织开展 “最美人物” 事

迹宣讲会 １５０ 余场ꎮ 创编情景剧 «割肝救夫巾

帼赞» 等 ３０ 余个主题节目进行巡回演出ꎮ 三

是落实 “处处帮美” 政策ꎮ 出台 «长兴县关爱

道德模范生活补助办法»ꎬ 建立 “新天龙” 道

德建设基金等ꎬ 给予道德模范关爱激励ꎮ
以好家风促进民风ꎬ 营造和睦相处的社会

风尚ꎮ 一是传承家规家训ꎮ 开展 “立家规、 传

家训、 树家风” 活动ꎬ 全县共收集家规家训

３５８ 篇ꎬ 并将优秀作品编辑成册进行宣传展示ꎮ
二是和睦邻里邻外ꎮ 以文化礼堂、 道德讲堂、
社区学校为阵地ꎬ 开展 “我们的节日” “邻里

节” 等主题活动ꎬ 推动邻里邻外和睦相处ꎮ 三

是教化村风民风ꎮ 组建 “道德理事会” “和谐

共建会” 等群众组织ꎬ 开展乡风评议ꎬ ２０１５
年ꎬ 评选 “十星级文明户” １２２８ 户ꎮ

推广企业 “和合” 文化建设ꎬ 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ꎮ 一是加强职工人文关怀ꎮ 在企业中

推行党群互助会和 “ １ ＋ １ 互助基金”ꎬ 解决

５０００ 余名职工临时困难ꎬ 涉及资金 ６２０ 余万

元ꎮ 二是引导企业合作共赢ꎮ 全县 ３２ 家规模以

上企业与子公司组建资源共享的联合体ꎮ １２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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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股票期权等途径吸引 ６０ 余位

行业顶尖专家加盟ꎮ 三是倡导企业反哺社会ꎮ
企业积极参与帮扶救困、 “五水共治” 等公益

事业ꎬ 共捐资 ３６００ 万元ꎮ
从机制建设入手ꎬ 不断优化社会管理ꎮ 一

是开展文明指数测评ꎮ 每季度对全县 ６２ 家窗口

单位、 １０２ 家机关单位、 ２５ 家建成区学校开展

文明指数测评ꎮ 二是实施系列宣传引导ꎮ 制作

大型 “和文化” 公益广告 ５０ 多处ꎬ 文化墙 １００
余面ꎬ 创作相关文艺作品 ８００ 余件ꎮ 文化礼堂

以 “点餐制” 形式ꎬ 开展相关演出 ３００ 余场ꎮ
三是规范志愿服务机制ꎮ 出台 «长兴县志愿服

务制度化建设实施意见»ꎬ 规范志愿者注册、
服务、 嘉许等制度ꎮ 推动县、 镇、 村三级联动

机制建设ꎬ 建成 ２００ 多家志愿服务点ꎬ 公益组

织 ５２ 家ꎮ
开展生态治理行动ꎬ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格局ꎮ 一是开展行业整治ꎮ 关停并转企业上

千家ꎬ 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ꎮ 二是建立竞

赛机制ꎮ 实施 “城区创建竞赛、 乡镇创建竞

赛、 社区创建竞赛和美丽乡村长效管理” 四位

一体的竞赛活动ꎮ 三是干部全员参与ꎮ 对全县

城乡重要的河道和路段实施 “路长制” “河长

制” 管理办法ꎬ 由县领导、 乡镇部门领导担任

路长、 河长ꎬ 明确责任抓好常态化管理ꎮ

(浙江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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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安徽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安徽省坚持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ꎬ 以全国文明城市争创为龙头ꎬ 以

“好人安徽” 建设为抓手ꎬ 各项工作在创新中高

位推动ꎬ 在深化中全面拓展ꎬ 成果丰硕、 亮点

频出ꎮ
一、 文明城市创建深入推进
１. 坚持龙头带动ꎬ 争创城市对齐看齐ꎮ 组

织开展模拟检查、 结对共建等活动ꎬ 督促指导

各城市对标达标ꎬ 全面提升创建水平ꎮ 在全国

地级提名城市测评中ꎬ 宣城、 淮北、 黄山、 蚌

埠、 池州、 安庆测评成绩均列前 ３５ 强榜单ꎮ 马

鞍山、 合肥、 铜陵、 芜湖 ４ 个全国文明城市和

宁国、 当涂、 天长、 巢湖、 肥西 ５ 个县级提名

城市通过专项督查或测评ꎮ
２. 坚持要素驱动ꎬ 行动纲领精细精准ꎮ 总

结提炼公民道德、 公共环境、 公共秩序、 公共

服务、 公共文化、 公共关系、 公益活动等 ７ 个

关键要素ꎬ 在全国率先出台 «文明城市创建行

动纲领»ꎬ 实现争创工作有的放矢、 精准发力ꎮ
３. 坚持平台联动ꎬ 结对共建互融互促ꎮ 安

排 “文明” 帮 “提名”、 “先发” 带 “后发”、
皖南促皖北ꎬ 构建文明城市和提名城市联创共

建格局ꎮ
４. 坚持责任促动ꎬ 问题导向自觉自为ꎮ 通

过模拟测评、 暗访督查、 媒体曝光、 群众监

督ꎬ 帮助争创城市查找问题 ５０００ 多个ꎬ 各地建

账销号、 举一反三ꎬ 以问题减法累积成效加

法ꎬ 群众创建获得感不断提升ꎮ
５. 坚持细胞发动ꎬ 创城载体丰富丰满ꎮ 文

明交通行动不断深化ꎬ 文明行走、 文明行车意

识逐步增强ꎻ 文明餐桌行动不断延伸ꎬ 俭以养

德餐饮理念逐步深入ꎻ 文明单位创建不断推

进ꎬ 创新开展 “百佳机关书屋” 评选和 “遇见

温暖　 书香传递” 阅读活动ꎬ 城市文化气质不

断彰显ꎻ 安徽文明网群建设不断加强ꎬ 传播

力、 影响力显著提升ꎮ
二、 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强化
１. 典型选树在引领中亮化ꎮ 深入推进 “践

行核心价值、 打造好人安徽” 主题实践活动ꎬ
评选表彰安徽省道德模范和美德少年ꎬ 官东、
张宝、 彭伟平、 王忠心 ４ 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ꎬ
８９ 人入列 ２０１５ 年度 “中国好人榜”ꎮ

２. 楷模宣传在创新中活化ꎮ 争取中央财政

４００ 万元改造提升安徽好人馆ꎬ 编辑出版全国首

套好人志书——— «安徽好人志»ꎮ 推出 １０２ 部以

身边好人为原型的广播剧、 微电影和微戏剧作

品ꎬ 安徽好人馆基层巡演巡展巡讲 ４６ 场次ꎮ «安
徽好人在身边» 专栏在安徽卫视新闻联播天天

播出ꎮ 深化公益广告宣传ꎬ 党媒党刊保质保量ꎬ
社会媒介精彩精美ꎬ 实现了美化环境与美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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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和谐统一ꎮ 深入开展不文明旅游、 诚信缺失

等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ꎬ 不文明旅游行

为记录、 诚信红黑榜产生巨大社会反响ꎮ
３. 礼遇模范在帮扶中实化ꎮ 扎实推进道德

信贷ꎬ 贷款总额超过 ３ 亿元ꎮ 道德建设基金募资

总额突破 １０００ 万元ꎬ ２５６９ 名身边好人和道德模

范得到帮扶救助ꎬ 协调解决了 ２８９ 名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的住房、 就医、 就业等实际困难ꎬ 全社

会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氛围进一步浓厚ꎮ
４. 未成年人工作在发展中优化ꎮ 兴建乡村

学校少年宫 ４２９ 所ꎬ 受益农村中小学生达 ２０ 万

人ꎮ 诵读中华经典、 传唱优秀童谣、 传承家训

家风、 关爱心理健康等实践活动蔚然成风ꎮ
三、 志愿服务工作创新发展
１. 注重典型引领ꎮ 持续开展 “月评十佳”

和年度 “四个十佳” 评选ꎬ １５ 个优秀典型入选

全国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ꎮ
２. 注重 “五个带头”ꎮ 共产党员、 团员青

年、 文体工作者、 安徽好人及文明单位示范带

动作用充分发挥ꎬ 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加入志愿

服务行列ꎬ 志愿服务风尚初步形成ꎮ
３. 注重扎根社区ꎮ 加强基层志愿服务站点

建设ꎬ 建成开放 １２３０ 个星级社区志愿服务广

场ꎬ 开展活动 １ ５ 万场次ꎬ 爱心服务达 １５０ 多

万人次ꎬ 打造了一个集活动开展、 供需对接、

项目展示和文化引领于一体的志愿服务综合

阵地ꎮ
４. 注重创新创造ꎮ 省级层面 “社工 ＋义

工” 模式以及合肥市包河区 “互联网＋志愿服

务” 工作被中央文明办肯定并推广ꎬ 合肥市爱

心微心愿、 铜陵市幸福银行、 巢湖市 “志愿服

务 ＩＣ 借记卡”、 阜阳 “关爱抗战老兵” 等创新

做法ꎬ 形成良好社会反响ꎮ
四、 城乡环境治理拓展延伸
１. 强化工作统筹ꎮ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文

明村镇创建、 “三治三增三提升” 专项行动ꎬ
推动城乡环境治理工作全面拓展ꎮ 坚持规划引

领ꎬ 推动公用设施向农村延伸、 公共服务向农

村覆盖ꎬ 建设农民文化乐园ꎬ 农村精神文化生

活不断丰富ꎮ
２. 强化范围拓展ꎮ 由点带面、 不留空白ꎬ

重点向集镇所在地、 中心村、 自然村覆盖ꎬ 重

点向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 城中村延伸ꎬ 重点

向交叉区域、 薄弱地段延伸ꎬ 创建盲区初步

消除ꎮ
３. 强化机制健全ꎮ 分别在砀山和太和召开

现场会ꎬ 坚持推广 “三长制” “五账法”、 第三

方考核、 动态督导等治理模式ꎬ 全面推行项目

化、 市场化、 产业化等创新做法ꎬ 有效破解了

人、 财、 物难题ꎮ

特色活动

合肥市 “社区帮客” 志愿服务

融洽邻里情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安徽省合肥市率先在全国启

动 “社区帮客进万家” 志愿服务行活动ꎬ 旨在

通过在社区建立帮客服务中心ꎬ 在日常和传统

节假日及重要纪念日开展相应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ꎬ 助推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ꎮ
合肥市在各个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基础上

设立了社区帮客服务中心ꎬ 有固定场所、 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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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标志、 有专人负责ꎬ 同时组建由社区爱心人

士组成的社区帮客服务队ꎮ 社区帮客服务中心

平时主要负责统筹社区内志愿服务资源ꎬ 做好

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统筹、 策划、 对接和协调

工作ꎮ 在传统节假日和重要纪念日ꎬ 社区帮客

服务中心会安排相应主题月志愿服务活动ꎬ 并

围绕留守流动儿童、 困难职工、 残疾人、 农民

工、 空巢老人、 贫困人群等重点群体需求ꎬ 借

助 “圆梦微心愿” “周六志愿行” 等活动载体ꎬ
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实际难题ꎮ

社区帮客服务中心通过推行社工＋志愿者、
社会组织＋志愿组织的双工互动、 双组联动的志

愿服务模式ꎬ 实现志愿服务专业化ꎻ 通过指导志

愿队伍建立组织章程、 志愿者管理等一系列制

度ꎬ 实现志愿队伍组织化ꎻ 通过推行 “需求调

查———项 目 策 划———平 台 发 布———组 织 承

接———服务评估” 的运作流程ꎬ 用项目固化志

愿者、 服务内容、 活动目标ꎬ 实现志愿服务活动

项目化ꎻ 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志愿者注册网上登

记、 志愿服务网上发起、 志愿项目网上对接、 志

愿事迹网上点赞、 志愿精神网上传播等一系列

方式ꎬ 实现志愿服务管理信息化ꎮ 目前仅在合肥

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就有社区帮客队伍 ８９ 支ꎬ
核心志愿者 １６００ 余名ꎮ 社区帮客志愿行活动现

已成为合肥市有效整合社区志愿服务资源、 贴

心服务居民群众的响亮品牌ꎮ

滁州市 “道德信贷”
让好人好报、 德者有得

为破解 “有德无得” “好人没好报” 的道

德建设难题ꎬ 安徽省滁州市通过金融创新ꎬ 创

造性地实施 “以文明作担保ꎬ 用道德做抵押”
的道德信贷工程ꎬ 变资金 “输血” 为金融 “造
血”ꎬ 有效改善和提高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的生产生活条件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年底ꎬ 滁州市已累计向 １１０ 余名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发放道德信贷资金 １ 亿余元ꎮ
建立三项机制ꎬ 强力推进ꎮ 一是建立组织

领导机制ꎮ 成立滁州市道德信贷工程领导小

组ꎬ 指挥调度全市试点工作ꎬ 制定出台 «滁州

市道德信贷试点办法» 和 «滁州市道德信贷试

点工作推进计划»ꎮ 各地各参与部门均成立相

应领导组织ꎮ 二是建立协调调度机制ꎮ 制定道

德信贷工程联席会议制度ꎬ 协调解决运行问

题ꎬ 研究推进试点工作ꎬ 坚持按月调度ꎮ 三是

建立督查考核机制ꎮ 市道德信贷领导小组定期

开展督查ꎬ 了解情况ꎬ 纠正问题ꎬ 督促整改ꎮ
健全三套数据ꎬ 规范运作ꎮ 一是健全好人

数据库ꎮ 对县级及以上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逐

人建立 «道德信贷档案卡»ꎬ 一人一档、 动态

更新ꎬ 定期提供给承办银行ꎮ 二是健全授信数

据库ꎮ 由各承办银行负责ꎬ 担保公司配合ꎬ 对

符合信贷条件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按荣誉层

级实行分档授信ꎬ 县、 市、 省级以上分别可获

得 １０ 万、 ２０ 万、 ３０ 万的授信额度ꎬ 诚实守信

类在分档授信额的基础上上浮 ５０％ꎮ 三是健全

用信数据库ꎮ 由各承办银行负责ꎬ 对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的用信还贷情况进行跟踪记录、 纳

入档案ꎮ
实行三优服务ꎬ 彰显导向ꎮ 构建 “一个好

人ꎬ 一份档案ꎬ 一个绿色通道、 一张易贷卡、
一名客户经理” 的 “五个一” 服务体系ꎬ 实行

“三优服务”ꎮ 一是优先贷款ꎮ 担保公司实行

“集中上会ꎬ 一次审批”ꎬ 快速提供担保服务ꎮ
银行开辟 “绿色通道”ꎬ 简化、 优化贷款程序ꎬ
快速发放 “易贷卡”ꎮ 二是优惠费率ꎮ 道德信

贷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利率ꎬ
超过分档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超

过 ３０％ꎮ 分档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实行担保 “双
免” 政策ꎬ 即免提供反担保财产、 免缴担保

费ꎻ 超过分档授信额部分ꎬ 担保费率不超过

１ ５％ꎮ 三是优质服务ꎮ 实行 “一次核定、 管用

三年、 随用随贷、 周转使用” 的服务政策ꎬ 并

指定客户经理跟踪服务ꎮ
严把三道关口ꎬ 强化管理ꎮ 一是严把资格

审核关ꎮ 各级文明办、 承办银行、 担保公司层

层把关ꎬ 实施动态管理ꎬ 防止冒贷、 转贷和转

移用途等现象ꎮ 二是严把评级授信关ꎮ 承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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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担保公司联合开展入户调查ꎬ 核定贷款资

质ꎬ 符合条件且有信贷需求的全部授信建档ꎻ
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在档案中注明ꎻ 符合条件但

暂无信贷需求的ꎬ 以 «道德信贷授信意向书»
的形式将信贷政策和拟授信额逐一送达ꎬ 并入

档留存ꎮ 三是严把贷后使用关ꎮ 加强对信贷资

金流向的跟踪监督、 管理和服务ꎬ 帮助借款人

用好信贷资金ꎮ 道德信贷全部纳入省 “４３２１”
政银担风险分担体系ꎮ 建立失信惩戒机制ꎬ 对

主观恶意拖欠贷款本息的借款人及时终止授信

用信ꎬ 纳入诚信黑名单ꎬ 取消荣誉称号ꎮ
加强三项宣传ꎬ 营造氛围ꎮ 一是加强工作

宣传ꎮ 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编发工作简报ꎬ 总

结交流各地的工作进展和典型做法ꎮ 二是加强

政策宣传ꎮ 结合道德讲堂总堂等活动开展集中

授信ꎮ 通过制作专题单页和宣传展板ꎬ 将信贷

政策精准送达每一位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ꎮ 三

是加强舆论宣传ꎮ 一方面组织市级主流媒体开

展重点宣传ꎻ 另一方面邀请省级以上主流媒

体ꎬ 广泛宣传道德信贷创新做法和工作成效ꎬ
进一步扩大道德信贷工程的影响力ꎮ

弋矶山公共服务中心打造

“３６５ 幸福家园”
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公共服务中心以为民

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发挥行政、 市场和志

愿互助作用ꎬ 建立由中心、 社区、 加盟单位组

成的三级爱心服务网ꎬ 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照

料类、 医疗保健类、 文化教育类、 法律维权

类、 居家养老类和志愿服务类等六大系列服

务ꎬ 并结合 “耐心倾听、 细心询问、 用心解

答、 热心服务、 精心办事” 五心服务ꎬ 打造

“３６５ 幸福家园”ꎮ
弋矶山公共服务中心成立 “３６５ 幸福家园

服务中心”ꎬ 各社区设立 “３６５ 幸福家园服务

站”ꎬ 近 ５０ 家知名度高、 信誉好的爱心企业经

过公平竞争成为 “３６５ 幸福家园加盟点”ꎮ 加盟

点签订服务协议ꎬ 承诺以优惠的价格ꎬ 采取专

业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方式ꎬ 及时为辖区

居民提供优质、 高效的爱心服务ꎮ
“３６５ 幸福家园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中

心) 印制了 １ ７ 万余份 “爱心服务联系卡” 和

“给居民的一封信” 送到辖区每个家庭ꎮ “爱心

服务联系卡” 上印有生活照料类等 ６ 大系列 ４０
余种服务项目以及中心、 社区、 加盟商家的电

话ꎬ 辖区内 １２ 万名居民按需 “点单”ꎮ 中心、
社区、 加盟商家按单上门提供质优价廉的开

锁、 购物、 送餐、 理发等生活照料类ꎬ 健康教

育、 康复护理、 家庭病床等医疗保健类ꎬ 书法

绘画、 职业介绍、 技能培训等文化教育类ꎬ 法

制宣传、 法律讲座、 法律援助等法律维权类ꎬ
精神关爱等居家服务类ꎬ 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

类服务ꎮ 六类服务的重点对象为 “三无” 老人

等特困群体ꎬ 中心通过列支专项经费和自筹经

费方式筹资ꎬ 为他们提供无偿、 低偿服务ꎬ 并

给每人每月分别发放价值 ２００ 元、 ５０ 元的代金

券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共发放代金券 ２０１８ 人

次、 １７６５００ 元ꎬ 其 中 无 偿 发 放 ５２５ 人 次、
１０５０００ 元ꎬ 低偿发放 １２５６ 人次、 ６２８００ 元ꎬ 发

放 ９０ 岁以上高龄补贴 ８７ 人次、 ８７００ 元ꎻ 志愿

服务队伍提供包括上门服务等各类志愿服务累

计 ７８７０ 人次ꎮ
弋矶山公共服务中心、 各社区每天耐心接

听居民的咨询电话ꎬ 细心询问居民需求ꎬ 用心

为居民答疑解惑ꎬ 热心联系加盟点ꎬ 或直接上

门提供多层次、 多样化、 全方位的精心服务ꎮ
为抓好 “五心” 服务ꎬ 中心依托 “爱心储蓄银

行” 等载体ꎬ 分别与各爱心加盟点和志愿服务

队签订爱心服务协议和爱心承诺书ꎬ 通过开展

服务培训、 评选服务之星、 邀请居民代表参与

监督、 公布投诉电话、 实行奖惩制度等方式ꎬ
不断提高服务人员素质ꎮ

“３６５ 幸福家园” 借助 “居民先享服务、 街

道后买服务” 这一社区服务管理模式ꎬ 汇聚、
整合辖区优势资源服务居民ꎬ 社区居民生活更

加便利、 快捷ꎬ 弱势居民有困难能及时得到帮

助ꎬ 残疾人生活得更加方便ꎬ 老年人生活得更健

康、 充实、 幸福ꎬ 形成了社区居民方便、 加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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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盈利、 社区服务提质的三赢局面ꎮ

铜陵市 “四化” 工程促创城
铜陵市紧扣 “以人为本、 创建为民” 工作

宗旨ꎬ 紧盯常态长效工作目标ꎬ 紧抓落细落小

落实工作环节ꎬ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ꎬ 深入

推进 “队伍网格化、 管理标准化、 督查制度

化、 奖惩公开化” 的 “四化” 工程ꎬ 推动文明

创建向精细化、 规范化、 制度化转型ꎬ 城市管

理水平大幅提高ꎬ 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ꎮ
全域覆盖ꎬ “队伍网格化” 到边到角ꎮ 县、

区与市交通、 公安、 城管、 环卫等创建职能部门

将主次干道、 支道及城乡接合部等重要管理按

辖区块、 片、 段、 点四个层次分成单元网格ꎬ 确

定各层次及单元网格的管理单位和责任人ꎬ 明

确单位、 人员、 任务、 时间、 责任和奖惩ꎬ 每一

个单元网格都有人值守、 巡查ꎮ 责任人坚持问题

导向ꎬ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ꎬ 小问题在第一时

间解决ꎬ 大问题及时上报协调联动解决ꎮ
印发 «铜陵市重点创建职能部门管理标准

化、 个性化工作手册»ꎬ 用于创建督查和社会

评议ꎮ 县、 区和市创建责任部门将创建工作分

区域、 分路段、 分时段制定详细管理标准ꎬ 实

行切块划片、 分段包干、 责任到人ꎬ 确保每个

网格都定员、 定岗、 定责ꎬ 每个一线工作人员

都明确自己的责任范围、 工作标准ꎬ 切实做到

用管理标准促进工作人员在一线履职尽责ꎬ 用

管理标准推动工作人员在一线查找问题ꎬ 用管

理标准促使工作人员在一线整改问题ꎬ 用管理

标准确保工作人员在一线提升水平ꎬ 全面发挥

创建职能部门一线队伍在文明创建和城市管理

中战斗堡垒作用ꎮ
依据队伍网格化和管理标准化有关内容ꎬ

铜陵市实行四级督查创建活动ꎮ 一是全市 ４０ 名

市级领导干部、 ７４ 个市直部门分别联系 ４０ 个

社区、 ４０ 条道路ꎬ 每年开展近 ２００ 次创建督导

活动ꎮ 二是铜陵市创建督查组对创建职能部门

进行每日督查ꎬ 每周通报ꎬ 督查问题作为每月

创建例会的重点点评内容ꎬ ２０１５ 年共召开 １０
次创建例会专题通报督查内容ꎮ 三是铜陵市文

明办积极开展督查工作ꎬ ２０１５ 年共开展了 ２８
次明察暗访、 模拟检查和专项督查活动ꎬ 督查

问题 ３８０ 多个ꎬ 整改问题 ３７５ 个ꎬ 对 ８ 个问题

进行了协调督办ꎮ 四是 ２０ 个县区和创建职能部

门督查组强化督查力度ꎬ 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开

展督查ꎬ 提高了督查工作的严肃性和有效性ꎮ
铜陵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坚持点评

工作制度ꎬ 对 ５ 个县区和 １５ 个创建职能部门的

各项创建工作ꎬ 实行周考、 月评、 年总的全程

式考核工作方式ꎬ 并将考核情况与奖惩挂钩ꎬ
赏罚分明ꎬ 在新闻媒体公布于众ꎬ 适时约谈惩

戒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已在铜陵日报刊登周考

核 ２４０ 余期、 月测评 ５４ 次ꎬ 促进了创建工作的

常态长效ꎮ

(安徽省文明办供稿)

１２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福建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按照中央文

明办、 省文明委工作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突出重点求深化ꎬ 回

应关切出实招ꎬ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文明城

市、 单位、 村镇创建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ꎬ 志愿服务等各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地落

实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一、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全省文明办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ꎬ 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重点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论述ꎮ 在文明风网开辟专栏ꎬ 打造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网络宣传阵地ꎮ 在 «福建

精神文明建设» 内刊开设学习专版ꎬ 选登全省

各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心得体

会ꎮ 在学用结合上把握工作规律ꎬ 提升工作能

力ꎬ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

列要求和中央文明委、 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委

系列工作部署转化成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建设

项目和工作载体ꎬ 明确重点工作的目标、 任

务、 完成时限ꎬ 有效形成了若干工作的具体实

施方案ꎮ 坚持问题导向ꎬ 创新性开展徒步骑车

察看文明城市创建活动ꎬ 利用周末、 节假日、

下班休息时间深入基层一线ꎬ 知民情解民忧ꎬ
转作风聚民心ꎮ 针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反馈的关于文明创建存在的问题ꎬ 及时开展

调研ꎬ 狠抓整改落实ꎬ 确保谋划工作更加科

学、 推进工作更加扎实、 测评考核更加务实ꎮ
二、 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紧紧抓住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一主线ꎬ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求

进、 成效显著ꎮ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

国梦、 诚信建设、 文明旅游、 公民道德等主

题ꎬ 持续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

活动ꎬ 省属主要媒体、 全国文明城市和提名城

市主要媒体全年共刊播公益广告报纸类作品

１８０９ ７５ 版ꎬ 期刊类作品 ２０３ 版ꎬ 广播类作品

１６８２１７ ４ 分钟ꎬ 电视类作品 ２０５４９６ ５ 分钟ꎮ
大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原创作品

征集评选活动ꎬ 共征集各类公益广告作品 １１３１
件ꎬ 评选出公益广告获奖原创作品平面类 ３８
件、 广播类 １８ 件、 影视类 ２０ 件、 手机类 ８ 件

和网络类 １１ 件ꎮ 组织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推荐和第四届福建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ꎬ 黄志丽、 高君芷 ２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荣誉

称号ꎬ 田云超等 ８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ꎬ
陈素珍等 ３０ 人获省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ꎮ 设计

制作道德模范宣传挂图 １ 万份ꎬ 下发基层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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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ꎮ 组织慰问 ２０ 名生活困难道德模范ꎬ 发放

帮扶资金 ８４ 万元ꎮ 深入开展 “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 活动”ꎬ 全年共推荐评选 “中国好

人” ３０ 个ꎬ 福建好人 １１９ 个ꎬ 编纂出版 «福建

好人传 (２０１４ 卷) »ꎮ 打造 “家训家风” 品

牌ꎬ 编撰 «福建村规民约»ꎬ 收集宋代至改革

开放前的综合性、 廉政性、 环保类、 教育类、
民俗类、 公益类等 １３ 个门类规约ꎬ 共 １５３ 篇、
２５ 万余字ꎮ 编制 «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地图

集»ꎬ 展示全省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成果ꎬ 扩

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影响ꎬ 增强文明创建利

民便民、 为民惠民的实践指向ꎮ 印发 «福建省

实施 “五古丰登” 行动计划»ꎬ 依托古街、 古

厝、 古寺庙、 古树、 古桥等历史文化遗迹ꎬ 拓

展基层宣传文化新阵地ꎬ 传承乡贤文化ꎬ 推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利用春节、 元宵、 清明、
端午等传统节日契机ꎬ 精心组织开展 “我们的

节日” 系列主题活动ꎮ 组织参加全国 “我们的

节日” 主题活动座谈会ꎬ 厦门市委文明办在会

上作经验交流ꎮ
三、 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三明、 泉州、 漳州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ꎬ 福州、 厦门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ꎬ 莆田市、 龙岩市、 平潭综合实验

区获得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地级提名城市ꎬ 福

清市等 ８ 个县市荣获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县级

提名城市ꎬ ２９ 个村镇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村

镇ꎬ ６７ 个单位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ꎮ 召开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先进表彰大会ꎬ 表彰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省级文明城市 (县城、 城区)
３６ 个ꎬ 文明村镇 ３２８ 个ꎬ 文明单位 (含学校、
社区、 风景旅游区和设区市行业) ２４６７ 个ꎮ 着

力推进文明旅游制度化、 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印

发 «２０１５ 年福建省文明旅游工作要点» «福建

省赴台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 «福建省诚信

“红黑榜” 信息联合发布机制» 等指导文件ꎬ
制作 «福建出境文明旅游简明读本» 和 «文明

出境游十大提示语» 等宣传材料ꎮ 新华社、 中

央电视台、 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刊发福建省文

明旅游做法经验报道 ８ 篇ꎮ 建设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ꎬ 形成覆盖全部社会主体、 所有信用信息

类别、 所有区域的信用信息网络ꎬ 征信系统已

覆盖 ２５００ 万人ꎮ 开展徒步骑行察看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ꎮ 建立 “文明创建暗访团”ꎬ 对 ３ 个地

级提名城市开展模拟测评和暗访测评ꎬ 对照测

评指标曝光 “文明死角”ꎬ 并形成问题清单ꎬ
反馈到市 (县)ꎬ 限期整改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 年

全省城市文明程度指数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测评ꎬ 已完成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及 ８ 个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县级) 的年度测评工

作ꎮ 召开全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ꎬ 部

署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和 １１ 个提名城市新一轮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ꎮ 制定 «福建省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基本规程»ꎬ 出台 «福建省创建全国文明

单位管理办法»ꎮ 印发 «福建省农村社会风气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意见»ꎬ 召开农村社会

风气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工作会议ꎬ 制定出

台相关文件、 制度 １６０ 多份ꎬ 修订和设立村规

民约 ４０００ 多个ꎬ 发出倡导移风易俗、 文明生活

方式等各类倡议书 １２６ 万多份ꎬ 开展各类执法、
检查督导 １ 万多次ꎬ 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６７００ 多

次ꎮ 确定首批全省 １０ 个美丽乡村文明示范村ꎬ
编制 «关于实施美丽乡村文明建设示范村创建

项目的通知» 和 «福建省美丽乡村文明建设示

范村考评标准»ꎮ 开展一对一 “结对子、 种文

化” 活动ꎬ 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参与率达 ８０％
以上ꎮ

四、 全力打造未成年人成长优质环境
整合地方资源ꎬ 统筹部门合力ꎬ “软”

“硬” 兼施ꎬ 打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环境ꎮ
联合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完成 ８９ 所新建乡村学

校少年宫年度评估考核ꎬ 下拨年度运转经费ꎮ
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情况专题调研ꎬ 形成

“十二五” 项目实施评估报告ꎬ 并报中央文明

办ꎮ 召开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

进会暨骨干人员培训会ꎬ 举办第三期福建省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骨干人员培训班ꎮ 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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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央项目 “未成年人课外阅读实践基地” 建

设ꎮ 进一步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校园行” 网络

对接系统ꎬ 将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和 ８ 个全国文

明城市县级提名城市纳入试点范围ꎮ 组织各地

公共文化服务单位上传活动项目ꎬ 开展文化进

校园集中服务活动ꎮ 目前ꎬ 提供文化服务的企

事业单位 ２３２ 家ꎬ 发布服务项目 １２００ 多项ꎬ 对

接成功并开展活动 ５００ 多场次ꎬ 服务学校 ３００
多所ꎮ 六一期间ꎬ 推荐 ３ 名美德少年事迹在中

央文明网、 央视网集中展播ꎮ 文明风网制作美

德少年专题展示页面ꎬ 集中展示 ２２ 名省级美德

少年事迹ꎮ 启动第三届福建省美德少年评选表

彰活动ꎬ 共评出美德少年 １６ 名ꎮ 深入开展清明

祭英烈、 六一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七一童心

向党、 十一向国旗敬礼 ４ 项集中性教育实践活

动ꎮ 清明期间ꎬ 全省 １７０ 多万人次参与 “网上

祭英烈” 活动ꎮ 国庆期间ꎬ 全省参与 “向国旗

敬礼” 网上签名寄语人数达 ２０７ 万人次ꎮ 举办

“童心向党” 歌咏暨优秀童谣传唱展演活动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童心向党” 歌咏节目 ２０
台ꎬ 在文明风网展播 ２９ 台ꎮ 组织福建省第三届

优秀童谣征集活动ꎬ 共征集作品 ２５０ 多篇ꎬ 评

选出成人组获奖作品 ９ 篇ꎬ 未成年人组获奖作

品 ４ 篇ꎮ 编印 «中华美德书法名家集字帖»
(丛书)ꎬ 分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共 ４ 种ꎮ
召集省委网络办、 省公安厅、 省文化厅、 省工

商局、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通信管理局等部

门研究安排全省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暑期联合

行动ꎮ

五、 着力提升志愿服务工作水平
启动 “邻里守望、 情暖八闽” 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ꎬ 把困难群众作为服务重点ꎬ 围绕爱心

扶助老弱、 热心守望邻里、 尽心服务居民、 用

心建设社区 “五爱” 为主要内容设计接地气项

目ꎬ 开展顺民意活动ꎮ 启用全国 “志愿云” 信

息系统ꎬ 完成全省近 ２００ 万注册志愿者的数据

转移ꎬ 实现全国范围志愿服务记录的查询、 转

移和共享等功能ꎮ 指导福州市做好全国青运会

赛会志愿者与城市志愿者招募系统的开发与运

行工作ꎬ 青运会期间ꎬ 全省招募 ３ 万多名志愿

者开展 “同迎青运、 共创文明” 主题活动ꎮ 做

好全省首批 ２３５ 个志愿服务记录单位的试点工

作ꎬ 推动共产党员到社区报到、 进社区服务ꎮ
举办全省志愿云信息系统培训班ꎬ 探索发行全

省统一的志愿服务卡ꎮ 开展三期志愿服务骨干

培训班ꎮ 会同省民政厅等部门积极推动 «福建

志愿服务条例» 立法进程ꎮ 联合省政协、 省医

学会等单位指导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医务志愿者

协会ꎮ 组织开展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 典型推介活动ꎬ 全省共征集最美典型 １２５
个ꎮ 继续做好全省首批 ２３５ 个志愿服务记录单

位的试点工作ꎮ 着力培育福建 “水之声” 合唱

团、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福建同人助残、
晋江市供电公司党员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福建

观鸟会等 １０ 支志愿服务品牌队伍ꎬ 深入挖掘志

愿服务品牌的内涵ꎬ 发挥品牌项目的导向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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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精心编印 «文明地图集»
２０１５ 年ꎬ 福建省为充分展现本省全国文明

城市及提名城市 (含地级市、 县级)ꎬ 深化各

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成

果ꎬ 扩大文明创建队伍、 项目、 载体、 品牌活

动的影响ꎬ 增强文明创建利民便民、 为民惠民

的实践指向ꎬ 精心编制出版 «福建省文明地图

集»ꎬ 对于进一步宣传传播精神文明成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一是展示文明创建成果ꎮ 以地图形式ꎬ 图

文并茂地展示各地在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

改善民生、 完善基础设施、 强化城市管理等方

面的成效ꎬ 让普通群众直观感受文明创建引发

的可喜成果ꎮ 二是提供便民利民服务ꎮ 将文明

创建载体平台、 场所场馆等文明专题数据进行

空间位置化ꎬ 并精准叠加到相应的便民服务地

图上ꎬ 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便捷的地图

搜索及文化服务ꎮ 三是作为文明创建活动指

南ꎮ 按照地图导览方式ꎬ 介绍全省重点城市文

明创建主要项目的形式内容、 时间地点等信

息ꎬ 公众可按图索骥ꎬ 参与各地有关文明创建

活动ꎬ 进而扩大知晓率、 影响力ꎮ
«福建省文明地图集» 分文明福建概览篇、

文明城市建设篇、 文明县城建设篇三部分ꎬ 内

容突出全国文明城市考评体系 “八大环境建

设” 和近年来中央文明委、 福建省文明委重点

工作的内容ꎮ 文明福建概览篇主要反映福建全

省开展文明城市 (县城)、 文明单位、 文明村

镇、 文明行业、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物质文

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 文化设

施、 志愿服务、 未成年人教育、 诚信福建等文

明创建活动的总体概况ꎻ 文明城市建设篇主要

反映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三明 ５ 个全国

文明城市以及莆田、 龙岩、 平潭综合实验区 ３
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地级市) 在公共环

境、 公共设施、 文化遗存、 文明单位、 文明村

镇、 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 未成年人教育等方

面的特色及成效ꎻ 文明县城建设篇主要反映福

清、 石狮、 晋江、 长泰、 惠安、 泰宁、 沙县、
武平 ８ 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县级) 以及

德化、 永春 ２ 个全国文明县城在公共环境、 文

化设施、 道德建设、 文明单位、 文明村镇、 志

愿服务、 未成年人教育等方面的特色及成效ꎮ
编制文明地图集是福建省推进文明创建工

作的一项创新、 一次尝试ꎬ 是联系群众、 服务

群众的一个桥梁、 一条纽带ꎮ

福州市积极打造两岸志愿者

生态保护共同行动项目
为进一步加强榕台两地志愿者合作ꎬ 推动

福州市志愿服务工作水平ꎬ 福州市积极策划组

织市志愿者联合会、 市 “牵手之家” 志愿服务

团队、 省环保协会、 省观鸟志愿者协会、 长乐

市生态保护志愿者协会等志愿服务组织与高雄

志愿者联合会、 慈济总会、 台北野鸟会等台湾

志愿服务团体开展 “美丽海峡美丽心灵” 两

岸志愿者生态保护共同行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两岸志愿者紧密围绕环保宣传、

珍稀鸟类保护、 湿地保护、 植绿护绿等主题ꎬ
积极开展各类生态保护活动 １２０ 多场次ꎬ 进一

步提升了两岸志愿者生态保护共同行动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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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ꎮ 一是开展 “两岸牵手保育生

灵” 珍惜鸟类保护活动ꎮ 围绕保护极度濒危物

种 “神话之鸟” 中华凤头燕鸥等海峡珍稀鸟

类ꎬ 邀请台北、 高雄、 马祖、 澎湖等地的野鸟

会志愿者来到福州ꎬ 与福州观鸟志愿者共同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榕台志愿者深入学校、 社

区、 渔村ꎬ 通过图片展览、 纪录片展播、 互动

生态教育游戏等ꎬ 对市民宣传普及珍稀鸟类的

背景知识及保护举措ꎮ 市委文明办联合省观鸟

会制作闽江口湿地珍稀鸟类宣传展板ꎬ 在长乐

机场进行两个多月的宣传展览ꎬ 提升市民群众

保育珍稀鸟类意识ꎮ 二是组织 “两岸牵手保

护湿地” 志愿服务活动ꎮ 市志愿者联合会通过

福州日报、 福州晚报向全市招募了 ２３０ 多名湿

地保护志愿者ꎬ ２０１５ 年组织志愿者赴闽江河口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清理海漂垃圾等湿

地保护活动 ３０ 多场ꎮ 同时ꎬ 深入保护区附近村

居、 学校宣传保护湿地、 保护母亲河等生态文

明理念ꎬ 号召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湿地保护志

愿服务ꎬ 推动提升市民群众对湿地保护工作的

支持度和参与度ꎮ 三是开展 “两岸牵手共美

福州” 植绿护绿活动ꎮ 以 ３ 月 “学雷锋月” 和

植树节为重要节点ꎬ 以 “两岸牵手共美福

州” 为主题ꎬ 组织福州市环保志愿者与在榕台

商及其家属成立植绿护绿志愿服务团队ꎬ 共同

开展植树护林、 生态保护宣传等活动ꎬ 着力呼

吁社会关注生态文明ꎬ 共同为建设美丽福州而

努力ꎮ

厦门市全力推进全国公共文明

行为典范城市创建
为进一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与城市文明水

平ꎬ 根据厦门市人大有关提案ꎬ 市委文明办提

出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标杆城市ꎬ 将厦门打

造成为全国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市” 的创建目

标ꎬ 并在思明、 湖里、 海沧等区和交通、 卫

生、 教育、 旅游等相关行业先试先行ꎬ 开展公

共文明行为示范城市创建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起ꎬ 市委文明办通过加强组织领导、 营造氛

围、 分类创建、 示范引领等措施推动公共文明

行为典范城市建设ꎮ
厦门市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ꎬ 召开全市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座谈会ꎬ 研究部署

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市创建工作ꎬ 制定出台

«厦门市创建 “全国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市”
工作方案»ꎬ 明确创建目标、 活动与责任分工

等内容ꎮ
市委文明办印发 «关于在全市开展 “文明

小白鹭ꎬ 陋习我说不” 活动的方案»ꎬ 协调组

织市属主要媒体围绕 “厦门市争当市民文明行

为示范城” “征集市民期待改善的不文明行为”
等主题进行宣传报道ꎬ 并制作 “向不文明行为

说不” 公益广告ꎬ 在厦门电视台、 厦门日报、
公交 Ｔ 频道等媒体进行大力宣传ꎬ 为打造公共

文明行为示范城营造良好氛围ꎮ
各区、 各有关部门立足工作实际ꎬ 开展各

具特色的各类创建活动ꎮ 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

和南普陀寺联合发起践行垃圾不落地及 “善心

善行 ３６５” 活动ꎻ 公安交警部门成立 “义务交

警队”ꎬ 开展 “呵护斑马线” 行动ꎻ 交通运输

部门设立公共文明行为示范公交站、 公交路

线ꎬ 在重点旅游线路推广 “无饮食车厢”ꎻ 市

卫计委在全市各大型医院开展 “最有人情味医

院” 建设ꎻ 教育部门在全市中小学校开 “文明

小白鹭ꎬ 陋习我说不” 活动ꎻ 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和各级文明单位也纷纷开展公共文明行为宣

传引导活动ꎮ
为使公共文明行为的宣传教育见人见物ꎬ

市委文明办结合文明社区、 文明村镇创建活

动ꎬ 在各区各确定一个项目ꎬ 采取市、 区、 街

(镇) 三级给予一定配套补助的方式ꎬ 建设一

批市民文明行为示范基地ꎬ 全市共建成思明区

龙头路垃圾不落地示范街、 湖里区金山社区小

白鹭文明示范园、 海沧区双十中学附属学校文

明行为示范校等公共文明行为示范点ꎮ
厦门市 “打造全国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

市” 案例获评 ２０１５ 全国民生改善优秀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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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成立 “身边好人” 联谊会
为学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事迹ꎬ 带动

更多的人 “学好人ꎬ 做好人”ꎬ 三明市梅列区

成立 “身边好人” 联谊会ꎬ 由各级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十佳市民、 优秀志愿者、 道德之星

等先进物组成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该联谊会正式向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组织———梅列区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联谊会ꎮ
梅列区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联谊会ꎮ 已

有 １０５ 名会员ꎬ 联谊会全面深入了解全区道德

模范、 身边好人的生产、 生活、 工作情况ꎬ 以

及获奖后的思想动态ꎬ 充分发挥他们的正能

量ꎬ 充分发挥榜样示范的后续力量ꎬ 把他们组

成一个 “大家庭”ꎬ 构建沟通交流服务平台ꎮ
联谊会秉承弘扬雷锋精神ꎬ 践行忠心留给

国家、 孝心留给父母、 爱心留给他人、 关心留

给弱者、 诚心留给民众、 信心留给自己的 “六
心” 品德观ꎬ 凝聚力量ꎬ 为社会、 为有困难人

群ꎬ 尽己所能ꎬ 献爱心办实事ꎬ 让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奖章继续闪光ꎮ 组织好人广泛开

展 “学雷锋ꎬ 身边好人在行动” 系列活动ꎬ 向

社会传递正能量ꎮ 如 “迎三八ꎬ 关爱母亲”
“植绿护绿ꎬ 美化校园” “捐一份热血ꎬ 献一片

爱心” “好人帮好人ꎬ 节日送温暖”、 学雷锋环

保等行动ꎬ 实时开展公益事业活动ꎮ
从 «三明日报» 第一篇报道 “梅列区成立

身边好人联谊会 　 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起ꎬ
全国、 省、 市文明网ꎬ 福建之窗、 东南网、 平

安网ꎬ 三明政府网、 三明资讯网ꎬ 三明电视

台、 三明日报、 三明侨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长期

关注着联谊会工作动态ꎮ 新华网转载 «文明自

己　 关爱他人　 奉献社会———梅列区为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 授旗»ꎻ ２０１５ 年ꎬ 三明日报

头版头条报道 «梅列: 中秋送温暖 　 好人一

家亲»ꎬ 特别是全国青运会期间ꎬ «三明: 道

德模范 “服务青运 　 奉献自己” » 等三篇连

续报道文章ꎬ 集中宣传梅列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事迹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由福建省志愿服务基金会

出资ꎬ 联谊会在东安社区成立梅列区首个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志愿服务站ꎬ 由会员中身体素质

好ꎬ 政治觉悟较高的人员组成ꎬ 并配齐办公桌

椅、 电脑、 打印机等硬件设施ꎬ 让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志愿服务点ꎬ 届时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能在本镇、 本村、 本点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ꎬ 使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的精神发扬光大ꎮ

武平县开展 “七个一” 活动

打造 “好人之城”
２０１５ 年ꎬ 福建省武平县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把 “好人建设”
作为深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载体ꎬ 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抓手ꎬ
精心策划 “七个一” 公民道德教育系列活动ꎬ
成效显著ꎮ

一是树立一批道德标杆ꎮ 以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 第四届福建省道德模范的评选推荐活

动为契机ꎬ 启动第三届县道德模范评选活动ꎬ
评选出 １０ 名道德模范ꎬ 各乡镇、 村纷纷开展推

荐评选道德模范活动ꎬ 涌现出邓秀英、 王桂发

等一批道德典型ꎬ 他们的凡人善举ꎬ 感动着人

们ꎬ 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魄的道德赞歌ꎮ 二是

建设一条道德教育街ꎮ 在育才路、 迎宾路建设

“道德教育一条街”ꎬ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在宣传

栏、 围栏、 建筑围挡上设置 “新二十四孝”、
中国梦、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宣传画及武平县孝

老爱亲道德典型的事迹ꎮ 三是出版一套道德教

育资料ꎮ 配合省、 市电视台拍摄邓秀英、 刘路

连、 邱其华等 ７ 位道德典型先进事迹专题片ꎬ
在电视、 网络、 微信中广泛传播ꎻ 编写 «好人

之城» 等道德教育系列丛书ꎬ 免费赠送全县机

关干部、 群众和在校师生ꎻ 在各乡镇、 社区、
网页建立善行义举榜ꎬ 形成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的浓厚氛围ꎮ 四是建设一个模范好人展馆ꎮ 为

提高道德教育的观赏性、 趣味性和互动性ꎬ 打

造好人效应、 感召励人ꎬ 多方筹措资金ꎬ 在县

博物馆启动建设 “好人之城数字体验馆”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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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组建一支道德巡讲队伍ꎮ 利用现有 “教育资

源”ꎬ 组建道德模范事迹巡讲团ꎬ 深入各乡镇、
单位、 学校、 社区开展道德模范事迹进基层巡

讲活动 １８ 场ꎬ 在全县掀起学模范、 当好人的深

厚氛围ꎮ 六是固定一个道德教育场所ꎮ 在市民

服务中心固定一个道德讲堂总堂ꎬ 每月开展一

次全县性的道德讲堂教育活动ꎻ 各单位设立单

位道德讲堂 ８５ 个ꎬ 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２００ 余场

次ꎬ 受众达 ２００００ 多人次ꎬ 有效推进市民文明

素质的提升ꎻ 采取共建帮扶的形式ꎬ 在全县 １７
个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ꎬ 用

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七

是组织一次关爱帮扶行动ꎮ 根据 «武平县帮扶

和礼遇道德模范实施办法»ꎬ 通过召开座谈会、
困难帮扶、 节日慰问、 参加保险ꎬ 对各类 “困
难道德模范” 进行 “精准扶贫”ꎬ 其中ꎬ 省道

德模范蓝富昌在各级文明办的帮扶下种植中药

材砂仁 １０ 余亩ꎬ 目前丰收在望ꎬ 走上了致富

之路ꎮ

(福建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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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关

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ꎬ 紧扣中央

文明委和省委的决策部署ꎬ 组织文明委各成

员单位履职尽责ꎬ 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

落实ꎮ 全省精神文明战线围绕中心ꎬ 服务大

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ꎬ 唱响主旋律ꎬ 凝聚正能量ꎬ 助推中国梦ꎬ
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全

省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ꎬ 公民文明素质

进一步提升ꎬ 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ꎬ 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文化保证和道德支撑ꎮ
一、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主题宣传教育ꎬ 进一步坚定了干部群

众的理想信念
１. 大力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ꎮ 江西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来抓ꎬ 围绕 “四个全面” “三严三实”
“一个希望ꎬ 三个着力”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等重点内容ꎬ 发挥党

委中心组的龙头示范作用ꎬ 组织开展党课、 专

题讲座等各类形式的学习活动ꎬ 积极宣传阐释

“四个全面” “五大发展理念”ꎮ 各地各单位都

把学习活动纳入了干部年度培训计划ꎬ 有力带

动和促进了全省学习讲话精神的持续深入ꎮ 省

文明委各成员单位共组织专题学习会 ２００ 多次ꎬ
安排 赴 基 层 专 题 学 习 调 研 近 ５０ 次ꎬ 发 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论述摘编» 等读本近 ２０ 万册ꎮ 省直主

要新闻媒体纷纷开辟专栏专题ꎬ 报道基层单位

学习的经验和做法ꎬ 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ꎬ
在全省上下兴起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ꎮ
２.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主题宣

传教育系列活动ꎮ 江西省文明办联合有关部门

围绕 “唱响中国梦抒发童年梦想” 主题ꎬ 举

办了 “唱响中国梦” 原创少儿歌曲、 童谣、 舞

蹈、 诗歌电视大赛ꎬ 吸引了 １００ 多万青少年学

生参加ꎮ 组织开展的全省中国梦主题教育读书

活动、 “中国梦我的梦” 讲故事大赛ꎬ 共收

到网络征文 ５０３２９ 篇ꎬ 全省近 ３０ 万中小学生

参加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等

单位联合主办了中国梦进校园活动、 “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与青少年面对面” 活动、 “红色

文化进课堂” 活动ꎮ 省委宣传部、 省总工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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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奉献爱心价值———践行中国梦”
活动ꎬ 并在省直媒体推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和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ꎮ
省教育厅开展了 “传递正能量ꎬ 实现中国梦”
学生社团文化精品展演等活动ꎬ 深受广大青少

年欢迎ꎮ
二、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１. 深入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ꎮ 江西省文明委各

成员单位着力把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结合起来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与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建设结合起

来ꎬ 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积极组织协调

各地各有关单位通过建设核心价值观主题公

园、 主题广场、 主题街道ꎬ 举办文艺汇演、 专

题演讲以及 “道德讲堂” “德育之家” 等方式ꎬ
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设落到基层、 贴近群众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妇联以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良好家风” 为主题ꎬ 共

同主办了第二届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ꎮ 宁宏

昌、 蒋新东、 陈凡经 ３ 个家庭当选全国 “最美

家庭”ꎬ 段华胜等 ７ 个家庭当选全国 “最美家

庭” 提名家庭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省领导会

见了全国和全省 “最美家庭” 代表ꎮ ４ 月 １４—
１７ 日ꎬ 根据中宣部的统一部署ꎬ 人民日报、 新

华社、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等 １１
家中央主要媒体和江西日报、 江西卫视、 江西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江西网等省直主要媒体对

江西省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进行了集中采访

报道ꎮ
为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ꎬ 突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线ꎬ 强化网络教学、 案例教学

和实践教学ꎬ 切实把 “三个倡导” 内容融入学

校教育全过程ꎬ 省教育厅制定实施了中小学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意见ꎬ 推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 社会实

践和文化育人ꎮ 此外ꎬ 还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

“百千万” 活动ꎬ 充分利用全省 ３７６ 个国家、
省、 市、 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５０２ 处各级

各类纪念设施ꎬ 广泛组织青少年开展参观学

习、 入党入团入队仪式、 祭悼烈士等活动ꎬ 实

现 “百个基地联动、 举办千场主题活动、 百万

青少年参加”ꎬ 社会反响热烈ꎮ
２. 广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宣传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协调各级各

类媒体、 通信运营商加大公益广告制作刊播的

投入ꎬ 充分发挥公益广告的宣传效应ꎮ 重点发

动省直各新闻单位ꎬ 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ꎬ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ꎬ 全省公益广告宣传

有序推进ꎮ ２０１５ 年全年ꎬ 共刊播各类公益广告

近 １０ 万条ꎬ 制作发布各类原创公益广告 １３００
余件ꎬ 转发中央通稿 ９００ 多件ꎬ 下载 １３ 万多

次ꎮ 如ꎬ 江西日报全年刊播公益广告 ９４ 期共

５０ 个整版ꎬ 报眼刊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４０
期ꎮ 南昌市在全市的 ２９ 个地铁工地ꎬ ２００ 多个

建筑工地利用围挡设置公益广告 ６０００ 余块ꎬ 面

积达 ８ 万多平方米ꎬ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４ 字” 全覆盖ꎮ
３. 积极促进尊法学法守法用法ꎮ 根据 «中

共江西省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实施

意见» 和省委 “保障社会公正、 促进社会诚

信、 维护社会秩序” 三大法治建设重点任务ꎬ
江西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积极营造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浓厚氛围ꎬ 举办了专题法律法规培

训、 讲座和 « “六五” 普法知识读本» 学习ꎬ
通过集中学法考试检验学法效果ꎬ 增强法治

观念ꎮ
江西省文明办把 “法治教育、 依法行政、

守法经营” 等纳入了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

明单位创建测评的重要内容ꎮ 组织协调各地各

有关单位通过各级各类媒体、 公交站台、 电子

显示屏、 户外广告牌、 建筑围挡等媒介重点刊

播法治建设方面的公益广告ꎬ 宣传法治理念ꎬ
弘扬法治精神ꎬ 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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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法ꎬ 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ꎮ 省委

政法委精心谋划、 有力推动法治建设 １９８ 项年

度工作任务落实ꎬ 总结推广了一批基层依法治

理的亮点品牌ꎻ 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ꎬ 深化

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ꎬ 保障了社会公正ꎻ 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

题ꎻ 开设 “法治大讲堂”ꎬ 定期邀请国内不同

领域的著名法学专家学者ꎬ 有计划地为政法系

统领导干部开展集体授课培训ꎮ 省委宣传部、
省司法厅制定了 «法治江西建设媒体宣传工作

方案»ꎬ 在报纸、 广播和电视等主流媒体ꎬ 分

别开设 “法治江西” 建设专题专栏ꎬ 连续推出

了 ４ 期 «法治江西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解读、 ２３ 期领导干部法治访谈ꎬ 大力宣

传 “城市管理” “社区矫正” “依法信访” “治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等 １５ 个法治建设典型案

例ꎮ 广泛开展了 “百万网民学法律” “江西十

大法治人物” 评选和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 法

治文化作品创作等活动ꎮ 通过宣传造势ꎬ 在全

省上下逐步形成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决

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的浓厚法治氛围ꎮ
省教育厅、 省司法厅组织开展了全省第二批依

法治校示范校创建ꎬ 并会同团省委下发了 «关
于开展江西省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创建工作的

实施意见»ꎬ 规划建设 ３００ 个青少年法制教育

基地ꎮ
４. 切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江西省的志

愿服务工作在 “建档案、 进社区、 做帮扶” 的

基础上不断深化扩展ꎬ 着眼抓项目、 抓落实ꎬ
建机制、 建网络ꎬ 关民情、 惠民生ꎬ 呈现出

“全社会热情参与ꎬ 广覆盖引领风尚” 的良好

发展势头ꎮ
按照省委 “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

务” 的指示要求ꎬ 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积极组

织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省

直机关 ２０１５ 年共有 ３ ５ 万人次党员志愿者到

９８ 个文明生态帮建村、 １０６ 个共建社区、 ３９ 个

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ꎮ 如省委办公厅在双休日组织全厅在

职党员开展 “亮身份、 树形象、 比奉献” 文明

交通宣传与引导志愿服务ꎬ ３００ 余名党员同志

到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ꎮ 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干

部职工志愿献血 ７３３００ｃｃꎬ 并组织所属医疗机

构广泛开展义诊、 健康咨询、 政策宣讲等志愿

服务ꎬ 仅省肿瘤医院的 “百县千乡健康行” 就

先后赴 ４ 个县市、 ３８ 个乡镇ꎬ 义诊 ３７００ 人次ꎮ
省妇联组建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４５００ 余支ꎬ 巾帼

志愿者 ２２ 万余人ꎮ 高考期间ꎬ 省文明办、 江西

广播电视台继续组织了由广大市民、 出租车司

机组成的 “高考爱心车队”ꎬ 免费接送考生参

加高考ꎮ 科技、 文化、 教育、 消防、 环保、 交

通等部门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行业特色鲜明的志

愿者组织ꎬ 广泛开展各类便民服务ꎬ 涉及各个

领域ꎬ 提供专业化、 长效化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３ 月 ５ 日学雷锋纪念日前后ꎬ 江西省文明

办以 “学习雷锋、 情暖群众” 为主题ꎬ 集中

组织开展了 “学雷锋志愿服务” 系列活动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还在全省启动了 “帮

扶社区空巢老人志愿服务” 活动ꎬ 从省文化

事业建设费中划拨 ２００ 万元ꎬ 帮扶 ５０ 个城市

社区为空巢老人购买康复健身器材ꎬ 建设空

巢老人康复健身室ꎬ 得到了广大社区空巢老

人的好评ꎮ
办好江西志愿服务网ꎬ 为志愿服务制度

化、 常态化、 科学化提供了基础保证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在江西志愿服务网登记注册的

志愿者已近 ３００ 万人ꎬ 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

达到 ６ ８８％ꎻ 在全省 １８３０ 个城市社区设立了

志 愿 服 务 站 ( 点 ) １６１４ 个ꎬ 覆 盖 面 达

８８ ２％ꎻ 志愿服务队近 ２ ３ 万个ꎻ 江西志愿服

务网有效记录全省志愿服务时间已突破 ３５００
万小时ꎮ 江西志愿服务网重点打造的国内首

个志愿服务信息智能记录软件——— «江西志

愿服务在线二维码考勤客户端»ꎬ 入选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志愿服务 ９ 项全国最具创新性和影

响力的举措之一ꎮ
开展了首届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评选表

彰活动ꎬ 南昌市章金媛爱心奉献团等 １０ 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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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服务组织获评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ꎻ
赣江值守志愿服务项目等 １０ 个志愿服务项目

获评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ꎻ 九江市浔阳

区白水街道花果园社区等 １０ 个志愿服务社区

获评优秀志愿服务社区ꎻ 邹德凤、 文飞等 ３０
人获评江西省优秀志愿者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举办了 “榜样的力量———第四届江西省

道德模范暨首届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授奖仪式”ꎮ 经省文明委推荐ꎬ 共有 ９ 个组

织和个人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 先进称号ꎮ
５. 培育和宣传推广了一系列先进典型ꎮ 江

西省广泛开展了全省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推荐评选学习宣传ꎬ 通过层层发动、 层层推

荐ꎬ 让群众来评ꎬ 从群众中选ꎬ 选群众身边的

人ꎬ 取得良好社会反响ꎮ 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推荐和第四届江西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中ꎬ 全省各界推荐参评 １３０４ 人ꎬ ２３ 多万人参

与网络投票ꎬ 各类投票共计 ４６０ 多万张ꎮ 特别

是 “点赞道德模范” 活动ꎬ 动员广大网民和公

众代表为道德模范候选人撰写道德寄语、 发表

道德感言ꎬ 弘扬真善美ꎬ 传递正能量ꎬ 共收到

寄语感言近 ５ 万条ꎬ 社会反响热烈ꎬ 群众好评

如潮ꎮ 评出了第四届江西省道德模范 ２２ 人ꎬ 并

在此基础上ꎬ 推荐了 １１ 人参评全国道德模范ꎮ
毛秉华、 宁宏昌当选全国道德模范ꎬ 蒋新东等

９ 人获提名奖ꎮ
开展了 “道德模范在身边” 主题学习宣传

系列活动ꎬ 通过举办事迹展览、 制作刊播公益

广告、 “故事会” 宣讲、 “传帮带” 等活动ꎬ 宣

传感人事迹ꎬ 传递社会正能量ꎬ 得到群众广泛

好评ꎮ 江西日报开设了 “中国好人” 和 “江西

好人” 风采录固定专栏ꎬ 每月集中报道好人事

迹ꎮ 省文明办还组织了全省道德模范和 “身边

好人” 先进事迹大型图片展览ꎬ 在 １１ 个设区

市巡回展出ꎬ 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ꎬ 共

４４ ６ 万人次观看了展出ꎬ 点赞留言 ３ ２ 万余

条ꎬ 巡展共发放宣传册 ２ ５ 万份ꎮ 省内主流媒

体均作了大篇幅报道ꎬ 江西文明网推出了手机

巡展专题和微信公众号每日预告ꎬ 网上同步开

设的网上巡展专题和手机巡展专题ꎬ 吸引 ２５９
万人次点击ꎬ 手机巡展专题分享率达 １３７９ 人

次ꎬ “文明江西” 微信公众号吸引了超过 ５ 万

人次的浏览和 ８８９ 人次的转发ꎬ 直接阅读量达

１７ 万人次ꎮ
在推出重大典型的同时ꎬ 常态化的 “我推

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也在江西各地如火

如荼地开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共有 ５０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历年共 ４７５ 人入选ꎬ 在全国占

比 ５ ５％ꎬ 高于江西省占全国 ３ ３％的人口比

重ꎮ 江西省文明办还发布了 ４ 期 “江西好人”
(共 １２４ 名)ꎬ 在省直主要媒体开辟了 “江西好

人风采录” 专栏ꎬ 每季度连续 ５ 天集中在省直

各媒体宣传 “身边好人” 的典型事迹ꎮ 此外ꎬ
全省城乡社区、 乡村、 机关、 企事业、 学校、
军警营和窗口单位还普遍设立了 “身边好人

榜”ꎬ 宣扬好人好事ꎬ 标榜善行义举ꎮ ５ 月ꎬ 江

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在宜春市召开了全省

“好人文化” 建设暨 “身边好人榜” 发布工作

推进会ꎮ 一年来ꎬ 各地各单位累计评选、 上榜

发布和宣传 “身边好人” 近 ４０ 万人次ꎮ 江西

文明网 (江西好人网) 还开设了 “模范展馆”ꎬ
在线展示了江西省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先进

事迹图片ꎬ 线上已有 ５１９ 万人次观看了展出ꎬ
在线留言近 ２ ７ 万条ꎮ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ꎬ 使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ꎬ 倡导

好人有好报的良好风尚ꎬ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委宣

传部、 省文明办帮扶了 １７２ 名生活困难的道德

模范和 “身边好人”ꎬ 下拨帮扶资金 ９８ 万元ꎮ
在江西省文明办的统一部署下ꎬ 全省各地在春

节前后陆续开展了走访慰问道德模范和 “身边

好人”ꎬ 为他们送去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关怀ꎮ 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江

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开展了 “好人帮好人”
爱心接力系列活动ꎮ 活动以媒体为纽带ꎬ 整合

全社会资源ꎬ 组织各界公益组织对道德模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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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好人群体开展公益关怀ꎮ 全省有 ５０ 多万人

参与了 “好人帮好人” 系列活动ꎬ 开展大型公

益活动 ４０ 多场ꎬ 帮助身边好人解决困难 ３００００
多个ꎬ 募集善款 ３６０ 多万元ꎬ 救助帮扶各类困

难群众 １ 万余人ꎮ
纵观全年以道德模范评选学习为主线的公

民道德建设工作ꎬ 江西省文明委以评促学ꎬ 以

学正气ꎬ 在全省掀起了评模范、 讲道德、 学先

进的热潮ꎬ 倡导了尊崇道德模范、 关怀道德模

范、 学习道德模范的良好风尚ꎬ 营造了见贤思

齐、 崇德敬义的浓厚氛围ꎮ
６. 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江西每季度

定期整理省级 “诚信红黑榜”ꎬ 在江西日报、
江西卫视及省广电台各频率频道等近 ２０ 家省直

主要新闻媒体公开发布ꎮ 全年共有 ８０ 家企业荣

登诚信红榜ꎬ ８１ 名严重失信被执行人、 １ 家环

评黑色单位、 １５ 名严重交通违章人员、 ５ 家食

品药品领域诚信黑名单企业、 １５ 家纳税不良记

录企业、 １０ 家恶意拖欠社保费用企业和 ９ 家进

出口失信企业名单被列入黑榜ꎬ 社会反响热

烈ꎮ 网络新闻转载 １０００ 余篇ꎬ 微博转评 ５６００
余条ꎬ 累计浏览量近 ３９０ 万次ꎬ 跟帖近 １ １ 万

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第二届国家宪法日ꎬ
省高院及 １８ 家金融机构联合中国江西网开通

“江西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ꎬ 标志着江西打击

“老赖” 步入 “互联网＋” 时代ꎬ 在全国开创

了 “法 (院) 媒 (体) 银 (行) ” 联手共筑

诚信的先河ꎮ 新华社 «中国记者» 和中央网信

办 «网络传播» 报道推介了经验做法ꎮ 中宣

部、 中央文明办将江西省列入诚信建设正面典

型省份之一ꎬ 由新华社对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

进行了集中报道和重点宣传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ꎬ «人民日报»、 人民网对江西省定期发布

“诚信红黑榜” 情况进行了报道ꎮ 国家发改委

网站 “中国诚信网” 也刊发了江西省的经验

做法ꎮ
江西省发改委牵头着力推进 «江西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落实ꎬ 重点推进了信息平

台建设和行业信用建设ꎮ 省工信委推广奉新工

业园经验ꎬ 在全省园区推广企业信用融资ꎬ 解

决企业流动资金近亿元ꎮ 省食药监局严厉查办

食品药品领域失信违法行为ꎬ 全省立案 ５０００ 余

件ꎬ 结案 ４５００ 件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５７ 件ꎬ 一批

地沟油、 瘦肉精、 毒豆芽等案件得到快速有力

地查处ꎬ 有效遏制了食品药品领域的失信违法

行为ꎮ 省商务厅积极推进商务领域诚信制度建

设ꎬ 初步建成一批覆盖线上网络或线下实体企

业的信用信息平台ꎮ
７.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ꎮ

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深厚文化内涵ꎬ 大力弘扬

革命传统和民族文化ꎬ 始终坚持将主题活动与

弘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相结合ꎬ 与中国梦宣

传教育相结合ꎬ 与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相结合ꎬ
扩大了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的整体效果和

社会影响ꎮ 重点部署抓好了 ４ 项活动: 清明祭

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歌咏和

向国旗敬礼活动ꎮ 在清明、 七一等重要节日ꎬ
江西省文明办联合教育、 共青团等部门ꎬ 在青

少年中广泛开展诵读 «红色摇篮» «红都风范»
«红色经典传奇» «江西革命战士故事» 等红色

经典活动ꎮ 省文明办还组织了全省 １５００ 个省

级、 ４０９６ 个市级文明单位ꎬ 与社区结成对子ꎬ
利用中秋、 端午、 重阳、 春节等重要传统节庆

日广泛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学雷锋献爱心”
志愿帮扶活动ꎬ 吸引了近 ８０ 万志愿者参加ꎬ 有

１０ 余万困难群众在活动中受益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ꎬ 中央文明办在井冈山市

举办全国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座谈会ꎮ 江

西省文明办在会上作了题为 “依托红色资源ꎬ
传承红色基因ꎬ 扎实推进 “我们的节日” 主题

活动” 的典型经验发言ꎮ 中央文明办以简报形

式全文刊发了江西省做法ꎮ
８. 广泛开展家风建设系列活动ꎮ 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重要

指示ꎬ 以及省主要领导在会见全国全省 “最美

家庭” 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江西省文明办

在试点、 调研的基础上ꎬ 根据中央和省文明委

有关要求ꎬ 结合全省实际ꎬ 起草了 «家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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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ꎬ 着眼家风建设的覆盖面、 参与性

和长效化ꎬ 在全省开展家风建设系列创建活

动、 系列评选比赛活动、 系列宣传实践活动等

３ 个系列 １２ 项具体活动ꎬ 进一步在全省形成家

风正、 民风淳、 政风清、 党风端的良好局面ꎮ
全省各地扎实推进活动的有序开展ꎮ 南昌市成

立专门的 “三风” 工作领导机构ꎬ 开展了好家

风好家训征集ꎬ 并编印了家风家训口袋本ꎮ 婺

源县收集整理 «朱子家训» «汪口村志» 等具

有地域特色的好家风主题书籍ꎬ 广泛开展 “书
本教家风、 电视播家风、 歌曲唱家风、 微信劝

家风” 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ꎮ 宜丰县以

传承好家训、 培育好家风、 建设好家庭为重

点ꎬ 突出 “八个一” 示范建设 (即: 一个单

位、 一个社区、 一个窗口、 一条街道、 一个公

园、 一家企业、 一所学校、 一个小区)ꎬ 建设

了 ４０ 多个家风建设示范基地ꎮ
三、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城乡文明程度大幅提高
１. 扎实推进城乡文明创建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是江西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三
大创建” 的评选年ꎮ ９ 月中旬ꎬ 启动了江西省

第五届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和第十四届文明单

位的申报推荐工作ꎮ 经自愿申报ꎬ 层层审核ꎬ
并征求各级相关部门意见和媒体公示后ꎬ 共评

选出文明城市 １４ 个ꎬ 文明村镇 １５３ 个ꎬ 文明单

位 １６００ 个ꎬ 由省委、 省政府命名表彰ꎮ 为促进

文明城市创建日常化、 常态化ꎬ 省文明委制定

了 «关于加强文明城市动态管理的意见»ꎬ 把

文明城市创建的任务具体到点ꎬ 变 “评时忙”
为 “平时忙”ꎮ 省文明办采取 “不打招呼、 不

定时间、 不定路线” 的形式ꎬ 在各县区开展明

察暗访活动ꎬ 重点对环境卫生、 公益广告、 公

共秩序、 志愿服务等文明城市创建重点项目进

行监督检查ꎮ 省文明办领导带队先后到南昌市

的南昌县、 东湖区、 西湖区、 青山湖区、 青云

谱区和红谷滩新区等 ７ 个县 (区) 和抚州市、
鹰潭市、 鄱阳县、 共青城市、 永修县、 德安

县、 余江县、 贵溪市等地进行了不打招呼的抽

查和暗访ꎮ 对群众投诉举报、 明察暗访发现的

问题线索ꎬ 认真进行分析ꎬ 并及时反馈给当地

党委政府ꎬ 对一些典型问题予以通报点名ꎮ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新要求和省文明

委的工作部署ꎬ 江西省文明办在深入调查摸底

的基础上ꎬ 修改完善了文明城市 (城区)、 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评选办法和现有文明城市

(区)、 文明村镇复查办法ꎬ 变三年一考为年度

复查ꎮ 同时ꎬ 根据省委 “干干净净、 漂漂亮

亮、 井然有序、 和谐宜居” 要求及江西省实

际ꎬ 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ꎬ 及时修改、 完善

测评体系ꎬ 将 “法治江西建设” “农村生活垃

圾专项治理” “市容环境专项治理” “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 等重大战略、 重要部署、 重点工

作纳入全省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测评体系ꎬ 并

研究起草了设区市和县市区两类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ꎮ
积极推进了全省城乡生活垃圾专项治理ꎬ

围绕 «江西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ꎬ 按照 “今年全面铺开、 三年

提前验收、 五年完善巩固” 的总体要求ꎬ 启动

城乡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工作ꎬ 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化、 减量化、 资源化处理ꎬ 促进全省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ꎮ
２. 全力抓好重点市县精神文明建设试点工

作ꎮ 为贯彻落实好省委精神ꎬ 省文明办进一步

推进试点工作ꎬ 通过抓典型、 出经验ꎬ 探新

路、 挖潜力ꎬ 树品牌、 广推行ꎬ 取得了良好成

效ꎮ ４ 月 １９—２５ 日ꎬ 召开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试点工作流动现场会ꎬ 会议行程近 ２０００ 公里ꎬ
考察点 ３０ 多个ꎬ 现场学习考察了试点市县的特

色工作、 做法成效ꎬ 研究部署了下一步做好试

点工作的思路和措施ꎮ 为加大工作力度ꎬ 省文

明办扩大了试点范围ꎬ 新增了新建区等 ７ 个县

区作为第二批试点市县ꎬ 并抓好常态化的督

查、 指导和任务落实ꎮ
３. 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江西省文

明委各成员单位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ꎬ 以改

善民风村貌为重点ꎬ 从基础基层着力ꎬ 下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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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狠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创新工作亮点频

出ꎮ 打造了村史馆建设、 文明信用农户创评、
“文明生态示范村” 帮建等在全国有影响、 有

特色的 “江西经验”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启动了第二批共 ３０ 个国家级和省

级历史文化名村 (镇) 建设村史馆项目ꎬ 着力

把 “村史馆” 建成广大农村传承历史文化、 促

进乡风文明的新阵地ꎮ ４ 月 １４ 日ꎬ 人民日报发

表了题为 “村史馆　 留住乡村记忆 (让传统文

化活起来) ” 的文章ꎬ 用大半个版面报道了江

西建设村史馆的经验做法ꎮ “文明信用农户”
创评是江西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创建活

动ꎬ 省文明办联合省农信社在总结历年创评

“文明信用农户” 活动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深挖

活动潜力ꎬ 提升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文明

生态示范村” 帮建工作取得良好成效ꎮ 全省 ９３
个全国文明单位、 １５００ 个省级文明单位帮扶累

计投入资金近 １０ 亿元ꎬ 援建文化活动中心、 少

年宫、 村史馆等项目 ２０００ 多个ꎬ 修筑水泥路

２００ 多公里ꎬ 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ꎬ 有效改善了基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物质条件ꎬ 深受广大农村群众欢迎ꎮ ８ 月 １３—
１４ 日ꎬ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在浙江湖州召开的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ꎬ 江

西省推荐的 « “四首曲” 谱出赣南美丽乡村新

旋律» 经验材料在会上作了书面交流ꎬ 江西省

武宁县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

范点ꎮ
４. 切实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ꎮ 根据 «省文明

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江西省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公民旅游文明信用记

录ꎬ 完善诚信机制ꎬ 将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的

旅游服务单位和个人信息纳入征信平台ꎬ 建立

“黑名单” 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ꎬ 省文明办组织召开了省

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ꎬ 并牵头对全省各地文

明旅游工作情况进行专项调研督查ꎮ 在调研督

查中实地察看出入境办证大厅 １２ 处、 火车站 １０
处、 汽车站 １２ 处ꎬ 抽查旅行社 ２４ 家、 星级宾馆

２４ 家、 旅游景区 １２ 处、 高速公路服务区 ６ 个ꎬ
召开小型座谈会 ８ 个ꎬ 与 ５０ 多位旅客、 干警、
导游领队、 景区工作人员进行个别交流ꎬ 掌握了

大量一手资料ꎬ 发现了一些问题ꎬ 总结了经验ꎬ
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重点ꎮ

３ 月 ２１ 日ꎬ 为推进文明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ꎬ 召开了全省旅游厕所建管暨旅游招商项目

推进工作会ꎬ 全面部署 “旅游厕所革命”ꎮ 将

通过 ３ 年的强力推进ꎬ 新建、 改扩建 ２５００ 座旅

游厕所ꎬ 使之在数量布局、 功能配套、 科技创

新、 工程质量、 管理服务等方面实现突破ꎬ 达

到 “数量充足、 干净无味、 实用免费、 管理有

效” 的要求ꎮ
江西省文明委各有关成员单位针对文明旅

游推进了相关工作ꎮ 如江西日报社坚持正面引

导和负面曝光相结合ꎬ 在重要版面、 用较大篇

幅刊登报道文明旅游工作进展ꎬ «江西日报»
全年共刊登相关报道 ２７ 篇ꎬ 为推进文明旅游

法制化、 常态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ꎮ 省

旅发委组织成立了 “红心导游联盟” 和 “旅

行社诚信先锋联盟”ꎬ 并出资 ５００ 万元成立基

金ꎬ 将江西 ２ ７ 万名导游ꎬ ７６０ 多家旅行社纳

入其中ꎬ 首批吸纳 １２００ 余名导游加入 “江西

红心导游联盟”ꎮ 联盟实施 “淘汰式” 的动态

管理ꎬ 并推出 “准入” 与 “退出” 联动机制ꎬ
以逐步扩大联盟的规模ꎬ 实现 “红心导游”
和 “诚信旅行社” 更广泛的覆盖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江西红心导游联盟” 被中宣部、 中央文

明办列入全国暑期文明旅游工作宣传方案ꎬ
作为全国 ３ 个重大典型之一ꎬ 在中央媒体进

行了集中宣传报道ꎮ
５. 认真抓好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评工

作ꎮ ２０１５ 年是江西省文明办、 省交通运输厅在

全省范围内连续开展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建

评选活动的第三年ꎬ 全省共有 ７３ 对服务区参加

创评ꎬ 占已运营服务区的 ９８ ６％ꎮ 通过开展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评活动ꎬ 有力推进了诚

信服务和文明窗口创建工作ꎬ 加快了高速服务

区窗口软硬件综合升级ꎬ 打造了星级服务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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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务品牌ꎬ 形成了一区一品、 一路一品、
百花齐放的局面ꎬ 实现了员工素质、 服务水

平、 窗口形象的大提升ꎬ 进一步提高了江西省

窗口单位精神文明创建水平ꎬ 深受广大群众好

评ꎮ ６ 月 １９ 日ꎬ 省文明办、 省交通运输厅联合

召开了高速公路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建总结

暨服务区文明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会议提出ꎬ 江西

省高速服务区将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级评

定标准为基准ꎬ 以提升社会公众出行服务质量

为主线ꎬ 延伸全省 “百姓满意服务区” 创评活

动内涵ꎬ 大力推进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创建ꎬ 进

一步促使 “百姓满意服务区” 品牌深入人心ꎮ
四、 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１. 深入开展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和实

践活动ꎮ 广泛开展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组织开展了 “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等道德实践活

动ꎮ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ꎬ 组织广大青少年在

清明、 建党等重要节日开展 “网上祭英烈” 签

名寄语活动ꎬ 全年动员和组织了全省 １１２ 万多

人通过中国文明网、 江西文明网参与活动ꎬ 未

成年人参与覆盖面达到了 ９３％ꎮ
２. 组织实施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

年人关爱工程ꎮ 省妇联开展了 “送温暖、 献爱

心” “春蕾助学” 等活动ꎬ 组织 “周末妈妈”
“党员妈妈” 队伍与孤残儿童、 留守儿童结成亲

情对子ꎬ 给孩子亲情关怀ꎮ 省民政厅采取 “一
对一” 方式ꎬ 组织干部与石城县 ３０ 名贫困儿童

结成对子ꎬ 直接捐款捐物 １０ 余万元ꎮ 团省委、
省残联广泛发动民间公益组织为残疾人青少年

筹集物资ꎬ 并联合南昌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江

西师范大学等在昌高校ꎬ 在新建县特殊儿童学

校、 南昌市江信花园等社区ꎬ 开展了 “跨越障

碍ꎬ 共享阳光” 助残行动、 “阳光送暖ꎬ 传递书

香” 等主题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省共筹

集爱心资金 ２１０ 余万元ꎬ 动员逾 ３０ 万名志愿者

参与助残 “阳光行动”ꎬ 建立了 １０７５ 个结对志

愿服务队ꎬ 采取 “一对多” “多对一” 的结对方

式ꎬ 梯次开展各类帮扶活动 ４００ 余次ꎮ
３. 精心组织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

设ꎮ 加强了对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
运行的管理ꎬ 确保乡村学校少年宫建得好、 用

得上、 效益大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央文明办、 财政

部、 教育部又下拨江西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资金 ３７３９ 万元ꎬ 历年累计拨款已达 １ ２ 亿多

元ꎮ 省文明办、 省财政厅也新增省级建设项目

１００ 所ꎮ 目前ꎬ 全省已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６３０
所ꎬ 其中国家级 ４３０ 所ꎬ 省级 ２００ 所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中央文明办以 «江西

四招深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为题在 «精神

文明建设简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３ 期) 上刊发了江

西省的经验做法ꎮ
４. 开展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整治行动ꎮ 省

“扫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９ 个单位联合开

展了 “扫黄打非护苗 ２０１５” 专项行动ꎬ 大力

开展 “三个一百” (即向青少年儿童推荐 １００ 种

赣版优秀出版物、 在 １００ 所中小学校开展 “书香

校园　 正版生活　 绿色阅读” 万人签名和作家

公益讲座、 组织 １００ 家新华书店设立优秀少儿出

版物专柜)、 “四个到位” (即宣传覆盖、 活动组

织、 市场监管和案件查处到位) 活动ꎬ 中国江

西网、 江西文明网以及省直有关新闻媒体对活

动进行全程报道ꎬ 收到了良好反响ꎮ
５. 深入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活

动ꎮ 在全省启动第三届全省青少年心理导航系

列活动ꎮ 开展 “携手互助ꎬ 共创美好未来” 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ꎬ 举办了第三届全

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工作方法及技能培

训班ꎬ 培训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骨干 ２００
多人ꎮ 召开了全省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工作研

讨会ꎮ 开展了全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宣

传活动以及举办心理素质拓展训练营等系列活

动ꎮ 切实推进了省、 市、 县三级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网络的高效运行ꎮ
五、 着力强化阵地队伍建设ꎬ 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１. 强化组织领导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推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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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党委政府切实担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责

任ꎬ 文明委真正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指挥

部”ꎬ 主要领导亲自过问、 亲自部署、 亲自落

实精神文明建设ꎮ 根据领导干部工作变动情

况ꎬ 及时调整文明委领导及委员构成ꎬ 充分发

挥文明委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ꎬ 形成工作合力ꎮ
２. 注重奖惩并举建章立制ꎮ 出台了一系列

规范性文件和制度性举措ꎬ 完善了激励和问责

机制ꎬ 规范程序、 奖惩分明ꎮ 出台了 «关于规

范江西省文明单位奖发放的办法 (试行) »ꎬ
极大提高了单位创建的积极性ꎬ 有力推动了文

明单位文明行业创建ꎮ 在全国率先制定了 «江
西省优秀志愿服务评选表彰办法 (试行) »ꎬ

并开展了首届江西省优秀志愿者、 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优秀志愿服务社

区的评选表彰活动ꎬ 取得良好社会反响ꎮ
３. 加强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ꎮ 进一步

加大了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工作力度ꎬ 在各级

文明办和国税、 地税部门的努力下ꎬ 全年文化

事业建设费入库额实现 １ ２ 亿多元ꎬ 为文化事

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ꎮ
４. 提升队伍素质ꎮ 举办全省文明办主任培

训班ꎬ 近 ２００ 人参加了培训ꎮ 指导各地举办了各

类文明单位创建、 志愿服务、 心理健康教育等方

面的专项培训近百次ꎬ 培训人员近 ４０００ 人ꎬ 提

升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水平ꎮ

特色活动

传承好家风　 弘扬正能量
江西省文明办把家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ꎬ 作为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有效抓手和举措ꎬ
广泛开展家风建设活动ꎬ 积极推动以良好的家

风带民风促政风正党风ꎬ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ꎮ
印发 «家风建设实施方案»ꎬ 在全省部署

开展家风建设系列创建活动、 系列评选比赛活

动、 系列宣传实践活动等 ３ 个系列 １２ 项具体活

动ꎮ 在省级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和文明单位评

选表彰和年度市县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中ꎬ 把家

风建设的有关要求纳入测评体系ꎮ 在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 等各种先进典型评选中ꎬ 向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人员倾斜ꎮ
在第四届江西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推荐活动中ꎬ ９ 名省级道德模范中ꎬ
孝老爱亲类模范就达 ５ 个ꎮ

在江西日报、 江西广播电视台推出 “我的

家风” 专栏ꎬ 以记者采访和征文形式讲述了

１００ 多个好家训好家规背后的家风故事ꎮ 举办

“我的家风” 网络征文活动收到征文 ２０００ 余

篇ꎬ 网上刊发 ３００ 余篇ꎮ 在各类媒体刊播、 在

大街小巷展示好家风好家训公益广告ꎮ 发挥网

络传播的优势ꎬ 扩大家风文化的覆盖面ꎮ “文
明江西” 微信平台每天推送 １ 条 (篇) 好家训

好家规好家书ꎮ 在全省广泛开展 “好家风好家

训好家规” 宣传展示活动ꎬ
举办 “传承好家风” 故事大赛和寻找 “最

美家庭” 活动ꎬ 每年突出 １ 个主题ꎬ 推选出全

省 “最美家庭”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共评选表彰全省

“最美家庭” ２３ 个ꎮ 各地各单位还开展各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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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寻找行业 “最美家庭” 活动ꎬ 如寻找 “最
美军人家庭” “最美警察家庭” 等评选表彰活

动ꎮ 春节期间ꎬ 组织省书法家协会会员ꎬ 为江

西的全国道德模范 (含提名奖)、 省级道德模

范和 “中国好人” “江西好人” 撰写赠送反映

家风家教内容春联ꎮ 同时ꎬ 为广大市民书写赠

送反映家风家教内容的春联 ７０００ 多幅ꎬ 印制 ２
万余幅家风春联向干部群众免费赠送ꎮ

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立家训、 晒家风活

动ꎬ 要求每个党员干部亲自写 (立) １ 条家训ꎮ
同时ꎬ 以支部为单位ꎬ 开展 １ 次家风内容的专题

讨论ꎮ 在全省各中小学以学校为单位编写家风

校本教材ꎬ 收集家训名篇佳句、 本地的好家规好

家训、 学校的校规校训ꎬ 组织学生在入学教育、
入队入团仪式等时机开展集体诵读活动ꎮ 充分

发挥道德讲堂阵地作用ꎬ 把家规、 家训、 家风融

入道德讲堂ꎬ 在道德讲堂活动中诵读家训名篇

佳句、 讲述家风故事ꎬ 传承家风文化ꎮ

全方位开展学习、 宣传、 关爱

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各地在评选好人、 弘扬好

人精神的同时ꎬ 着力通过出台一系列帮扶资

助、 优待礼遇的办法ꎬ 切实提高好人的社会地

位ꎬ 倡导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ꎮ 一是全社会帮

扶ꎬ 突破政府单一主导ꎬ 积极吸引社会各界资

源进行帮扶ꎻ 二是全方位帮扶ꎬ 突破单一的物

质帮扶ꎬ 从政策上、 政治上解决道德模范及其

家庭的实际问题ꎻ 三是全天候帮扶ꎬ 一改以往

固定的节庆日重要节点的走访慰问形式ꎬ 时刻

关注道德模范生产生活情况中遇到的困难ꎬ 在

全社会形成了帮好人、 献爱心的良好氛围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ꎬ 江西省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先进事迹大型图片巡展在全省巡

回展出ꎬ 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ꎬ 共 ４４ ６ 万

人次观看了展出ꎬ 点赞留言 ３ ２ 万余条ꎬ 巡展

共发放宣传册 ２ ５ 万份ꎮ 网上同步开设的网上

巡展专题和手机巡展专题ꎬ 以及手机新闻专题

累计共吸引 ２５９ 万人次点击ꎬ 手机巡展专题分

享率达 １３７９ 人次ꎬ “文明江西” 微信公众号巡

展信息报道和预告共吸引了超过 ５ 万人次的浏

览和 ８８９ 人次的转发ꎬ 宣传册直接阅读量达 １７
万人次ꎮ

江西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设立的 “江西

省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奖励帮扶资金”ꎬ 确定

对 １７２ 名生活困难的 ２０１５ 年度道德模范和 “身
边好人” 进行帮扶ꎬ 资助总额为 ９８ 万元ꎬ 让

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广播电视台

联合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起了 “好人帮

好人” 爱心接力活动ꎬ 活动以媒体为纽带ꎬ 整

合全社会资源ꎬ 组织各界公益组织对全省涌现

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群体开展公益关怀ꎮ 全

省共有 ５０ 多万人参与了 “好人帮好人” 活动ꎬ
开展大型公益活动 ４０ 多场ꎬ 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３００００ 多个ꎬ 募集善款 ３６０ 多万元ꎬ 救助帮扶

各类困难群众 １ 万余人ꎮ “好人帮好人” 活动

中还涌现出了大型 “善行天下帮忙团”ꎬ 目前

已组建 “大学生帮忙团” ３０００ 多人、 “律师帮

忙团” ２００ 人、 “记者帮忙团” ２２０ 余人、 “百
姓帮忙团” 数以万计ꎮ

(江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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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战线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

落实中央文明委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取得了

显著成效ꎮ
一、 宏观谋划有了新提升
召开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ꎬ

认真总结三年来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

验ꎬ 对今后一个阶段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进行

顶层设计、 深度谋划ꎮ 根据总体部署ꎬ 先后在

威海召开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动员会ꎬ 在

青岛召开文明旅游工作现场推进会ꎬ 在潍坊召

开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座谈会和网络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座谈会ꎬ 在济南召开全省道德模范表彰

大会等ꎬ 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地研究部署ꎬ 明确

了进一步深化各专项工作的基本思路、 应突出

的价值理念及其实施路径ꎬ 从而科学布局ꎬ 拉

开了新一轮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框架ꎮ
二、 重点工作取得新进展
文明城市创建交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ꎬ 威

海、 潍坊、 东营 ３ 市入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ꎮ
修订测评体系ꎬ 改进评选办法ꎬ 形成了省测 １７
市和 １３ 个全国提名县级市ꎬ 各市测省级文明县

(市、 区) 分级管理ꎬ 年度测评排名、 以测促

创的常态管理机制ꎮ 深入开展第五届全省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宣传活动ꎬ 朱彦夫、 房泽秋当选

全国道德模范ꎮ “山东好人” 选树五级联动机

制日益成熟ꎬ 社会影响越来越大ꎬ 入选 “山东

好人榜” ６００ 名、 “山东好人之星” ５２ 名ꎬ 入

选 “中国好人 ３６５” ２５ 名、 入选 “中国好人

榜” １２４ 名ꎬ 均居全国各省 (区、 市) 第一ꎮ
成立山东省志愿服务联合会ꎬ 开通山东志愿服

务网ꎬ 推选表彰宣传志愿服务 “四个 １００” 先

进典型ꎬ 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省各地兴起热潮ꎬ
成为各行业、 单位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活动途径ꎮ ２０１５ 年建设省级以上

乡村学校少年宫达 ９１６ 个ꎬ 组织开展全省首届

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示活动ꎬ 有力调动了各

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活动、 培育人才的积极

性ꎮ 成功举办山东省第二届 “国学小名士” 经

典诵读电视大赛ꎬ 参赛范围逐步扩大ꎬ 其品牌

效应逐步显现ꎮ 联盟网站考核始终保持全国

前列ꎮ
三、 乡村文明行动实现新突破
１３２ 个县 (市、 区) 通过省级认定ꎬ 提前

半年实现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城乡环卫一体化

全覆盖任务ꎮ 首批通过国家 １０ 部委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验收认定ꎬ 提前 ５ 年完成国家任务ꎬ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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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

的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ꎬ 成为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验收认定的规定程序ꎮ 省委书记等省领导作

出重要批示ꎬ 充分肯定了工作成绩ꎮ 表彰了第

二批省级乡村文明行动示范县 (市、 区)、 ３４
个文化特色建设示范镇、 ２２０ 个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示范村 (居)ꎮ 省文明办、 民政厅等 １４ 部

门单位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红白理事会

建设进一步促进农村移风易俗的意见»ꎬ 以移

风易俗为重点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

成效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电话调查显示ꎬ 全省农村

红白理事会覆盖率达到 ６７％ꎬ 移风易俗群众

满意率 ９４ ２％ꎮ 围绕创建五好文明家庭、 评

选最美家庭ꎬ 开展农村妇女骨干培训活动ꎬ
全年举办培训班 １８１６４ 场次ꎬ 培训 ２８２ 万人

次ꎮ 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作为重大实践经验ꎬ
列入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的重大课题ꎮ
四、 工作机制创出新路子
在城乡环卫一体化、 新农村新生活培训、

文明旅游等工作中ꎬ 建立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ꎬ 文明办积极协调ꎬ 由职能主管部门牵引带

动ꎬ 有关部门同向发力ꎬ 形成了 “统起来抓、
分开来做” 的工作格局ꎮ 同时ꎬ 每年两次进行

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 采

取第三方暗访认定ꎬ 开展年度工作测评ꎬ 对文

明城市、 文明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等ꎬ 不断创新

工作机制ꎬ 确保工作常态长效ꎬ 成为指导今后

工作的重要经验ꎮ

特色活动

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城乡环卫一体化提前实现全覆盖
山东省在实施乡村文明行动中ꎬ 将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作为乡村文明行动的突破口ꎬ 省文

明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ꎬ 形成了 “文明办

牵头ꎬ 相关部门合力推进” 的山东特色和山东

经验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全省 １３２ 个县 (市、
区) 全部通过省级认定ꎬ 城乡环卫一体化提前

半年实现镇村全覆盖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山东省首

批通过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验收ꎬ 提前 ５ 年

完成国家任务ꎮ 山东省城乡环卫一体化农村群

众满意度电话调查的做法在全国推广ꎬ 成为国

家验收的规定程序ꎮ
山东省委、 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城乡环

卫一体化工作ꎬ 将其写入省委工作要点和省

政府工作报告ꎬ 列入科学发展综合考核ꎮ 省

领导多次参加会议、 发表讲话、 作出批示ꎮ
省文明办牵头ꎬ 会同发改委、 住建厅、 财政

厅等部门起草 «关于加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的意见»ꎬ 并以省委、 省政府两办名义下

发ꎬ 明确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的目标

任务ꎮ
山东省文明办会同农工办、 住建厅等 １４ 部门

成立联席会议ꎬ 研究制定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认定办法和实施细则ꎬ 将全省 １３２个县 (市、 区)
纳入考核认定范围ꎬ 通过市级审核、 群众满意度

电话调查和第三方暗访等程序后予以认定ꎮ 联席

会议每季度调度情况ꎬ 先后召开 ５ 次全体会议ꎬ
开展 ３次专项重点督导调研ꎬ 对工作进度慢、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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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满意度低的市、 县进行了 ３ 次约谈ꎮ 首批奖补

３０个县 (市、 区) １５００万元ꎮ
山东省文明委先后召开 ４ 次现场推进会ꎬ

观摩推广了荣成、 冠县等县 (市、 区) 的经验

做法ꎮ 各级新闻媒体开设专题专栏ꎬ 省主要媒

体每周推出 １ 个先进典型、 曝光 １ 个反面典型ꎬ
形成强大舆论氛围ꎮ 拍摄 «乡村文明你我他»
«农村垃圾污水简易处理» 等系列影片进入全

国院线ꎬ 其中 «农村垃圾污水简易处理» 荣获

中国科教影视 ２０１５ “科蕾奖” 二等奖ꎬ 订购排

行量位居全国第 ２ 名ꎮ
山东省累计投入 １４２ 亿元ꎬ 按照 １ 个乡镇

(街道) 建设 １ 处生活垃圾转运站、 １０—１５ 户

配备 １ 个垃圾桶、 １００ 户左右配备 １ 个保洁员

的标准要求ꎬ 建成运行垃圾中转站 ２０４９ 座ꎬ 配

置垃圾桶 ２０５ 万个ꎬ 购置垃圾清运车辆 １ ６６ 万

台ꎬ 配备农村保洁员 ２６ ４ 万人ꎬ 建成运行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１０８ 座ꎬ 日处理生活垃圾

５ ８ 万吨ꎬ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８％ꎬ 处于全国

领先水平ꎮ
山东省将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列入省委对

１７ 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内容ꎬ 作为文明城市、
文明县 (市、 区)、 文明村镇和人居环境奖评

选前置条件ꎬ 对不达标的乡镇负责人追责免

职ꎮ 对全省 １３２ 个县 (市、 区) 的农民进行每

年 ２ 次电话抽样调查ꎬ 通过文明委文件、 政务

微博公开发布调查结果ꎬ 并向各市、 县 (市、
区)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通报ꎬ 排名在后的地方

负责人要在省级主要媒体作出表态ꎮ 把群众不

满意的村庄作为工作重点ꎬ 坚持 “反弹琵琶”、
补齐短板ꎬ 倒排工期、 挂账销号ꎮ ２０１５ 年年

底ꎬ 山东省文明委将国家第三方暗访情况在全

省进行通报ꎬ 并撤销 １ 个省级文明村称号ꎬ 督

促各地针对反馈问题进行认真整改ꎬ 顺利通过

了国家第二次暗访ꎮ

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山东省将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明行动的重

要内容ꎬ 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事

项ꎬ 围绕 “文明节俭、 群众满意” 的要求ꎬ 通

过建设红白理事会ꎬ 积极推行喜事新办、 丧事

简办、 厚养薄葬ꎬ 倡树文明新风尚ꎬ 净化乡风

民风ꎬ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山东省农村红白理事会覆盖率达到 ６７％ꎬ 移风

易俗群众满意度达到 ９４ ２％ꎮ
针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婚丧嫁娶花钱

多、 费时长、 仪式俗等问题ꎬ 由山东省文明办

牵头ꎬ 会同省民政厅等 １４ 部门单位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农村红白理事会建设 　 进一步促进

移风易俗的意见»ꎬ 确立了以农村红白理事会

为抓手ꎬ 党政政策引导、 群众自我管理、 部门

合力推动的工作思路ꎮ 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

重、 热心服务、 公平公正、 崇尚节俭、 有一定

礼仪主持专长的人士组成红白理事会ꎬ 并坚持

群众自治、 自助公益原则ꎬ 积极发挥宣传、 引

导、 教育、 管理和服务作用ꎬ 按照统一标准、
流程和仪式ꎬ 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ꎮ
各地根据各自实际ꎬ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基层

群众的意见建议ꎬ 召开支部会、 党员大会、 村

民代表大会进行充分酝酿讨论ꎬ “一村一策”
“一镇一策”ꎬ 修订 «村规民约»ꎬ 制定红白理

事会章程ꎬ 明确标准、 流程ꎮ 这些 “土规定”
来自农民群众ꎬ 在充分尊重传统民俗的基础

上ꎬ 简化程序、 统一标准、 缩短时间ꎬ 既让群

众省心省力ꎬ 又让群众省钱ꎬ 成为全体村民的

共同遵循ꎬ 解决了群众 “不想办而又不得不

办” 的难题ꎮ 据调查了解ꎬ 通过红白理事会按

章办理ꎬ 一场农村丧事花费平均节省 ６０００ 元至

１ 万余元ꎮ
为做好移风易俗工作ꎬ 山东省将红白理事

会建设、 移风易俗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科学发

展综合考核ꎬ 纳入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创建工

作内容ꎮ 建立起由省文明办、 民政厅、 发改委

等 ２０ 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ꎬ 委托第三方每

年两次进行电话调查和实地暗访ꎬ 并将有关情

况向社会公布ꎮ 各级层层签订责任书ꎬ 把移风

易俗工作纳入对农村 (社区) 的年度考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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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ꎬ 同时做好日常监督检查ꎬ 严格奖惩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山东省文明办从乡村文明行动专项

资金中拿出 １０００ 万元ꎬ 拨付每个县 (市、
区) 文明办 ８ 万元ꎬ 专项用于移风易俗和

“新农村新生活” 农民培训ꎬ 计划两年内将全

省红白理事会主要成员轮训一遍ꎮ 各地也不

断整合社会资源ꎬ 配套相关资金ꎬ 规划建设

办事场所ꎬ 补贴农民群众ꎬ 用 “小补贴” 制

止 “大浪费”ꎮ

“山东好人之星” 评选活动形成品牌
山东省在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

中ꎬ 立足实际、 创新发展ꎬ 广泛开展并不断深

化 “山东好人之星” 评选活动ꎬ 实现了科学

化、 规范化、 长效化ꎬ 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ꎮ
一是形成完备体系ꎮ 全省建立起村、 镇、 县、
市、 省五级联动、 自下而上、 梯次推进的工作

格局ꎬ 形成了山东好人、 好人之星、 年度人

物、 中国好人、 全省至全国道德模范逐级提升

的选树链条ꎬ 构建了推荐评选、 新闻宣传、 学

习教育和困难帮扶等系列科学配套体系ꎮ 二是

突出群众性ꎮ 把群众推荐好人线索作为重要任

务ꎬ 全面部署、 群众积极参与ꎬ 通过定期调

度、 定期通报、 适时督导ꎬ 促进了群众线索推

荐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省共有

推荐群众线索 ７２４５５９ 条ꎬ 数量为全国第一ꎮ 三

是完善评选机制ꎮ 各地每月推荐人选ꎬ 省文明

办进行网络公示ꎬ 接受群众投票ꎮ 同时从专家

库中随机选择评委集中评议ꎬ 结合网上投票推

出 ６０ 名入选 “山东好人榜”ꎬ 从中评选 ４—５
名 “山东好人之星”ꎮ 省级媒体每周一集中宣

传 １ 名 “山东好人之星” 的先进事迹ꎮ 入选

“山东好人榜” 的前 ３０ 名被推荐为 “中国好人

榜” 候选人ꎮ 年底从 “山东好人之星” 中评选

十大年度人物ꎮ 这种方式把各类道德榜样连为

一体ꎬ 使评选活动成为典型选树提档升级的科

学体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山东好人榜” 上榜人数总

计达到 ５９８ 名ꎬ 从中涌现了 ５２ 名 “山东好人之

星”ꎮ 山东省 “中国好人榜” 入选者达 １２４ 名ꎬ

２５ 名 «好人 ３６５» 成为封面人物ꎬ 数量均居全

国第一ꎮ 山东省第五届道德模范朱彦夫、 房泽

秋当选全国道德模范ꎮ

新建 ８００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省级项目
２０１５ 年是 “十二五” 期间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年ꎮ 为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

面ꎬ 早日惠及更多的农村孩子ꎬ 山东省一次性

投入 ８０００ 万元ꎬ 在全省建设了 ８００ 个高标准的

乡村学校少年宫省级项目ꎮ 这是 “十二五” 期

间年度建设数量最多的一次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发源于山东ꎬ 受到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连续 ４ 年被列

入山东省 “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 若干实事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省共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省级以上项目 １６３６ 个ꎬ 基本实现了乡村学校少

年宫省级以上项目全覆盖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已经成为提升农村中小学

德育教育、 文体艺术教育和科学社会实践的有

效载体ꎬ 在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是提高了农村学生的综

合素质ꎮ 通过经常性地参加少年宫活动ꎬ 越来

越多的农村学生发现了兴趣特长ꎬ 拓宽了知识

面ꎬ 增强了动手能力ꎬ 提升了道德修养ꎬ 促进

了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拓展ꎮ 二是实现了校内

外教育的有机结合ꎮ 各项目学校把少年宫活动

列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ꎬ 建立起校外活动与学

校教育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ꎬ 保证农村中小学

生能够经常参加课外活动ꎬ 有效拓展了教育途

径和领域ꎬ 成为提升农村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的

重要路径ꎮ 三是促进了教师的教学相长ꎮ 各乡

村学校少年宫辅导老师在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

同时ꎬ 坚持边教边学ꎬ 既培养了学生ꎬ 又促进

了自己专业水平的提升ꎬ 一批年轻的辅导老

师ꎬ 经过少年宫的锤炼之后ꎬ 成长为学校的教

学骨干ꎮ 四是缓解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ꎮ 近年

来进城务工人员增多ꎬ 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也越

来越多ꎬ 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为广大留守儿童课

下时间的好去处ꎮ 留守儿童通过参加少年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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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不再感到孤独ꎬ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健全人

格ꎬ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ꎮ 实践证明ꎬ 乡村学校

少年宫符合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ꎬ 契合了

农村孩子全面发展的需求ꎬ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公认和支持ꎬ 取得了让学生更自信、 家长很满

意、 教师有价值、 学校得提升的多赢效果ꎮ 在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和发展中ꎬ 山东省还创

造出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ꎬ 如淄博市的 “三个

一” 标准化提升工程、 临沂市 “一校一品” 建

设和济宁、 莱芜等市的 “经典诵读” 活动等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ꎮ
为全面检验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管理和使

用水平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在全员参与、 逐级比赛

的基础上ꎬ 山东省举办了首届乡村学校少年宫

成果展示活动ꎬ 先后组织了乒乓球和书法比

赛ꎬ 收到了很好的比赛和展示效果ꎬ 推动了各

乡村学校少年宫以赛促用、 比学赶超ꎬ 不断提

高乡村学校少年宫使用效能ꎬ 真正促进农村未

成年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ꎮ

举办第二届 “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

电视大赛及观后感征文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ꎬ 特别是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ꎬ 继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山东省举办了第二届 “国
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ꎮ 本次活动由山

东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等 ８ 家单

位联合主办ꎬ 山东广播电视台青少频道承办ꎮ
整个活动历时半年ꎬ 上万名选手踊跃参与ꎬ 所

有地级市均举办了电视比赛ꎬ 部分县区、 学校

也组织了选拔赛ꎬ 在全省青少年中掀起了诵读

经典、 传承美德的热潮ꎮ
山东广播电视台发动各频道新闻栏目对本

次活动进行大力推介ꎬ 齐鲁网专门建设了官方

网站ꎬ 开通了 “国学小名士” 微信公众号ꎬ 积

极采用新媒体进行推广和宣传ꎮ 各地各中小学

校积极行动ꎬ 普遍开展了以校本课程为主、 国

学社团为辅的校园国学活动ꎬ 形成了 “学国学

用国学” 的良好氛围ꎮ 青少频道专门开设了

«国学小名士» 周播栏目ꎬ 跟踪报道各地校园

国学新闻、 国学活动、 各市选拔情况和大赛的

台前幕后精彩花絮ꎮ
本届大赛分省初赛、 复赛、 半决赛和总决

赛四个阶段进行ꎬ 设置我爱记诗词、 舞文弄

墨、 棋逢对手、 出口成章等环节ꎬ 选手们的精

彩表现不仅显示出扎实的国学功底ꎬ 也激发了

更多青少年对国学知识的浓厚兴趣ꎮ 此次活动

还特别邀请国外选手参与ꎬ 通过不同的视角解

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ꎬ 展现了国外选手对于中

国文化的热爱ꎮ 经过激烈角逐ꎬ 第二届 “国学

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总决赛于 １２ 月下

旬圆满收官ꎮ

(山东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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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河南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学习贯彻省

委重要精神ꎬ 认真落实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全面推进文

明河南建设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 扎实有效ꎮ
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一年来ꎬ 河南各地文明办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

重ꎬ 牢牢把握 “两个巩固” 的根本任务ꎬ 深入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ꎬ 围

绕中国梦在河南的具体实践ꎬ 大力宣传中原儿

女筑梦圆梦的感人故事ꎬ 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

群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ꎮ 着重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

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道

德模范表彰活动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不断增进政

治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ꎬ 切实用讲话精

神统一思想行动ꎬ 指导实际工作ꎮ
二、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
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ꎮ 持续抓好

“讲文明树新风”、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文明

河南公益广告刊播ꎬ 征集评选优秀作品ꎬ 成功

举办河南省公益广告传播盛典ꎮ 加强先进典型

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ꎬ 河南省有 ３ 人荣获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８ 人获提名奖ꎮ
２０１５ 年有 ９８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ꎬ 推出河南好

人 １００ 名ꎮ 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组织

开展 “弘扬核心价值观、 践行文明行为规范”
活动ꎬ 评选表彰一批美德少年ꎬ 建设乡村学校

少年宫 ３４７ 所ꎬ 利用彩票公益金 １ 亿余元ꎮ
三、 持续开展文明河南建设主题系列

活动
以 “做文明人、 办文明事” 为基本要求ꎬ

坚持落细落小落实ꎬ 深化拓展 “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 主题活动ꎬ 文明河南建设取得新

的成效ꎮ 在宣传教育上持续用力ꎬ 组织社科理

论工作者开展理论阐释和宣讲ꎬ 引导干部群众

加深认识、 广泛参与ꎮ 利用重要传统节日ꎬ 组

织开展 “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 “践行

价值观、 放歌文明河南” “践行价值观、 新年

送春联” 等系列活动ꎬ 营造浓厚的社会文化氛

围ꎮ 春节期间ꎬ 组织开展的 “文明河南暖暖

新年” 主题活动ꎬ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ꎬ 参

４４７



河南省

与人数超过百万ꎬ 网络点击量过亿ꎮ 在实践养

成上持续用力ꎬ 不断深化文明服务、 文明执

法、 文明经营、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餐

桌 “六文明” 活动ꎬ 针对党政机关、 服务窗口

冷硬横推ꎬ 城市交通中乱闯红灯、 车窗抛物ꎬ
食品流通领域假冒伪劣ꎬ 日常生活中铺张浪

费ꎬ 农村部分地方聚众赌博ꎬ 以及非法集资等

突出问题ꎬ 组织开展专项治理ꎬ 逐步消除不文

明现象ꎬ 引导人们养成文明行为习惯ꎮ
四、 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河

南省争创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积

极性不断高涨ꎬ 城乡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ꎮ
以集中培训、 现场观摩、 实地暗访等方式ꎬ
对河南省 １４ 个全国提名城市进行督促指导ꎬ
对 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和 ４８ 个省级文明城市进

行年度复查ꎮ 召开河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经验交流会ꎬ 推广孟津美丽乡村建设经

验ꎬ 推出一批最美乡村ꎬ 建设一批文化墙ꎬ
评选表彰一批好媳妇、 好婆婆ꎮ 深化文明单

位创建活动ꎬ 增加文明单位标兵层次ꎬ 改进

测评方法ꎬ 创建内涵更加丰富ꎬ 创建质量不

断提高ꎮ

五、 深入实施志愿服务、 诚信建设和

文明旅游制度化
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ꎬ 推进项目化

管理和特色志愿服务活动ꎮ 组织开展河南省

优秀志愿者故事巡讲和志愿服务知识有奖竞

答活动ꎬ 开通 “志愿河南” 信息平台ꎬ 组织

志愿服务 “四个一批” 评选推荐ꎮ 建立诚信

“红黑榜” 发布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ꎬ 会同河

南省发改委等部门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ꎮ 会

同有关部门抓好 ３ 个失信联合惩戒 «备忘录»
的贯彻实施ꎮ 在全国率先出台文明旅游 １０ 项

制度ꎬ 营造了文明出行、 文明有礼的浓厚

氛围ꎮ
六、 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体

规划和制度设计
研究制定 «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ꎬ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ꎮ 制定出台 «河
南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评选管理

办法» «河南省社会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
«河南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表彰奖励实施办

法»ꎬ 为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政策

支持、 制度保证ꎮ

特色活动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推进文明旅游
河南省积极推进文明旅游制度化、 法治

化ꎬ 从旅游行业自身履责做起ꎬ 从游客文明旅

游自觉养成抓起ꎬ 研究制定文明旅游工作制

度ꎬ 不断优化旅游环境、 规范市场秩序、 提升

服务质量ꎮ 一是制定印发 «关于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ꎬ 通过必要惩戒措施ꎬ
教育引导游客在旅游中文明、 谦让、 礼貌ꎮ 二

是制定印发 «河南省旅游企业约谈工作规定»ꎬ
在旅游企业发生违规情形ꎬ 或有不规范、 不诚

信、 不文明的经营行为及苗头倾向时ꎬ 约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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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负责人ꎬ 进行警示谈话、 责令整改问题ꎮ 三

是制定印发 «河南省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

法»ꎬ 突出文明旅游内容ꎬ 进一步加强领队人

员管理ꎮ 四是制作印发 «旅游监管工作服务手

册»ꎬ 明确监管流程、 提高办事效率、 提升工

作质量ꎬ 努力服务好旅游企业ꎬ 营造文明氛

围ꎮ 五是制定完成 «河南省文明旅游示范基地

建设标准»ꎬ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示范作

用ꎮ 六是在全国率先制定完成申请经营出境旅

游业务旅行社现场检查暂行办法及评分标准ꎬ
提高出境旅行社发展质量ꎬ 避免规模小、 效益

差、 不规范、 不文明、 不诚信的旅行社升格为

出境游旅行社ꎮ 七是制定 «河南省旅游行业诚

信建设 “红黑榜” 发布制度» «关于加强旅游

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 «河南省文明旅游先进

单位选树标准» «河南省文明旅游工作考核办

法» 四项制度办法ꎬ 待广泛征求意见后印发ꎬ
推动全行业文明程度整体提升ꎮ

全力打造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
河南省文明委领导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

作ꎬ 把打造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ꎬ 作为全

省志愿服务的一项基础和常态工作来抓ꎮ 要求

各地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建站ꎬ 在基层群众

日常居住的社区和小区建站ꎬ 在服务型窗口单

位建站ꎬ 实现公共场所有 “流动的小红帽”ꎬ
社区有 “可信赖的依靠”ꎬ 窗口单位有 “温暖

的微笑”ꎮ
推广运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志愿服务主标

识ꎬ 制定 “六有一落实” 的建站标准ꎬ 即有统

一标识、 有办公场所、 有志愿服务队伍、 有管

理制度、 有工作台账、 有服务项目、 落实志愿

服务活动ꎮ 河南省文明办制定出台 «全省 “文
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管理办法»ꎬ 对站点建设、
日常管理、 服务流程、 资金管理、 命名表彰等

进行详细具体规定ꎮ 把站点建设与创建文明城

市、 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挂钩ꎬ 纳入创建内容

和考评体系ꎬ 确保志愿服务站的数量和质量ꎮ
河南省文明委每年拿出 ３００ 多万元资金支

持志愿服务站建设ꎮ 要求各地采取由同级政府

专项拨款、 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捐助等方式推

动站点建设和运营ꎮ 河南省文明办每年命名表

彰一批全省优秀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ꎬ 并

对每个受表彰站点给予 ４ 万元资金奖励ꎮ 目前

全省各地累计投入资金 ７０００ 多万元ꎬ 建成

“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 ３０７８ 个ꎬ 其中建成社

区类志愿服务站 １６００ 多个ꎬ 基本实现文明社区

全覆盖ꎮ
围绕社区群众需求ꎬ 以关爱空巢老人、 留

守儿童、 农民工和残疾人为重点ꎬ 依托社区志

愿服务站点组建志愿服务队伍ꎬ 大力开展邻里

亲、 邻里帮、 邻里和、 邻里乐、 邻里美等 “五
在邻里” 活动ꎮ 按照就近就便原则ꎬ 要求各级

文明单位进驻志愿服务站ꎬ 每年入站服务不少

于 ４ 次ꎬ 每次服务时长不低于 １ 小时ꎮ

努力提高文明家庭创建

活动的覆盖面
河南省在推进家庭文明建设过程中ꎬ 坚持

立足实际、 与时俱进ꎬ 在顶层设计、 打造品

牌、 扩大影响等方面多管齐下ꎬ 推动全省城乡

家庭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家庭成员文明素养不

断提升ꎮ ２０１５ 年全省 ９０％以上家庭参与到了文

明家庭创评活动中来ꎬ 形成了争创文明家庭、
共促社会和谐的良好态势ꎮ

在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家庭文明建设中ꎬ
注重做好 “三个发挥”ꎬ 做到 “三个拓展”ꎮ
“三个发挥”ꎬ 即充分发挥文明委成员单位职

能优势ꎬ 充分发挥妇联组织联系妇女的桥梁

和纽带作用ꎬ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ꎬ 形成纵到底、 横到边、 条块结合的

家庭文明建设网络ꎮ “三个拓展”ꎬ 即在工作

空间上ꎬ 从家庭向社会拓展ꎬ 把文明家庭创

建拓展到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区、 学校等ꎬ
延伸创建活动链条ꎻ 在工作重点上ꎬ 从城市

家庭向农村家庭拓展ꎬ 把工作范围从以城乡

主流家庭为主ꎬ 向单亲家庭、 空巢家庭和留

守家庭等多元化家庭拓展ꎻ 在工作对象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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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年人向未成年人扩展ꎬ 结合 “双合格”
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和小公民道德建设ꎬ 从小

培养孩子的文明意识ꎮ
紧跟家庭结构、 功能、 需求等方面发生的

新变化ꎬ 在不断深化 “星级文明户” “五好文

明家庭” 等创建工作同时ꎬ 相继推出创建平安

家庭、 书香家庭、 廉洁家庭、 低碳家庭、 和睦

家庭ꎬ 寻找 “最美家庭” 以及评选优秀母亲、
好婆婆、 好媳妇ꎬ 寻找最美军嫂、 最美警嫂、
“夸媳妇、 贺娘家” 等各类先进家庭创评活动ꎮ
这些家庭文明建设的品牌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统领ꎬ 从不同侧面、 不同角度互为补

充ꎬ 共同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奠定

坚实基础ꎮ
利用传统媒体讲好家庭文明故事ꎬ 与河南

电视台联合推出 «最美家庭» 电视专题栏目ꎬ

每周讲述一个家庭故事ꎻ 与 «河南日报» 联合

推出 “最美家庭” 特刊、 “最美家庭” 专版、
优秀母亲专版等ꎬ 对优秀典型进行深度宣传ꎮ
借助新兴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ꎬ 运用网络、 微

博、 微信等ꎬ 及时发布创建活动动态、 传播科

学家教知识、 吸引群众参与互动、 传递家庭文

明正能量ꎮ 开展 “好妈好爸好家风” 宣传展

示、 家风家训家规征文评选及演讲比赛、 “孝
行动” 宣讲、 “家风文化建设手记” 等系列家

庭道德实践活动ꎬ 引导家庭成员从自身做起ꎬ
讲道德、 重家风ꎮ 发挥典型引路作用ꎬ 坚持每

年表彰一批文明家庭先进典型ꎬ 运用巡回报告

会、 文艺展演等形式ꎬ 引导全省广大家庭见贤

思齐、 崇德向善ꎮ

(河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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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推进文明湖北建设为

目标ꎬ 不断完善制度、 改进理念、 创新方法ꎬ
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不断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得到显著提升ꎮ
一、 文明湖北建设深入推进
湖北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化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会议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总结文明湖北建设经验ꎬ 通

报表彰荣获第四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荣誉称号

的地方和单位ꎬ 研究部署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ꎮ 省文明委制定印发 «２０１５ 年文明湖北建设

重点工作责任分工»ꎬ 明确责任ꎬ 细化任务ꎬ
并召开省文明委全会对文明湖北建设进行督

办ꎮ 根据省委要求ꎬ 研究制定 «湖北省县域文

明指数测评体系»ꎬ 突出 “考在实处、 重在常

态、 利民惠民” 的导向ꎬ 对全省所有县、 市、
区进行文明指数测评ꎬ 推动文明湖北建设 “十
大行动” 在基层落实落地ꎮ

二、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扎实有效
认真组织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湖北

省道德模范推荐评选表彰工作ꎮ 秦开美、 王林

华、 江玉珍、 江远斌、 官东当选为全国道德模

范ꎬ 李广佳等 ８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ꎻ 兰

毓云等 ２０ 人当选为湖北省道德模范ꎬ 侯立新等

２０ 人获湖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全省层层推

荐、 深入开展身边好人评选活动ꎬ ４３ 人及 １ 个

群体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３００ 人 (组) 当选

为 “湖北好人”ꎮ 持续深入推进典型学习宣传

和慰问帮扶活动ꎬ 积极营造礼遇模范、 楷模、
好人的浓厚氛围ꎬ 树立好人好报的正确价值导

向ꎬ 湖北群星现象继续大放光彩ꎮ 召开全省十

星创建工作现场会ꎬ 在农村、 企业、 与民生和

市场主体相关单位 ３ 个重点领域进行创建试点ꎬ
推动十星创建向各行各业全覆盖ꎮ 召开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征集作品终评会暨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座谈会ꎬ 评选、 表彰 ２０１４ 年

度全省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获

奖作品 １７ 件ꎮ 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对获奖作品进

行集中宣传和推广ꎬ 并择优报送中央文明办参

与全国公益广告招标征集评选活动ꎬ 提高湖北

省原创公益广告作品的影响力ꎮ 坚持每月对省

直主要媒体刊播公益广告情况进行通报ꎬ 督促

媒体保质保量完成宣传任务ꎮ 全省持续推进

«旅游法» 宣传ꎬ 在机场、 车站、 旅行社、 景

区等地加大文明旅游宣传教育ꎬ 开展旅游行业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活动ꎬ 在春节、 端午、
五一、 十一期间开展文明旅游专项行动ꎬ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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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开展文明厕所建设活动ꎬ 进一步增强人们

文明旅游意识ꎬ 提升旅游行业文明服务能力ꎮ
实施 ２０１５ 年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ꎬ 减少不文明出

行行为ꎬ 推动文明出行、 文明乘车活动常

态化ꎮ
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成果

丰硕
１. 文明城市创建再上新台阶ꎮ 湖北精心组

织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申报推荐工作ꎬ 武汉市

成功当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ꎬ 宜昌市蝉联全

国文明城市ꎬ 黄石、 十堰、 襄阳、 鄂州、 仙

桃、 天门、 潜江、 大冶、 宜都等 ９ 市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ꎮ 省委、 省政府发电祝贺武汉市

当选全国文明城市ꎬ 省委要求湖北各地认真学

习武汉经验ꎬ 进一步掀起精神文明创建热潮ꎮ
全省各地牢牢把握为民创建、 内涵创建、 常态

创建要求ꎬ 对照文明城市创建标准ꎬ 加大力度

抓创建ꎬ 形成了以武汉、 宜昌为龙头ꎬ 一大批

中小城市你追我赶、 创先争优、 积极争创文明

城市的生动局面ꎮ
２.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化ꎮ 湖北以十

星创建为抓手ꎬ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ꎮ 持续开展 “绿满荆楚” “清水行动” “清
洁家园” 文明新村创建活动ꎬ 深入推进净化、
硬化、 亮化、 绿化、 美化 “五化” 建设ꎬ 全面

实施旧房改造、 安全饮水、 庭院绿化等项目ꎬ
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善ꎬ 乡风文明不断提

升ꎬ 建成了一大批人在绿中、 房在林中、 如诗

如画的美丽乡村ꎬ 全省有 １０２ 个村镇被评为全

国文明村镇ꎮ
３. 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创建深入推进ꎮ 湖

北省按照 “互联网＋” 思维建设 “湖北省级文

明单位创建动态管理系统”ꎬ 实现全省所有全

国和省级文明单位在线注册、 材料归集报送ꎬ
提高了创建管理工作效率ꎮ 深入开展联创共建

工作ꎬ 推动文明单位、 文明行业创建工作纵向

延伸ꎬ 拓展创建覆盖面ꎮ 通过推荐评比表彰宣

传ꎬ 掀起了文明单位、 文明行业创建新一轮高

潮ꎬ ７４ 家单位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光荣称号ꎬ ８７

家单位通过复查确认ꎻ ４８１ 家新申报省级文明

单位获省委、 省政府表彰ꎬ ２３４３ 家省级文明单

位获省文明委确认ꎬ 进一步夯实了精神文明建

设基层基础ꎮ
四、 制度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１. 修订三大创建管理办法ꎮ 湖北省委、 省

政府修订出台新的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

单位创建管理办法ꎬ 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其中ꎬ 将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总要求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根本任务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ꎬ 为新

时期全省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２.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湖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 «湖北省志愿服务条例»ꎬ 全省志

愿服务工作步入有法可依时代ꎮ 全省各地将社

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与邻里守望志愿服务融

合对接ꎬ 形成了 “网格员＋志愿者” 的社区邻

里守望志愿服务模式ꎮ 广泛开展 “党员志愿服

务进社区” “邻里守望、 情暖荆楚” 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ꎬ 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ꎮ 全省志愿

服务拓展到不同年龄和各类职业、 群体ꎬ 注册

志愿者超过 ２２０ 万人ꎬ 涌现出一大批全国有影

响的志愿服务群体ꎬ 向中宣部等 ９ 部门推选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最美志愿服务

群体” 共 ４１ 个ꎮ
３.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全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深入推进ꎬ 信用法规、 制度和信息平台

建设稳步有序ꎬ 制定出台 «关于在行政管理事

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实施意见»
«湖北省小微企业信用建设实验区创建工作意

见» «湖北省信用评级机构备案管理办法» 等

文件ꎬ 编发 «湖北省信用信息目录 (２０１５ 年

版) »ꎬ 推进信用信息数据收集入库工作ꎮ 武

汉、 宜昌、 十堰等地诚信 “红黑榜” 发布制度

不断改进完善ꎮ 组织开展文明诚信示范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创建公示活动ꎬ 推进诚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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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理念融入市场经济活动中ꎮ 组织媒体开展诚

信宣传ꎬ 评诚信好人ꎬ 讲诚信故事ꎬ 弘扬诚信

价值ꎬ 传递诚信文化ꎮ 组织开展 “信用湖北”
征文活动ꎬ 动员社会各界为诚信建设建言献

策ꎬ 营造浓厚氛围ꎮ
五、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新

成效
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推进ꎮ 湖

北持续打造 “我们的节日” 品牌ꎬ 开展 “我的

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清明节期间全省

参与网上祭奠和留言超过 ２５０ 万人次ꎻ 六一期

间湖北省推荐的 ３ 名美德少年先进事迹在中国

文明网、 央视网宣传展示ꎻ 组织全省未成年人

开展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ꎬ 录制、 选送的 ５
部歌咏活动光碟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展播ꎮ
十一期间ꎬ 全省约 ２５２ 万人次未成年人参与

“向国旗敬礼” 网上签名寄语ꎮ 创新形式ꎬ 开

展 ２０１５ 年 “童心诵德” 全省优秀童谣征集推

广活动ꎬ 评选表彰 ４４ 首获奖作品ꎮ 设计印制童

谣记事本ꎬ 发放给各地中小学校供未成年人诵

读传唱ꎬ 优秀童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

强ꎮ 组织开展寻找我身边的 “孝心少年” 活

动ꎬ 获提名人数连续三年居于全国前列ꎮ 恩施

女孩刘倩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 “最美孝心少年”
称号ꎬ 荆州女孩陈孝天、 黄石男孩胡恒升获得

２０１５ 年度 “特别关注孝心少年”ꎮ 举办第二届

湖北省中小学生诵读大赛ꎬ 引导未成年人学

习、 践行优秀传统文化ꎻ 组织 “变废为宝ꎬ 从

我做起———２０１５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人树立节约资源、 爱护环境的理

念ꎻ 推进 “扫黄打非护苗 ２０１５” 专项行动

“双进” 活动ꎬ 积极推荐少儿阅读精品书目ꎮ
积极推进文明校园创建ꎬ 组织部分市州参加中

央文明办、 教育部召集的专题研讨会并作会议

交流发言ꎮ 组织襄阳市、 宜昌市制定文明校园

创建活动意见及创建标准ꎬ 积极研究制定全省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计划ꎬ 积极培育和发现文明

校园创建典型ꎮ
２.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得到优化和净化ꎮ 湖

北扎实开展第十二次 “暑期集中行动”ꎬ 组织媒

体对各地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进行暗访ꎬ 制作暗

访视频ꎬ 制定问题清单ꎬ 下发两期政府督办通

报ꎬ 督促各地有关部门加大问题整改和专项整

治力度ꎬ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治理长效

工作机制ꎮ 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各级青少年活动

中心、 乡村学校少年宫、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

馆、 农村书屋等场所的阵地作用ꎬ 组织未成年人

开展阅读、 科普、 文体、 才艺展示等活动ꎬ 丰富

未成年人课余生活ꎮ 六一前夕ꎬ 组织省演艺集

团、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开展 ２０１５ 年全省 “七彩

童年快乐成长” 公益演出活动ꎬ 在孝感市 ７
个乡镇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演出优秀儿童剧 ７ 场ꎬ
近万人观看ꎬ 受到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ꎮ
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ꎮ 继续举办中

高考考前心理减压讲座ꎮ 开展特殊群体未成年

人帮扶活动ꎬ 对家庭困难的美德少年给予帮扶

资助ꎬ 走访慰问美德少年ꎮ 积极参与 ２０１５ 年关

爱留守流动儿童彩虹行动及关爱困境未成年人

“希望伴飞计划” 社会公益服务项目ꎮ
３.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不断加强ꎮ 湖北组

织各市州对前 ４ 批 ３１１ 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检查验

收和考核评估ꎬ 并就运转资金提出分配意见ꎮ
多部门联合对全省 ２０１４ 年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运行情况进行调研ꎬ 并形成评估报告上报中央

部委ꎮ 精心组织 ２０１５ 年新一批项目实施工作ꎬ
协调各地做好新一批项目的建设、 使用和管理

工作ꎬ 完成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师资队伍和骨

干人员培训ꎮ
六、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开创新局面
全面完成中国文明网各季度发布任务ꎬ 文

明传播旗帜更加鲜明ꎮ 中国文明网联盟湖北站

和湖北文明网稿件数量日益增多、 质量逐步提

升ꎬ 日均发稿达 ５００ 条 (篇)ꎬ 成功策划了

“监利 ‘黄丝带’ 小城大爱” “９０ 后勇担责任

不负青春” 等专题ꎬ 文明传播能力、 社会影响

力大幅提高ꎮ 举办了两期全省网络文明传播业

务培训班ꎬ 培训业务骨干 ４１０ 名ꎬ 网络文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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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能力不断提升ꎮ 依托 “文明湖北” 微信平台

建立一支 １ ２ 万人的网络文明传播队伍ꎬ 全年

推送信息 ２１３ 期 １２００ 多篇ꎬ 传播文明风尚、 弘

扬社会正能量ꎮ 依托湖北网络广播电视台建设

“爱播文明” 文明湖北微视频云平台ꎬ 收集微

视频、 图片等各类公益作品 １０００ 余部ꎬ 通过

“一云八屏” 积极开展文明传播ꎮ

特色活动

全覆盖开展 “十星创建” 活动
湖北省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贯穿 “十星创建” 活动全过程ꎬ 将 “十星

创建” 从农村拓展到各行各业ꎬ 有效推动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省委、 省政府专门发文要求全省各地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紧紧

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

本任务ꎬ 与时俱进深化 “十星创建”ꎬ 推进核

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全省各地按照核心

价值观 “三个层面” 的要求ꎬ 调整创建内容、
标准、 流程ꎬ 不断丰富 “十星创建” 思想内

涵ꎬ 让创建活动常创常新ꎮ 从全省各地创建

实践看ꎬ “十星创建” 活动已经成为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 成为把核心价值观有效

覆盖到不同人群、 落实到具体人和具体事的

有效抓手ꎮ
湖北省各地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开展

“十星创建”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

落地生根ꎮ 一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 道德模范

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树道德标杆ꎬ 把群众身边的

十星榜样请进道德讲堂宣讲核心价值观ꎬ 讲好

身边故事ꎮ 二是广泛开展人立言、 家立规、 族

立训、 村立约 “四立” 活动ꎬ 公开征集优秀家

规家训ꎬ 举行家风家教故事巡讲ꎬ 立家规族

训ꎮ 三是把核心价值观嵌入城乡生产生活场

景ꎬ 建好宣传文化阵地ꎮ 四是把核心价值观融

入广场文化、 乡土文化、 社区文化、 校园文化

建设ꎬ 打好文化牌ꎮ 五是把 “十星创建” 与开

展文明餐桌、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网络文明

传播、 “三关爱” 等主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ꎬ
抓好实践养成ꎮ 通过创建活动ꎬ 让群众在一言

一行中知荣明耻ꎬ 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内心

的尺度和行为的准则ꎮ
按照 “更广范围、 更高层次、 更实成效”

的要求ꎬ 不断深化、 拓展 “十星创建” 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到十堰调

研ꎬ 充分肯定 “十星创建” 是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好形式、 好载体ꎬ 要求在

全省大力推广ꎮ ９ 月 ９ 日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

明办在十堰市竹山县召开了全省 “十星创建”
工作现场会ꎬ 安排部署在全省各行各业学习推

广十堰 “十星创建” 经验ꎮ 会后ꎬ 各地各部门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ꎬ 开展了重点领域试点

和面上推进工作ꎬ 积累了一些创建经验ꎬ “十
星创建” 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ꎬ 促进了各行

各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事业发展ꎮ

全面开展 “暑期集中行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９ 月ꎬ 为切实解决好群众反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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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强烈、 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突出问

题ꎬ 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ꎬ 湖北省全

面部署开展了第十二次 “暑期集中行动”ꎮ 湖

北省文明办组织省直媒体对全省 １７ 个市州 ４４
个县 (市、 区) 的 ２０２ 家网吧、 ２６３ 所中小学

校、 １８３ 个出版物经营场所进行暗访ꎮ 针对暗

访中发现的问题ꎬ 提请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 ２０１５ 年社会文化环境暗访情况的通报»ꎬ
部署各地有关部门迅速实施整改ꎮ 在此基础

上ꎬ 围绕网络网吧、 出版物市场、 校园周边环

境等重点领域进行全面排查ꎬ 扎实开展 “暑期

集中行动”ꎬ 全面整治未成年人成长环境ꎮ 湖

北省文明办及时跟踪掌握各地各部门暗访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和开展 “暑期集中行动” 工作情

况ꎬ 提请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全省 “暑期集

中行动” 情况通报»ꎮ “暑期集中行动” 期间ꎬ
全省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

员 ５４８４ 人 (次)ꎬ 检查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２７８２２ 家 (次)ꎬ 对存在问题的文化经营单位ꎬ
区别情况ꎬ 警告 １７２ 家 (次)ꎬ 责令整改 ７３０
家 (次)ꎬ 责令停业整顿 ５１ 家ꎬ 吊销经营许可

证 １ 家ꎮ 实施立案调查 ２０６ 件ꎬ 办结案件 １２５
件ꎮ 全省各级新闻出版部门共收缴非法出版物

３ ９ 万件ꎬ 其中ꎬ 少儿类出版物 ３９５６ 件ꎬ 淫秽

色情出版物 ７９６ 件ꎬ 盗版教材教辅 １７１１８ 件ꎮ
全省工商系统共检查校园周边市场主体 １４４０７
户ꎬ 责令改正违法经营户 ２７１ 户ꎬ 取缔黑网吧

５３ 户ꎬ 为全省中小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暑期学习

生活环境ꎮ 截至 ９ 月开学前ꎬ 暗访发现的问题

基本整改到位ꎮ 同时ꎬ 湖北省文明办部署各地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的中国梦”、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家风家训、 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 安全自护教育等主题ꎬ 组织全省未成年

人广泛开展暑期日间社区托管、 留守流动儿童

帮扶、 爱心志愿服务、 文体夏令营、 家庭教育

报告会等各类暑期社会教育实践和文化娱乐活

动ꎬ 极大丰富了全省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

生活ꎮ

扎实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互联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ꎬ 湖北

省扎实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建设网络文明

传播队伍、 筑牢网络文明传播阵地、 创新网络

文明传播工作方式方法ꎬ 传播文明新风尚ꎬ 弘

扬社会正能量ꎮ
湖北按照 “培养一批骨干ꎬ 建设一个方面

军” 的思路两手抓ꎬ 推进网络文明传播队伍建

设ꎮ ２０１５ 年举办了 ２ 期全省规模的网络文明传

播业务骨干培训班ꎬ 请专家、 教授围绕如何利

用 “两微一端”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进行授课ꎬ
培养业务骨干 ４１０ 余名ꎬ 打造网络文明传播活

动的中坚力量ꎮ 依托 “文明湖北” 微信平台ꎬ
全省建立起一支 １ ２ 万人的网络文明传播队伍ꎬ
组成了网络鄂军重要方面军ꎮ 省、 市级文明单

位纷纷成立了网络文明传播志愿服务队ꎬ 增强

工作力量ꎬ 加强文明传播活动的组织实施ꎬ 为

全省网络文明传播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湖北积极发挥中国文明网联盟湖北站和湖

北文明网在全省文明信息发布、 传播工作中的

龙头作用ꎬ 对其进行改版升级ꎮ “两网” 上稿

数量不断增长ꎬ 日均发稿达到 ５００ 条 (篇)ꎬ
质量持续提升ꎬ 成功策划了 “道德模范致敬”
“９０ 后勇担责任不负青春” “文明城市展播”
等 ２０ 多个专题ꎮ 在平台建设中ꎬ 不仅注重发挥

龙头作用ꎬ 还注重整体力量的提升ꎬ 不断加强

对省内中国文明网城市联盟网站采编和管理的

业务指导ꎬ 推动各市、 县建设地方文明网ꎬ 指

导各部门各单位在门户网站开设精神文明建设

专栏ꎮ 目前全省建立地方文明网达 ６０ 余个ꎬ 开

设文明专栏上千个ꎬ 在网络文明传播活动中发

挥重要作用ꎮ
湖北牢牢把握自媒体时代传播规律ꎬ 积极

利用微博、 微信等开展网络文明传播ꎮ “文明

湖北” 微信公众号全年推送信息 ２１３ 期ꎬ 共

１２００ 多篇ꎬ 单篇文章的平均阅读量达到 １０００
余次ꎬ 转发达 ２００ 余次ꎮ “好人 ３６５” “诚信湖

北” “文明旅游” “践行核心价值观” 等 ２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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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宣传广泛传播ꎮ 依托湖北网络广播电视

台ꎬ 建设 “爱播文明” 文明湖北微视频云平

台ꎬ 分市州、 行业、 企业建立子栏目ꎬ 开设

“道德模范” “荆楚楷模” “湖北好人” 专栏ꎬ
共收集以文明为主题的微视频作品 １０００ 余部ꎬ

并通过手机、 ＰＣ、 电视、 移动传播、 户外屏幕

等进行广泛传播ꎬ 弘扬了社会正能量ꎮ

(湖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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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

贯彻中央和省文明委的工作部署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工作主线ꎬ 着力加强理论武

装ꎬ 着力突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价值

内涵ꎬ 着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ꎬ 打造 “雷锋

家乡学雷锋” 活动品牌ꎬ 进一步提升公民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着力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 树立新风尚ꎬ 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新成效ꎮ
一、 加强宏观谋划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创新发展
全省各级文明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在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ꎬ 切实用讲话精

神统一思想行动ꎬ 指导实际工作ꎬ 开创精神文

明建设新局面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先后组织召开了省文

明委第二十二次全会、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和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

会ꎬ 对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总体安排部

署ꎮ 省委省政府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对省

直单位和各市州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ꎻ 省文明

办与省委督查室在全省范围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督查ꎬ 下发督查情况通报ꎻ 建立省文明委

成员单位向省文明委全会述职报告工作制度和

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向省文明委全会承诺精神文

明建设项目的制度ꎬ 全年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共

承诺并顺利完成精神文明建设重点项目 ５３ 个ꎻ
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向农村地区延伸覆

盖ꎬ 促进城乡文明协调发展ꎻ 加强网络精神文

明建设ꎬ 支持做大做强湖南文明网和 “湖南好

人榜”ꎬ 创建 “文明湖南” 微信平台公众号ꎬ
全力打造网上文明办ꎮ

二、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在全社

会弘扬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
组织开展第五届全国、 全省道德模范推荐

评选表彰工作ꎮ 周美玲、 刘真茂被评为第五届

道德模范ꎬ 孟繁英等 ９ 人获得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ꎻ 评选出周美玲等 １０ 名省道德模

范、 阿迪力买买提吐热等 ９ 名省道德模范提

名奖ꎻ 省主要领导会见全省第五届全国、 全省

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ꎬ 并与他们进行座

谈ꎮ 开展慰问帮扶道德模范活动ꎮ 安排 ８７ 万元

专项经费ꎬ 慰问帮扶 １７ 位生活困难道德模范ꎻ
安排 ２０ 万元ꎬ 帮助全国道德模范文花枝更换义

肢ꎮ 广泛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ꎮ 全省组

织开展各类向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学习交流活

动 １８００ 余次ꎮ 通过媒体广泛报道、 道德讲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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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公益广告宣扬、 文艺创作宣传、 网上参与

点赞等多种形式ꎬ 使道德模范和好人事迹深入

人心ꎮ 积极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ꎮ 向中国文明网推荐身边好人 ２６２ 人ꎬ 其

中 ４７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１２ 人入选 “中国

好人 ３６５” 封面人物ꎮ 目前ꎬ “中国好人榜” 中

湖南上榜人数已增至 ２８７ 人ꎮ
三、 狠抓创新提质ꎬ 深化拓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
加强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等的

动态管理ꎬ 改进和完善测评习题和测评方法ꎬ
召开表彰大会和工作经验交流会ꎮ 岳阳市、 株

洲市获得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ꎬ 长沙市、
常德市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ꎮ 郴州市、
湘潭市、 益阳市、 娄底市、 衡阳市获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ꎬ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县、 攸

县、 韶山市、 岳阳县获全国文明城市县级提名

城市ꎬ ５２ 个村镇、 ６５ 个单位分别获第四届全国

文明村镇、 全国文明单位ꎮ 开展 ２０１５ 年文明社

区 (小区)、 文明窗口单位、 文明风景旅游区、
文明集市、 文明餐饮示范店创建活动ꎬ 对湖南

省 ４９ 个城市 (城区、 县城) 进行城市文明程

度指数测评ꎮ 省农委深入推进 “百城千镇万

村” 新农村建设工程ꎬ 在全省评选表彰美丽乡

村示范村 ２７７ 个ꎮ 省环保厅全年完成 １２００ 个行

政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ꎮ 省住建厅组织

开展质量安全技术服务进工地、 进企业、 进社

区活动ꎮ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稳步推进广播电视

“无线数字化覆盖” 工程和 “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 惠民工程ꎮ 省政府办公厅、 省委组织部等

机关单位文明创建工作扎实推进ꎮ 省文明办、
省妇联、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等部门联合开展建

设、 传承与弘扬 “湖湘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ꎬ
征集家风家训 ４ 万多条ꎬ 评选出 ２７７ 户湖南

“书香家庭”ꎮ 省旅游局开展 “文明旅游ꎬ 全民

点赞” 系列宣传活动ꎬ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重点

宣传报道文明典型ꎬ 曝光不文明行为ꎮ 省委教

育工委等组织开展第二届大学生公益广告大

赛ꎬ 在全省高校和中小学校开展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ꎮ 省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加大全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力度ꎬ 先后出台多项规章制度ꎬ 完

善以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为核心的信用体系制

度建设ꎮ 省交通运输厅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文

明示范创建ꎬ 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彻底告别

“脏乱差”ꎮ 省卫生计生委牵头推进全省社会控

烟工作ꎬ 人们对烟草危害健康的认识进一步强

化ꎮ 省文化厅举办湖南省第五届艺术节ꎬ 组织

优秀作品进军营、 校园、 社区巡演ꎬ 受益群众

达 ２３０ 多万人ꎮ 省公安厅和省交通厅开展全省

安全文明驾驶教育专项教育活动ꎮ 省直机关工

委举办省直机关第二届文化建设成果会展ꎮ 省

委办公厅开展 “转作风、 强服务、 创一流、 树

形象” 主题活动ꎮ 全省人社系统开展窗口单位

改进作风专项活动ꎮ 湖南都市频道等评选出

２０１５ 湖南十大孝行人物ꎮ 省国资委组织实施监

管企业职工素质管理与提升工程ꎮ 省商务厅等

开展 “文明餐饮示范店” 创建活动ꎮ 省工商局

开展文明集市创建活动ꎮ 在清明、 端午、 重阳

等中华民族传统佳节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

活动ꎮ 举办 “欢乐潇湘” 第五届全民广场舞大

赛ꎮ 在郴州市桂东县开展了 “缅怀革命先烈、
建设美丽湖南” 清明节群众性纪念活动ꎮ 在常

德市举办湖南省第二届群众性龙舟赛ꎮ 在永州

市江华县开展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孝

老爱亲主题活动ꎮ 省科技厅举办科技活动周ꎬ
组织开展科普进农村、 进学校、 进机关、 进企

业、 进社区活动ꎮ 在湘驻军和武警部队积极支

援驻地经济建设ꎬ 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ꎬ 推

进新形势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ꎮ
四、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着

力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开展 “珍爱生命快乐成长” 主题教育活

动ꎮ 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在清明节、 六一、 七一、 十一等重要时间节

点ꎬ 分别开展清明祭英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

年、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和向国旗敬礼活动ꎮ 全

省参与活动的中小学校师生达 ３０００ 万人次ꎮ 湖

南省推荐的郭昱彤、 何好、 何芹姣等 ３ 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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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少年的优秀事迹在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展

示ꎮ 做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管理和使用工

作ꎮ 组织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ꎬ 完成

中央和省级 ３３４ 个建设项目任务ꎮ 举办 ２０１５ 年

度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启动式暨项目负责

人培训班ꎬ 省文明办、 省财政厅、 教育厅对全

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经费使用、 设施修缮、 器

材配备、 制度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重点督

查ꎮ 开展暑期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活动ꎮ 联合省

文化厅、 省关工委和有关媒体ꎬ 抽查 ８ 个县

(市、 区) 的当地网吧、 出版物市场及校园周

边环境ꎬ 下发情况通报ꎬ 督促整改突出问题ꎮ
开展 “爱心守护希望同行” 留守儿童关爱帮

扶活动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安排资金 ３５ 万

元ꎬ 资助 ５ 个 “留守儿童之家” 和 ５０ 个特困

留守儿童ꎮ 为边远贫困山区儿童免费放映主题

电影 ２４０ 场次ꎮ 省委统战部开展 “一家一” 助

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及 “同心阅读梦飞翔”
文化关怀工程ꎬ 全年资助山区学生 ４０００ 余人ꎬ
并为边远贫困地区捐建 ５９ 个图书馆ꎬ 惠及学生

３５０００ 人ꎮ 省文明办、 省体育局、 省旅游局共

同举办 “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
活动ꎮ 省文明办、 省妇联联合开展现代家庭教

育公益讲座 “进社区、 进乡村、 进学校、 进企

业、 进机关” 活动ꎮ 省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

局、 省广播电视局、 团省委等联合开展 ２０１５ 年

全省少年儿童 “中国梦汉语美” 系列读书活

动ꎮ 省两型工委、 省教育厅等联合开展 “两

型” 征文活动ꎮ 省关工委、 省人大、 省司法厅

等 ６ 部门联合开展湖南省 “关爱明天普法先

行”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ꎮ 省科协组织开展

“激情五月青春飞扬———青年科学家进校园”
巡回演讲活动ꎬ 在全省巡回开展 “大手拉小

手———科普报告希望行” 活动ꎮ 株洲、 湘潭、
湘西等地举办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活动ꎮ 推

出一批未成年人工作先进典型ꎮ 株洲市被评为

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城市ꎬ
衡阳市教育局等 ６ 个单位和杨渺等 ４ 名个人分

别被评为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ꎮ
五、 深入开展志愿服务主题活动ꎬ 持

续打造 “雷锋家乡学雷锋” 活动品牌
认真贯彻 «湖南省志愿服务条例» 和

«湖南省社区志愿服务规范»ꎬ 组织全省 ６８０
万志愿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开展 “学雷锋ꎬ 见行动ꎬ 认领微心愿ꎬ 温暖

身边人”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ꎬ 帮助困难群众

实现 ７ ５ 万多个微心愿ꎮ 人民日报、 中央电

视台、 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ꎮ
省文明办、 省环保厅、 团省委等组织上万名

志愿者参与保护湘江母亲河 “绿色卫士” 行

动ꎬ 有效推动了绿色湖南建设ꎮ 省文明办、
团省委等部门组织开展 “感受艺术、 美丽心

灵” “邻里守望、 文化暖心” 等主题基层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ꎬ 服务群众 ４７４ ３ 万人次ꎮ 评

选 “雷锋家乡学雷锋” 先进典型ꎬ 举行庆祝

第 ３０ 个国际志愿者 “向志愿者致敬” 系列活

动ꎬ 为全省 １ 万名优秀志愿者赠送公益保险ꎮ
举办 ２０１５ 年雷锋精神论坛ꎬ 编辑出版 «湖南

当代雷锋» (第 ７ 卷)ꎮ 省社科院等开展湖南

省 “弘扬雷锋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 ”
“雷锋传人话雷锋” 等宣讲活动ꎮ 省总工会组

建职工志愿服务队伍ꎮ 省残联实施青年志愿

者助残 “阳光行动” 和 “连千村帮万户扶贫

工程项目”ꎮ 省民政厅争取中央和省级福彩公

益金 ５００ 万元ꎬ 支持建设 １３２ 家社区 “慈善

超市”ꎮ 推出一批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ꎮ
长沙师范学院教师贺文龙、 长沙市公安局社

区民警刘培友被中宣部评为岗位学雷锋标兵ꎬ
湖南省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荣获全国最佳组

织奖ꎬ 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被评为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ꎮ 岳阳市环保协会荣获

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ꎮ
六、 发挥互联网宣传传播作用ꎬ 促进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发展
做大做强湖南文明网ꎮ 完成网站网页设

计、 制作、 调试和上线运行ꎬ 并加入中国文明

网地方文明网站群ꎮ 全年发布稿件 １ ７６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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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ꎬ 近 ２００ 篇优质稿件或专题被中国文明网首

页重要栏目推送ꎮ 制作完成 ２０ 个大型专题ꎬ 集

中展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活动热点ꎮ 建

好用好 “湖南好人榜” 专题网ꎮ 设计建立 “湖
南好人榜” 网ꎬ 加入中国文明网地方好人网站

群ꎮ 推出 “湖南好人 ３６５” “湖南故事大家讲”
等特色栏目ꎬ 报道 ２００ 余位 “湖南好人” 典型

事迹ꎮ 发挥好 “文明湖南” 微信公众平台作

用ꎮ 建立开通 “文明湖南” 微信公众账号ꎬ 并

加入中国文明网微信矩阵联盟ꎬ 同步展示宣传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果ꎬ 全年发稿近 １５００
条ꎮ 加强网络文明宣传传播ꎮ 组织指导各市州

开展网络文明传播ꎬ 加强骨干人员业务指导和

培训ꎬ 提升业务水平ꎮ

特色活动

开展 “学雷锋　 见行动　 认领微心愿

温暖身边人”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 ３ 月ꎬ 湖南省文明办、 志工

办在全省组织开展 “学雷锋　 见行动　 认领微

心愿　 温暖身边人”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ꎮ 春节

期间ꎬ 依托全省 １ ８ 万多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点ꎬ 设置微心愿墙、 微心愿树ꎬ 发动 ２０ 多万志

愿者串门入户ꎬ 共征集微心愿 ７ ５ 万多个ꎬ 实

现微心愿 ５ 万个ꎮ
活动以 “满足服务对象一个心愿” 为目

标ꎬ 以 “能够达成、 便于达成” 为基本原则ꎬ
设计志愿者便于参与、 乐于参与、 利于推广的

活动形式ꎮ 岳阳市杨树塘社区云梦国剧社希望

新年得到一台笔记本电脑ꎬ 这个微心愿被区委

领导认领ꎬ 并个人出资购买ꎮ
活动以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困难职工、

残障人士、 外来务工人员等困难群体为主要服

务对象ꎬ 动员驻区单位和社会志愿服务组织、
爱心社团积极参与ꎬ 凸显广泛性、 普惠性ꎬ 实

现覆盖人群最大化ꎮ 春节期间ꎬ 仅长沙市湘园

社区征集微心愿 １４３ 项ꎬ 认领 １１２ 项ꎬ 实现结

对帮助 １０７ 项ꎮ

活动从服务对象的生活细节入手ꎬ 诸如为

小区安装减速带ꎬ 替留守儿童添置一个新书

包、 一套新衣服ꎬ 帮孤寡老人购买日常用品

等ꎮ 活动参与者积极帮助困难群体达成 “微心

愿”ꎬ 实现供需有效对接ꎬ 带动更多人参与学

雷锋活动ꎮ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光明日报及新华网

等省级以上媒体对活动进行了集中报道ꎮ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通文明体系建设与倡导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湖南省部署开展了为期 ３ 年的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通文明体系建

设与倡导活动ꎬ 培养交通参与者良好的交通行

为习惯ꎬ 营造和谐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ꎮ
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制发了 «湖南

省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通文明体系

建设与倡导活动方案» (湘交安 〔２０１５〕 ４
号)ꎮ 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了 «关于

积极推进全省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

通文明体系建设与倡导活动的通知» (湘公交

传发 〔２０１５〕 ２８７ 号)ꎬ 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

成员单位贯彻落实文明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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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工作部署会及新闻发布会陆续召开ꎮ 各

地均成立了由市领导任组长的 “讲道路礼仪　
树道路新风” 交通文明体系建设与倡导活动领

导小组ꎬ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ꎬ 明确各

部门职责ꎮ
持续开展 “交通安全一节课” “请你看到

我ꎬ 请你礼让我” 六一交通安全宣传主题日等

系列活动ꎬ 编写 «让礼仪走进交通文明» 交通

安全综合书籍 １ 套ꎬ 编印 １０ 万本 «农村交通安

全宣传协管员手册» 下发到各地ꎬ 邀请湖南大

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制作 «让道路

礼仪之花盛开» 交通礼仪宣讲课件在社会广为

传播ꎮ 各级领导小组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有

特点、 有效果、 有声势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如郴

州市、 株洲市开展十大 “最美驾驶人” 评选活

动ꎻ 岳阳市、 湘潭市、 怀化市开展 “讲道路礼

仪　 树道路新风” 文明交通安全知识抢答和道

路礼仪公益主题活动ꎬ 将交通文明建设与法制

文化教育相结合ꎬ 扩大倡导宣传教育形式ꎻ 长

沙市、 益阳市、 常德市推动道路礼仪纳入公交

出租车移动传媒、 行车指南和政府市民道德讲

堂宣教网络ꎮ
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和各支队充分发

挥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的作用ꎬ 在电视、
电台、 报纸、 网络曝光不文明行为ꎬ 通过专

题、 深度报道、 以案说礼仪等形式ꎬ 倡导 “道
路礼仪我先行”ꎬ 抨击不讲道路礼仪、 不文明

的交通行为ꎮ 株洲支队创新推出 “马路特拍

员” ＡＰＰ 手机客户端ꎬ 注册人数已达 ５７９４ 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开通以来已接到交通违法举报近

万起ꎬ 有力地提高了道路交通活动中人们的法

律意识和文明意识ꎬ 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挥

了积极作用ꎮ

岳阳市以 “公益格子铺 ＆ 阅读吧”
推进公益常态化

岳阳市 “公益格子铺 ＆ 阅读吧” 项目由岳

阳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在

南湖新区南浦云大厦启动ꎬ 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新闻直播间»、 新华网、 光明网、 新浪网、 搜

狐网、 网易等媒体进行宣传和推广ꎮ
岳阳市公益格子铺是以公益为宗旨ꎬ 致力

于为民间 ＮＧＯ 组织、 岳阳市范围内自主创业的

弱势群体提供实体店与网店同步义卖的销售推

广平台ꎬ 将公益义卖品发布到格子铺进行义

卖ꎬ 减少各机构 (个人) 的义卖店铺及其他运

营成本ꎬ 促进岳阳公益文化的纵深发展ꎬ 从而

达到公益常态化ꎮ 该项目与关爱残疾人相结

合ꎬ 把岳阳市康颐康复中心的残障人士的手工

艺品通过格子铺线上和线下平台进行义卖ꎬ 用

来满足他们的微小心愿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在第 ２５ 个全国助残日ꎬ 岳阳市文明办、 市志愿

服务组织联合会、 市残疾人联合会在公益格子

铺共同举办 “岳阳市孤独症儿童艺术品拍卖

会” 活动ꎬ 现场募集善款 １６２００ 元ꎬ 成交义卖

作品 ３５９００ 元ꎮ
岳阳市公益阅读吧是一个公益阅读空间ꎬ

致力于让市民在良好的阅读氛围中以书会友ꎬ
增长知识ꎮ 公益阅读吧分为关爱残疾人、 关

爱留守儿童、 关爱空巢老人、 关爱困难职工

等 ４ 个阅读区ꎬ 现存 ４ 万册供市民免费阅读的

书籍ꎬ 均由岳阳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国

家统计局岳阳调查队和市残疾人联合会捐赠ꎮ
另外ꎬ 公益阅读吧还设有爱心购书专区ꎬ 由

市新华书店提供书籍ꎬ 对外销售ꎬ 售书款的

２０％将用于慈善事业ꎬ 并接受市民为留守儿童

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出适用的书籍ꎬ 为贫

困学校建立图书室ꎮ 截至目前ꎬ 岳阳市已在

各大影院、 商场、 医院等公共场所复制公益

阅读吧 ２０ 个ꎬ 共有数万人在各个阅读吧浏

览ꎬ 有 １０ 多个读书兴趣小组在阅读吧组织了

２０ 余起读书沙龙活动ꎬ 让书籍实现了最大公

益价值ꎮ
岳阳市 “公益格子铺 ＆ 阅读吧” 设在南浦

云大厦玛丽外语学校内ꎬ 岳阳市志愿服务组织

联合会通过与该校沟通协商ꎬ 合理利用该学校

的闲置时间ꎬ 节省了房租、 水电、 人工等成

本ꎻ 玛丽外语学校通过支持 “公益格子铺 ＆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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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吧” 项目ꎬ 增加了人气ꎬ 提升了公益形象ꎮ
岳阳市 “公益格子铺 ＆ 阅读吧” 开创了公益与

企业相结合的新模式ꎬ 通过时间错位、 空间借

位、 资源共享ꎬ 达到了公益组织、 学校、 市

民、 被捐助方多赢的效果ꎮ 该项目将进一步推

进网络平台建设ꎬ 通过线上线下服务ꎬ 让奉献

爱心的方式更简单、 更便捷ꎬ 努力实现志愿服

务 “人人可参与ꎬ 爱心无死角”ꎮ

(湖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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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ꎬ 着力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

设ꎬ 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ꎬ 成效明显ꎮ

一、 注重落细落小落实ꎬ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持续深化
突出价值引领ꎬ 坚持在贯穿结合融入、 落

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ꎬ 始终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ꎮ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叫响ꎮ 大力

宣传、 叫响 “三个倡导” ２４ 字ꎬ 在广大城市、
农村ꎬ 在公园广场、 建筑围挡、 车站码头、 高

速公路服务区等公共场所广泛张贴、 刊播核心

价值观、 中国梦和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

告ꎬ 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ꎮ 各地大力开展核心

价值观公益广告征集创作活动ꎬ 制作了一大批

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ꎮ 编

辑出版 «官箴»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籍ꎬ
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解读ꎮ 加大网上精神文

明建设力度ꎬ 召开全省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议ꎬ 抓好全省文明网站联盟和网络志愿传播

队伍建设ꎬ 支持省重点网站、 新闻媒体打造 １０
个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品牌栏目ꎬ 巩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阵地ꎮ
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力ꎮ 召开全省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座谈会ꎬ 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ꎮ 组织编写传统文

化读物ꎬ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学习活动ꎬ 开展文

化讲坛、 修身学堂等传统美德教育活动ꎬ 开展

诗词、 楹联、 灯谜、 花灯等传统文化活动ꎬ 有

效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ꎮ 加强

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ꎬ 地方文

化品牌打响擦亮ꎮ
三是 “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广泛开展ꎮ 大

力宣传好家风好家训ꎬ 继续充实广东省优秀家

训作品库ꎬ 编写 «岭南优秀家训» 等书籍ꎬ 开

展书法家写家训、 文艺演出传家训等弘扬优秀

家训系列活动ꎬ 举办 “广东省家谱家训家风

展”ꎬ 推动优秀家训进礼堂、 进厅堂ꎬ 促进形

成良好家风ꎮ 开展 ２０１５ 广东十大 “最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ꎬ 引导广大家庭崇德守法、 向善

向美ꎮ
四是 “我们的节日” 活动丰富多彩ꎮ 把重

要节庆和传统节日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平台ꎬ 在纪念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 国庆节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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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日和春节、 清明、 端午、 中秋、 重阳等传

统节日活动中ꎬ 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ꎬ 突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ꎬ 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节日活动ꎬ 融入春联、 灯笼、 花

市、 庙会等民俗形式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转化为百姓生活指引ꎮ
二、 注重典型示范ꎬ 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稳步推进
以道德典型的宣传选树为抓手ꎬ 广泛开展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引导广大群众讲道德、 尊

道德、 守道德ꎬ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

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一是道德典型宣传氛围浓烈ꎮ 举办 “德耀

南粤———第五届广东省道德模范颁奖典礼”ꎬ
举办 “广东省十大最美家庭” 揭晓仪式ꎬ 分别

在中山、 阳江、 河源举办广东省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大力宣传和弘扬道德典

型的高尚品德和情操ꎮ 在南方日报、 羊城晚

报、 广东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开设 “点赞文明

人” “德耀南粤” “凡人大爱” “人间真情” 等

专题专栏ꎬ 深入宣传、 挖掘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ꎮ
二是道德典型选树成果丰硕ꎮ 开展第五届

全国和广东省道德模范评选活动ꎬ 李玉枝、 陈

如豪吴清琴夫妇获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徐

克成等 ８ 人获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ꎻ 评选出

广东省道德模范 １０ 名、 提名奖 １０ 名ꎮ 开展

“广东好人” 评选活动ꎬ 全年共评出 “广东好

人” １０６ 名ꎮ 开展最美人物评选活动ꎬ 选树最

美医生、 最美司机、 最美街坊等行业和社会先

进典型ꎬ 充分展示全省公民道德建设丰硕成

果ꎮ 开展关爱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活动ꎬ 举办

广东省关爱好人基金成立三周年暨义卖认捐活

动ꎬ 募集补充关爱基金 ９０ 多万元ꎮ 全年广东关

爱好人基金共资助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广东

好人 ４７ 人 ５３ 万元ꎮ
三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有效ꎮ 推

出一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典型ꎬ
佛山被评为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ꎬ 韶关市教育局等 ６ 个单位被评

为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ꎬ 珠海市林小涛等 ３ 名个人被评为第三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人ꎮ 深

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ꎬ 广泛开展 “我的中

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开展 “清明祭英

烈”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
国旗敬礼” 系列活动ꎬ 推动核心价值观进课

堂、 进教材、 进学校ꎮ 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ꎬ 运用中小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ꎬ 积极引导中小学生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ꎮ 开

展优秀童谣征集传唱活动ꎬ 出版 «童谣同唱»
优秀童谣音乐碟ꎬ 成功举办首届岭南童谣节ꎬ
丰富未成年人精神生活ꎮ 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ꎬ 开展 “十二五” 时期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情况总结督查ꎬ 新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９３ 所ꎬ 举办 ２０１５ 年度全

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培训班ꎬ 指导各地建好

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工作ꎬ 加强心理咨询骨干人员指导培训ꎬ
支持各地培育一批心理健康辅导示范点ꎮ 开展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 终期评估ꎬ 全面总结 “十二五” 时期

家庭教育工作ꎮ
四是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推进有力ꎮ 开展

诚信建设制度化调研ꎬ 加强行业行为规范建

设ꎬ 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健全重点领域失信行为

联合惩戒机制ꎮ 举办 ２０１５ 广东省 “诚信兴商

宣传月” 活动ꎬ 大力宣传 “倡导诚信兴商理

念ꎬ 共创诚信营商环境” 主题ꎮ 开展 “诚信广

东” 系列宣传活动ꎬ 在南方日报等媒体开设专

题专栏ꎬ 大力宣传广东省诚信建设成果ꎮ 推进

优秀传统文化进企业ꎬ 加大百年诚信老店宣传

力度ꎮ 推动建立省级诚信红黑榜ꎬ 宣传守法诚

信典型ꎬ 曝光失信败德行为ꎮ
三、 注重惠民利民ꎬ 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广泛开展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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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ꎬ 以惠民利民为目标ꎬ 着力在深化、 提升上

下功夫ꎬ 全省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成绩斐然ꎮ
一是实施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计划ꎮ 制定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ꎬ 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省精神文明建设

进行总体规划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在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上实现重大提升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度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表

彰活动ꎮ
二是文明城市创建呈现良好态势ꎮ 全省各

地创建文明城市的热情高涨ꎬ 工作卓有成效ꎮ
珠海、 佛山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ꎬ 韶

关、 肇庆、 湛江、 河源、 清远获得第四届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仁化、 四会、 博罗、 龙

门、 佛冈获得第四届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ꎮ 完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省文明城市、 文明县

城的测评考核工作ꎮ 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

文明城市复查工作ꎬ 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文明

城市继续巩固创建成果ꎬ 提升创建水平ꎬ 维持

工作常态ꎮ 召开全省县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座

谈会ꎬ 推动掀起争创文明城市和县级文明城市

的热潮ꎮ
三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势头强劲ꎮ 在惠州

市博罗县召开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

交流会ꎬ 以美丽乡村为主题ꎬ 全面部署全省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着力打造风尚美、 环境

美、 人文美的岭南乡村ꎮ 结合省级新农村连片

示范建设ꎬ 召开省级新农村文明示范片创建工

作会议ꎬ 建立省委宣传部领导联系挂点工作机

制ꎬ 总结推广示范建设经验ꎬ 进一步推进生态

文明示范村建设ꎮ 出台 «关于推进农村文明示

范片创建工作的意见»ꎬ 指导全省开展农村文

明示范片创建ꎮ 制订 «关于在全省开展文化祠

堂建设工作的意见»ꎬ 在全省打造一批集学教

型、 礼仪型、 活动型于一体的文化祠堂ꎮ
四是窗口行业文明创建落细落小ꎮ 总结

推广高速公路文明服务区建设经验ꎬ 开展轨

道交通行业文明创建活动ꎬ 培育和建设新一

批文明示范点ꎮ 制订 «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

公厕创建活动的通知»ꎬ 结合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行动计划ꎬ 推动文明公厕创建活动全面开

展ꎬ 促进文明健康生活ꎬ 满足群众提升生活

品质的需求ꎮ
五是文明引导行动继续深化ꎮ 全省各地积

极开展文明餐桌、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 文明

网络四大文明引导行动ꎬ 引导群众从身边做

起ꎬ 从基本道德规范做起ꎬ 群众的文明意识有

新的提高ꎮ 开展首届广东省大学生文明交通宣

传作品创意大赛、 全国交通安全日等主题活

动ꎬ 增强群众的文明交通意识ꎮ 制发 «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在媒体

开设 “文明旅游” 专题专栏ꎬ 加强节假日期间

的正面宣传和典型报道ꎬ 推动全社会增强文明

旅游意识ꎮ
四、 注重制度化建设ꎬ 志愿服务工作

深入推进
以雷锋精神为魂ꎬ 以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为方向ꎬ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志愿服务制

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ꎮ
一是志愿服务宣传实践活动高潮迭起ꎮ 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第五届广东公益志愿文

化节、 党员志愿服务先锋行动、 “我志愿我快

乐” 等志愿服务系列主题活动ꎬ 志愿精神得到

进一步弘扬ꎬ 志愿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开展

春运 “暖冬行动”、 志愿助残 “阳光行动”、 关

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朝阳行动”ꎬ 开展 “中
国梦七彩梦” 等主题活动ꎬ 服务民生、 服务

社会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ꎮ 制发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５ 年党员志愿服务先锋行动的通知»ꎬ 组织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事业ꎮ
二是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迈出新步伐ꎮ 加

强社区、 行业志愿服务标准化建设ꎬ 以佛山市

桂城社区和省文化行业作为志愿服务标准化建

设试点ꎬ 制订招募注册、 管理培训、 服务记

录、 激励表彰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标准ꎬ 提炼出

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操作规范和流程ꎬ
在全省各地各行业进行推广ꎮ 开展志愿服务制

度化建设调研ꎬ 撰写了一批志愿服务调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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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ꎬ 为中央文明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出

谋划策ꎮ
三是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介有力ꎮ 开

展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评选活动ꎬ
评选出最美志愿者 ８２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９８ 个、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４８ 个、 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 ５８ 个ꎬ 在南方日报推出系列专题文章ꎬ
宣传志愿服务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ꎮ 向中央文

明办推荐一批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ꎮ
四是志愿服务组织建设不断加强ꎮ 举行省

志愿者联合会换届大会ꎬ 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

机构ꎮ 举办 ２０１５ 年 “益苗计划” 广东志愿服

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ꎬ 扶

持 １８０ 个优秀志愿公益组织ꎮ 推广应用 «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ꎬ 实现全省志愿服务

记录的异地转移和接续ꎮ 开展志愿者骨干培训

轮训ꎬ 推动各地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通过公

益创业获得自主发展能力ꎮ

特色活动

佛山开展百村升级行动

建设美丽文明新农村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佛山市成功获得 “全国文明

城市” 称号后ꎬ 乘势而为ꎬ 启动百村升级行

动ꎬ 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新水平ꎮ
佛山市计划 ２０１５ 年起用两年的时间逐步将

１０８ 个具有规模和示范作用的村居建设成生活

舒适便捷、 环境整洁有序、 景观优美怡人、 文

体活动丰富、 村风民风淳朴、 村民素质提升、
社会和谐稳定的村落和社区ꎬ 其中包括 ３０ 个特

色古村落活化、 ３０ 个城中村 (旧社区) 改造及

４８ 个新农村建设工作ꎮ 根据不同类别ꎬ 按照城

乡统筹、 以点带面的原则ꎬ 覆盖到中心城区和

边缘镇街ꎬ 升级行动细分项目 １０４９ 个ꎬ 总投资

额近 １２ 亿元ꎮ 佛山市成立升级办负责城市升级

两年延伸计划的统筹协调ꎮ 市、 区、 镇按照

“以奖代补” 的原则ꎬ 鼓励支持百村升级行动ꎬ
市一级拿出 ３５００ 万元资金对达到建设标准的村

居给予奖励ꎬ 区、 镇参照市级标准分别给予奖

励ꎬ 提高村居创建积极性ꎮ 市创建办、 文明办

会同市城市升级办下发了 «关于做好百村升级

行动与文明创建同步推进工作的通知»ꎬ 推动

列入百村升级计划的 １０８ 个村居广泛开展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ꎮ 百村升级建立 “财政支持＋项
目打包＋社会融资＋志愿参与” 的多元投入模

式ꎬ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ꎮ 市文明办还组织

３０ 家中央、 省、 市三级文明单位ꎬ 以百村升级

村居为基础ꎬ 与三水区、 高明区 ３０ 个村居进行

结对共建ꎮ
佛山市 ３０ 个古村落以突出古村落风貌和文

化保育等为主要内容ꎬ 深入挖掘古村落人文精

神和价值观ꎬ 为古村落设计统一标识和导视系

统ꎬ 编制古村落文化导览图册ꎬ 修复一批古建

筑和古祠堂ꎮ 同时ꎬ 还利用祠堂、 名人故居等

历史建筑建立村史馆、 名人馆、 民间博物馆ꎮ
针对百村升级行动中 ３０ 个城中村 (旧社区)ꎬ
积极推动城市管理从城市 “主要脏器” 逐步向

城中村 (旧社区) “毛细血管” 延伸ꎬ 让城中

村 (旧社区)ꎬ 也像繁华地段的大街小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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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干净有序ꎮ 改造提升过程中ꎬ 运用文明城

市测评考评机制ꎬ 按照城市社区考评标准对城

中村进行督查考评ꎮ 百村升级行动中ꎬ ４８ 个村

庄从解决治水、 治气、 整治村级工业园等重难

点工作入手ꎬ 规范生活污水集中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ꎬ 开展畜禽养殖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ꎬ 推动公园下乡、 绿化进村ꎬ 提高村 (居)
绿化建设实效ꎮ 大力开展示范 (特色) 村居创

建ꎬ 重点在百村升级行动中的 １０８ 个村居和市

级以上文明村中开展慈善村、 志愿村、 孝德

村、 书香村、 环保村等特色创建活动ꎮ
大力培育乡贤文化ꎬ 支持鼓励企业家、 华

侨、 专家学者、 文艺人士等各界之士一起参与

挖掘整理村居的思想观念、 文化传统、 文史典

籍ꎮ 佛山市在 ３０ 个古村落全面开展文化志愿服

务ꎬ 全部组建本土文化讲解员队伍ꎬ 挖掘和传

承古村落文化内涵ꎬ 还原乡俗生活ꎮ 所有活化

的古村落ꎬ 至少恢复 １ 项具有本地特色的传统

和节庆文化ꎬ 打造旅游文化产品ꎬ 并建有村史

展示区、 配备本土义务讲解员ꎬ 以弘扬村居文

化传统ꎬ 宣传村居美丽环境ꎮ 各区、 镇、 村还

建立完善文化志愿者的招募、 培训、 使用、 考

核等机制ꎬ 统一文化志愿服务标识ꎬ 设计一条

以上旅游产品线ꎬ 通过专家培训、 实地采风、
模拟导赏等环节ꎬ 提升文化导赏志愿服务

水平ꎮ

惠州 “八个一” 打造

“十分钟志愿服务圈”
２０１５ 年ꎬ 惠州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ꎬ 加快

探索 “互联网＋志愿服务” 的新模式ꎬ 建立完

善了 “一网” (惠州志愿服务网)、 “一微”
(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手机 ＡＰＰ)、 “一云” (志愿云信息系统)、 “一
室” (惠州市志愿服务孵化室)、 “一校” (惠
州市志愿服务培训学校)、 “一报” ( «东江时

报善行惠州» 周刊)、 “一卡” (惠州志愿服

务卡)、 “一站” (惠州好人志愿服务站) 等

“八个一” 志愿服务平台ꎬ 使全市志愿服务数

据共享、 工作渠道畅通、 运行高效便捷ꎬ 为全

社会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提供了便捷的通道ꎮ 截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ꎬ 惠州共有实名注册志愿者

４０ ５ 万人ꎬ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３３２７ 个ꎬ 志愿

服务项目累计达 ３４３５ 个ꎬ 为惠州打造 “１０ 分

钟志愿服务圈”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ꎮ
惠州志愿服务网为全市志愿者及志愿服务

队伍提供了志愿者注册、 活动发布、 服务记

录、 激励回馈、 动态展示等系列 “云” 服务ꎮ
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创设官方微信服务号、
联合会微信群、 官方微博、 手机 ＡＰＰ 等移动

媒体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ꎬ 惠州志愿服务网加入由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研发的 “志愿云” 信息系

统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线使用ꎮ 惠州市

志愿者在 “志愿云” 系统实名认证通过率达

９５ ２４％ꎬ 位居全国前列ꎮ 志愿服务组织要在惠

州志愿服务网 “志愿云” 注册后快速健康成

长ꎬ 选择进惠州市志愿服务组织孵化室是一条

快车道ꎮ 为此ꎬ 惠州市志愿服务组织孵化室与

联合会同步建立ꎬ 致力搭建信息、 项目策划、
培训、 交流和服务平台ꎬ 用工作室固化吸引一

批志愿服务组织ꎬ 用制度培育提升一批志愿服

务组织ꎬ 用项目催生孵化一批志愿服务组织ꎬ
用资金扶持整合一批志愿服务组织ꎮ

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推动志愿者培训的

系统化、 规范化ꎬ 利用惠州电大实体与在线教

育资源ꎬ 与该校合作创建广东省首个由志愿服

务联合会与高等院校合作建立的志愿服务培训

基地ꎮ
惠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起与东江时报社合作推出 «东江时报善行惠

州» 周刊ꎬ 每周一期ꎬ 每期一个版 (专版的电

子版在惠州志愿服务网上挂出)ꎬ 专门报道惠

州一线志愿服务新闻ꎮ
惠州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州市分行联

合发行具有志愿者身份识别、 金融服务、 商家

优惠、 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惠州志愿服务

卡ꎬ 该卡是兼具全国通用银联标识的信用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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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社会对注册志愿服务的认可ꎮ
依托 “市、 县 (区)、 乡镇 (街道)、 社

区、 志愿服务队” 五级志愿服务网络ꎬ 以及遍

布全市的 １４０ 多个社区好人志愿服务站和覆盖

城乡的上千个志愿服务点ꎬ 打造 “全市一张

网”ꎬ 全力抓好志愿者招募注册、 培训管理、
服务计时等工作ꎬ 为全市志愿者信息化管理提

供便捷服务ꎬ 加快形成 “十分钟志愿服务圈”ꎮ

中山以 “邻里＋” 主题活动

促进文明社区建设
中山市创新 “邻里＋” 理念ꎬ 以特色活动

全方位打造一公里服务圈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渗透到各项建设之中ꎬ 以

“虚功实做” 带动了社区大建设ꎬ 激发了群众

奉献社区、 回报社会的热情ꎬ 形成了积极向善

的强大正能量ꎮ
中山市以花苑社区为试点ꎬ 探索居民志愿

自治模式ꎬ 启动 “志愿管家” 项目ꎬ 为居民提

供参与社区事务和志愿修身服务的平台ꎮ
中山市创新志愿服务形式ꎬ 每月轮流在一

个社区举办巡回 “志愿集市”ꎬ 直接把志愿服

务送到居民家门口ꎮ 社区驻点团队成员、 机关

窗口部门工作人员、 社区干部、 辖区志愿者组

织、 社工队伍及社会组织等纷纷参与到公益服

务集市中ꎮ 集市开设流动党代表工作室、 社区

驻点团队接待、 政策咨询、 业务办理、 义修、
义诊、 流动微心愿收集等便民服务摊位ꎮ

中山市以实施一批民生工程为契机ꎬ 在花

苑社区建成了一间 ６０ 多平方米的爱心义剪店ꎬ
并配套相应的设施设备ꎬ 由社区和个体私营者

协会管理ꎬ 社区负责组织志愿者管理义剪店和

提供义剪服务ꎬ 为老人们解决 “头” 等大事ꎮ
此外ꎬ 还开办了中山首家慈善超市ꎬ 由财政专

款及爱心捐款购买大米、 洗衣粉等 ７０ 多种日常

生活用品ꎬ 并对捐赠、 受赠实行公开化管理ꎬ
严把捐赠物品安全质量关ꎬ 低保户凭社区免费

发放的票券直接到超市 “购买” 物品ꎮ
为加强对困难群众的专业帮扶ꎬ 提升社会

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ꎬ 中山市以购买服务

形式成立了心苑和夏洋社工站ꎬ 每年出资 １２８
万元购买居家养老、 帮扶弱势群体等多项

服务ꎮ
中山市为避免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在放学后

或节假日成为留守儿童ꎬ 启动了青少年健康成

长守护工程ꎬ 组织社区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结

对ꎬ 每周开展周末课堂和 “４３０ 课堂”ꎬ 提供学

业辅导、 兴趣培养、 亲情陪伴等ꎻ 每季开展

“朝阳行动”ꎬ 组织参观名胜古迹、 科普基地、
革命根据地等ꎻ 举办 “快乐暑期” 文明修身活

动等ꎮ
中山市利用户外和网络等阵地ꎬ 开展各种

接地气的修身活动ꎬ 如系列讲座、 便民集市、
公益义卖、 文体活动、 微电影等ꎬ 引导居民向

善修身ꎮ

河源传扬客家谚语　 践行当代价值
客家谚语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的

智慧结晶ꎬ 富含许多颠扑不破的道理ꎬ 包含了

生活态度、 文化承载、 道德的传承和文明的传

播ꎮ 河源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作中ꎬ 充分运用客家谚语言简意赅ꎬ 形象生

动、 朗朗上口的特点ꎬ 用客家谚语为载体ꎬ 推

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ꎮ
河源市文明办广泛发动全市干部群众收

集、 报送客家古邑谚语ꎬ 共收集到 ３００ 多条客

家古邑谚语ꎬ 供稿人涵盖了作家、 记者、 公务

员、 教师、 学生、 企业员工、 农民等不同人

群ꎮ 同时ꎬ 组织人员走访群众了解客家古邑谚

语情况ꎬ 弄清语意ꎮ 经过报送、 收集、 筛选、
整理、 认定等程序ꎬ 最终精选了 １００ 条客家古

邑谚语ꎮ
河源市组织本市的民间文化专家对收集的

客家古邑谚语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ꎬ 去芜存

菁ꎬ 精选了 １００ 条客家古邑谚语ꎬ 并结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进行分类ꎬ 将这些

谚语按 “国是家、 孝当先、 善作魂、 诚立身、
和为贵、 学不辍、 礼笃行、 勤为本、 俭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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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必遵” 这十大类进行分类ꎮ 同时ꎬ 组织文化

学者、 画家对精选出来的谚语进行通俗的释

义ꎬ 每条谚语并配上漫画进行生动的阐释ꎮ
河源市编印了 １ 万多册的 «客家古邑谚

语» 读本ꎬ 发送到社区、 学校、 企事业机关单

位ꎮ 打造了一批 “传扬客家谚语ꎬ 践行当代价

值” 示范点ꎮ 将客家谚语编成短信、 微信ꎬ 通

过各种平台ꎬ 特别是校讯通发送给广大家长ꎮ
以客家谚语为题材ꎬ 运用歌舞、 竹板歌、 客家

山歌等艺术形式进行汇演ꎮ 将谚语制作成精美

的公益广告ꎬ 通过各类媒体和户外广告刊播扩

大社会影响ꎮ
组织开展 “诵客家谚语做文明市民” 活

动ꎮ 一是诵读谚语ꎬ 做文明谚语的传承者ꎮ 引

导广大市民学谚语、 传谚语、 用谚语ꎬ 培育社

会文明新风尚ꎮ 二是通过小手牵大手ꎬ 同做文

明人ꎮ 充分应用家庭学校平台ꎬ 把谚语文化融

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ꎬ 通过书法、 绘画、
征文等形式开展教育践行活动ꎬ 通过小孩教育

影响大人行为ꎬ 促使家庭成员共承好谚语ꎬ 同

做文明人ꎮ 三是融入文明创建活动ꎬ 将谚语文

化列入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等创建指标ꎮ 四是

融入社会治理ꎬ 充实村规民约ꎬ 推动民风转

变ꎬ 促进农村和谐ꎮ

(广东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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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ꎬ 着力在群众性创建活动上突出价值内涵ꎬ
着力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务求实效ꎬ 着力在创新

性工作上深化拓展ꎬ 为实现 “两个建成” 目标

提供了坚实道德支撑ꎮ
一、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开创新局面
１. 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取

得好成绩ꎮ 南宁市连续三届保持全国文明城市

荣誉称号ꎬ ７ 个地级城市评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ꎬ ４ 个县 (市) 评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 (县级)ꎬ ３５ 个村镇评为第四届全国文明

村镇ꎬ ６２ 家单位评为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ꎮ 自

治区文明委隆重表彰第六轮自治区文明城市、
文明县城、 文明城区和自治区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先进县 (市、 区)、 先

进集体、 先进个人ꎮ

２. 公民道德建设再上新台阶ꎮ 刘萌刚、 陈

春林评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莫振高等 １０ 人

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第三届自治区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ꎬ 群众积

极参与ꎬ 评选出 ２２ 名自治区道德模范ꎬ ３３ 人

(含群体) 荣获自治区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向中

央文明办推荐上报 “身边好人” 候选人 (含群

体) ３２９ 个ꎬ ３７ 人 (含群体) 当选 “中国好

人”ꎮ 涌现出一大批 “最美教师” “最美司机”
“最美劳动者” “最美家庭” “公民楷模新闻人

物” “孝心人物” “最美少年” 等ꎬ 成为引领

社会良好风尚的 “风向标”ꎮ
二、 基层基础工作实现新发展
２０１５ 年为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全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根据中央文明委的重要部署ꎬ 进一步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ꎮ
１. 思想认识得到深化ꎮ 自治区文明委召开

了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会ꎬ 会议对做好

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ꎮ 全区各级文明委迅

速学习和深入领会会议精神ꎬ 进一步统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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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认清形势ꎬ 提振了精神、 凝聚了共识、 明

确了前进方向ꎮ
２. 基层队伍素质得到提高ꎮ 先后组织召开

全区诚信建设工作推进会、 全区 “洒扫应对伴

我行” 现场会、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以及 ２０１５ 年

乡村学校少年宫科技辅导员培训班、 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辅导骨干培训班等ꎬ 加强了自治区文

明委成员单位、 各市、 县 (市、 区) 文明办之

间的交流学习ꎬ 提高了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者综合素质ꎮ
３.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阵地得到拓展ꎮ 组织

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专题调研ꎬ 对全区

１６５ 个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教育活动联

系点进行考核评估ꎬ 创建首批自治区级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基地ꎮ 继续推进全国、 自

治区级文明单位和各级文明委成员单位为未成

年人办好事实事工程ꎬ 全区近 ２０００ 个单位为未

成年人办好事实事 ４０００ 多件ꎬ 累计投入资金约

２ 亿元ꎮ
４. 基层 文 化 工 作 得 到 加 强ꎮ 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ꎬ 切实加大面向基层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ꎬ 组织开展全区基层群众文艺汇演ꎬ 将

“送文化” 与 “种文化” 结合起来ꎬ 支持基层

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ꎮ 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 活动广泛深入开展ꎮ
三、 重点工作领域实现新突破
１. 加强文明城市动态管理ꎮ 对 １ 个全国文

明城市、 ７ 个地级全国提名城市和 ４ 个县级全

国提名城市ꎬ ８ 个第六轮自治区文明城市 (县
级) 以及 ３ 个全国文明县城、 １４ 个第六轮自治

区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县级) 分别实施年度测

评和考评ꎬ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 长

效化ꎮ
２. 深入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宣传ꎮ 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区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ꎬ 征集作品 ７５０ 件ꎬ 评选出

３８ 件优秀作品ꎬ 策划制作了一批具有广西特色

的公益广告精品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

弘扬ꎮ
３. 深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ꎮ 在全区

广泛开展 “斑马线上的文明” 主题活动ꎬ 南

宁、 钦州、 来宾、 柳州、 桂林、 梧州、 贵港、
玉林等地文明交通蔚然成风ꎬ 成为城市的亮

丽风景线ꎮ 南宁市从 ２０１５ 年起将每年 ９ 月定

为 “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 活动月ꎬ 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 参与志愿服务和执法整治

行动ꎬ 进一步提高了城市文明交通氛围和群

众出行安全感ꎮ
４. 各项主题实践活动成效显著ꎮ “和谐建

设在基层” “感恩教育” “星级文明户” 活动

蓬勃开展ꎬ 诚信建设制度化取得新成效ꎬ 文明

旅游宣传持续推进ꎻ 全区第二届寻找 “最美家

庭” 活动评选出 ５０ 户全区 “最美家庭”ꎬ 受到

社会好评ꎻ 志愿服务品牌培育力度进一步加

大ꎬ 表彰了 ６０ 名全区优秀志愿者、 １０ 个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ꎻ “洒扫应对” “向国旗敬礼”
“百场优秀电影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流动剧场

进校园” 等 １０ 多项未成年人主题实践活动富

有成效ꎬ 参与人数达 １０００ 多万人次ꎮ
四、 精神文明创建宣传更接地气
１. 核心价值观宣传更加形象化、 故事化ꎮ

组织开展全区 “社区大明星———共筑中国梦
和谐邻里情” 文艺展演活动、 “我邀明月颂中

华” “书香南宁” 经典诵读大赛、 “和谐建设在

基层” ２０１５ (乙未) 年春联作品征集评选暨

“文化惠民———书写赠送春联” 活动、 ２０１５ 广

西公民楷模新闻人物评选表彰活动、 第八届

“广西十大孝心人物” 评选表彰活动等ꎬ 群众

易于参与、 喜闻乐见、 入脑入心ꎮ
２. 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宣传富有成效ꎮ 充分

运用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等ꎬ 实现全媒

体、 大容量集中报道ꎬ 推送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成果和先进典型事迹ꎬ 网上正能量更加深

入人心ꎮ 推出 “美丽南方好少年” 系列微电

影ꎬ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文明网等网络媒

体 “点赞道德模范” 互动人数超过 １２０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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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 第三届自治区道德模范网络评选投票超

过 １００ 万人次ꎬ 活动的覆盖面和群众参与度

进一步提高ꎮ
３. 主要新闻媒体专题报道有分量有影响ꎮ

组织自治区主要新闻媒体开辟专题专栏ꎬ 开展

全国文明城市及提名城市、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

文明单位、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集体以及志愿服务制度化、 “诚信广西” “星
光闪耀新农村” “感恩教育” “德耀中华　 大美

广西———道德模范在身边” 等多个专题的集中

采访报道ꎬ 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ꎮ

特色活动

乡村学校少年宫打造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乐园
广西在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中ꎬ 以体

验参与教育为途径ꎬ 结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

的身心特点ꎬ 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
形式多样、 吸引力强的主题实践活动ꎬ 引导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ꎮ
以打造 “有特色” 为着眼点ꎬ 增强活动吸

引力ꎮ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ꎬ 以艺育人ꎮ 组织

“传承民族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优秀剧目 (木偶剧) 公益巡演、 “流动剧场进

校园” 等系列活动ꎬ 将一批突出爱国主义教

育、 增强儿童互助互爱、 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

护及倡导爱护环境等题材的文艺节目送到全区

１４ 个市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开展技能竞赛活

动ꎬ 以技促能ꎮ 立足于师资、 场地、 设施等条

件ꎬ 举办全区第三届乡村学校少年宫素质教育

技能竞赛活动ꎬ 分为 “球体世界” “感知空间”
“完美世界” “极限挑战” “终极对决” ５ 个主

题赛区ꎬ 每个赛区设计了与主题相关的 ６ 项竞

技项目ꎮ 发挥学习平台作用ꎬ 以读养德ꎮ 依托

乡村学校少年宫创设 “快乐科学营” “阳光小

书吧” 等活动ꎬ 组织开展 “童心向党” “向国

旗敬礼” 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ꎮ
以实现 “全覆盖” 为出发点ꎬ 扩大活动辐

射力ꎮ 突出 “因地制宜、 抓点带面” 的工作思

路ꎬ 结合未成年人特点ꎬ 广泛开展书法、 绘

画、 舞蹈、 器乐、 乒乓球、 羽毛球、 手工制作

等活动ꎻ 根据地域文化ꎬ 开展编织、 木偶、 戏

曲等传统民族活动ꎻ 结合 “我们的节日”、 经

典诵读展示、 汇演等活动ꎬ 配合学校德育工

作ꎬ 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ꎮ
以实现 “高质量” 为落脚点ꎬ 提高活动影

响力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ꎬ 已初显成效ꎮ 木偶剧、 流动剧等活动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ꎬ 充分发挥精神文化

产品育人化人功能ꎮ “经典诵读” “日行一善”
等系列活动把国学经典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

合ꎬ 助推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ꎮ 通过开展素质

教育技能竞赛ꎬ 激发了农村未成年人的科普兴

趣ꎬ 培养他们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文化

素养ꎮ

积极 “洒扫应对” 　 养成美德少年
近年来ꎬ 广西各地以学校为主阵地、 以社

区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平台、 以家庭教育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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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ꎬ 把 “洒扫应对”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贯穿于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全过程ꎬ 融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不断丰富内容ꎬ
创新形式ꎬ 取得显著成效ꎮ

主要做法: 一是以 “知” 为先ꎬ 绘制 “洒
扫应对” 活动图谱ꎮ 通过亲民化、 通俗化的言

行浸润ꎬ 从学生的认知兴趣、 接受能力及记忆

效果出发ꎬ 把 “洒扫应对” 知识教育贯穿于德

育课、 班队会及团日活动、 国旗下的讲话及诵

读经典等活动中ꎬ 把 “洒扫应对” 的韵、 意、
情装进学校宣传栏和教室走廊ꎬ 用校园广播站

讲好 “洒扫应对” 故事ꎬ 真正让 “洒扫应对”
耳濡目染、 入脑入心ꎮ 二是以 “行” 为重ꎬ 制

定 “洒扫应对” 行动指南ꎮ 在学校ꎬ 开展校园

“微劳动” 和校园生活礼仪实践: 从待人接物

入手ꎬ 教育学生知晓礼节礼仪ꎬ 养成谦恭待人

的观念ꎻ 从日常起居入手ꎬ 加强学生生活能

力ꎬ 锻炼劳动技能ꎬ 养成爱劳动的习惯ꎮ 在社

区ꎬ 加强学校与社区联动ꎬ 开展各项公益劳动

和志愿服务实践ꎬ 引导未成年人传承文明、 传

递温暖ꎮ 在家庭ꎬ 开展 “日行一孝” 教育ꎬ 养

成勤动手、 多交流ꎬ 孝顺父母、 报答父母的美

德习惯ꎮ 三是以 “悟” 固本ꎬ 深化 “洒扫应

对” 活动效果ꎮ 坚持实践活动与体验感悟相结

合ꎬ 开展 “感恩教育” 主题活动ꎬ 采取班会、
演讲、 儿童歌谣、 情景剧、 歌舞展示等形式ꎬ
引导未成年人从小感恩老师、 父母ꎬ 常怀感恩

之心、 常立感恩之德、 常行感恩之举ꎬ 鼓励未

成年人在家中参与孝行感恩实践ꎬ 树立责任和

义务意识ꎮ
取得成效: 一是突出边境文化特色ꎮ 结合

广西位于边疆地区ꎬ 沿边、 沿海、 沿江的特

点ꎬ 把 “洒扫应对”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与培养

未成年人责任意识、 爱国情感结合起来ꎬ 科学

安排活动程序ꎬ 精心设计活动内容ꎮ 融入 “美
丽广西” 乡村建设ꎬ 鼓励农村未成年人利用双

休、 节假日ꎬ 跟随父母走进田间地头ꎬ 学习农

活农事ꎬ 引导未成年人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ꎬ
自觉做到以建设美丽家乡、 维护祖国和平为己

任ꎮ 二是突出传统文化特色ꎮ 广西是少数民族

聚集区ꎬ 也是民族文化的富矿区ꎬ 丰富多彩的

民族文化滋养着各族人民ꎮ 柳州市以 “弘中国

梦扬君子风” 为主题ꎬ 开展学习习惯、 行为

习惯、 传统文化和君子文化 ４ 个序列的教育ꎬ
形成了年有 “两节” (君子体育节和君子文化

节)、 月有集会 (音乐集会)、 日有三省 (君子

自省) 以及君子讲坛 (教师论坛、 家长讲坛、
学生专场)ꎻ 河池市通过 “正衣冠” “朱砂启

智” “击鼓鸣志” “启蒙描红” “茶敬亲师”
“赠书送礼” ７ 个项目举行新生 “开笔礼” 仪

式等特色品牌活动ꎬ 把 “洒扫应对” 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与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

来ꎬ 让未成年人在寓教于乐中接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熏陶ꎮ 三是突出校园文化特色ꎮ 广西各

级学校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ꎬ 结合各自办学特

色ꎬ 创新工作方法ꎬ 把 “洒扫应对” 活动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中ꎮ 南宁市突出 “责任” 文化ꎬ
以 “快乐七彩假日” 为主题ꎬ 组织社区未成年

人积极参与绿地认养ꎬ 做楼道小卫士、 卫生监

督员ꎻ 崇左市突出 “孝亲” 文化ꎬ 开展 “看孝

德亲情励志影片＋学古今孝德故事＋诵孝德文化

经典＋写一封家书” 感恩系列活动ꎬ 培养未成

年人对家人、 对长辈的孝敬之心ꎮ 这些活动形

式新颖ꎬ 生动活泼ꎬ 引导未成年人在传承优良

校风校训过程中ꎬ 把 “洒扫应对” 与校园文化

建设紧密结合ꎬ 努力形成 “一地一特色” 的工

作模式ꎮ

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
“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 是广西南宁

市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ꎬ 尊重生命、 传递文

明、 温暖人心、 感受幸福的理念在全市上下得

到了广泛普及ꎬ 深入人心ꎬ 礼让斑马线已成为

了南宁市展示城市魅力的崭新名片ꎮ
２０１５ 年南宁市持续深入开展 “礼让斑马

线　 你我齐参与” 活动ꎬ 继续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 强化宣传教育、 参与志愿服务和执法

整治行动ꎬ 努力提高城市文明交通水平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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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出行安全感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南宁

市召开新闻发布会ꎬ 将每年 ９ 月定为南宁

“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 活动月ꎮ 结合每

月首个周六的南宁市 “学雷锋志愿活动日”ꎬ
在全市主要交通区域的 ８１ 个重点路段设置了

“礼让斑马线” 示范点ꎬ 围绕 ８１ 个路段开展专

项集中整治行动和志愿者集中行动日活动ꎮ 志

愿者、 社会监督员、 机动车准驾驶员、 新闻媒

体记者纷纷走上街头ꎬ 劝导广大司机与行人礼

让斑马线ꎬ 让 “礼让斑马线” 活动效应持续深

化ꎬ 推动形成文明礼让风尚ꎮ
南宁市文明委牵头ꎬ 成立了市 “礼让斑马

线　 你我齐参与” 活动协调小组ꎬ 统筹协调全

市开展 “礼让斑马线” 活动ꎮ 南宁市委宣传

部、 文明办精心策划ꎬ 牵头制定 “礼让斑马

线” 专项活动方案ꎬ 组织各县区、 开发区参与

活动ꎮ 南宁市交通运输局通过逐级签订责任

状ꎬ 实现全行业全员参与ꎻ 定期组织集中检

查ꎬ 将行业监督检查结果与企业考核、 驾驶员

诚信考核挂钩ꎬ 落实停业整顿、 教育学习等系

列行业强制整改措施ꎮ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

早、 中、 晚高峰期安排警力上岗执勤ꎬ 指挥疏

导交通ꎬ 加强完善交通设施ꎮ 市国资委、 市总

工会等部门发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参与活

动ꎮ 市直机关工委、 团市委、 市妇联等组织志

愿者参与活动ꎬ 为所有志愿者和准驾员购买保

险ꎬ 保障志愿者和准驾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

益ꎻ 南宁市媒体高密度、 大篇幅、 多角度的持

续联动宣传ꎬ 促进 “礼让斑马线”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ꎮ

完善对机动车驾驶人、 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的相关奖惩规定ꎬ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定期

曝光ꎮ 通过路口、 路段驻点执勤与路段巡逻管

控相结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教

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ꎬ 整治不礼让行为和不

文明过马路行为ꎻ 对不礼让斑马线驾驶员给予

罚款 １５０ 元、 记 ３ 分的处罚ꎬ 同时落实抄告制

度ꎬ 对区域内行政机关、 企业事业、 社会团体

及其他组织车辆违反相关规定的ꎬ 抄告其所在

单位ꎮ 开展公交车、 出租车、 公务车、 私家车

“百名礼让之星” 评选活动ꎬ 发动社会各界通

过交通监控视频抓拍、 媒体采访抓拍和社会监

督跟踪拍、 志愿者现场拍、 市民群众随手拍等

采集数据ꎬ 经名单公示、 审核确认等程序ꎬ 市

评选组委会从 ３ 万多辆机动车的推荐名单评出

４１６ 名公交车、 出租车、 公务车、 私家车 “礼
让之星”ꎮ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广西玉林市创新打造 “四大平台”ꎬ 建立

“四项机制”ꎬ 传承乡贤精神、 发挥乡贤作用、
厚植乡贤文化ꎬ 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地生根ꎮ
打造 “四大平台”ꎬ 创新推动乡贤文化建

设ꎮ 一是打造文化传承平台ꎮ 通过修缮书院、
宗祠ꎬ 依托乡贤故居建设了王力故居、 “李明

瑞　 俞作豫” 烈士纪念馆、 朱锡昂烈士陵墓等

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传承和弘扬乡贤精

神ꎮ 二是打造公益慈善平台ꎮ 加快推进 “好人

社会” 建设ꎬ 引导乡贤参与助学、 助残、 助

困、 乡村建设等公益活动ꎬ 深入挖掘宣传乡贤

好人好事ꎬ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良性互动发展ꎬ
营造 “好人有好报” 的良好社会风尚ꎮ 三是打

造创业发展平台ꎮ 通过各地商会、 在外商家人

士创业促进会等组织ꎬ 以 “乡情、 亲情、 友

情” 为纽带ꎬ 鼓励引导在外创业乡贤回乡创

业ꎬ 实现资金回流、 企业回迁、 信息回传、 人

才回乡ꎬ 大力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ꎮ 四是打

造和谐建设平台ꎮ 利用乡贤在乡民邻里间威望

高、 口碑好的优势ꎬ 引导乡贤加入平安和谐建

设行列ꎬ 促进农村平安和谐稳定ꎮ
建立 “四项机制”ꎬ 推动乡贤文化传承发

展ꎮ 一是建立研究机制ꎮ 引导各县 (市、 区)
成立乡贤文化研究会ꎬ 深入挖掘本地乡贤文化

资源ꎬ 积极宣传弘扬乡贤文化ꎬ 使乡贤文化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的新载体、 新途

径ꎮ 二是建立培育机制ꎮ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

桥梁、 纽带作用ꎬ 为乡贤搭建了解家乡、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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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 建设家乡的平台ꎮ 开展道德模范、 “身
边好人” 等评选活动ꎬ 培育一批新乡贤ꎮ 三是

建立激励帮扶机制ꎮ 每年评选一批优秀乡贤ꎬ 推

荐贡献突出的乡贤选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ꎻ
乡贤出资建设的学校、 医院等ꎬ 优先考虑用乡贤

名字命名或立碑立牌纪念ꎻ 对生产生活有困难

的乡贤ꎬ 建卡立档ꎬ 实行跟踪帮扶ꎮ 四是建立管

理机制ꎮ 建立完善彰显乡贤文化的乡规民约、 职

业规范等具体行为规则ꎬ 加强对乡贤的引导、 管

理ꎬ 支持、 配合乡贤投身家乡建设ꎮ

以五个 “文明同行” 为抓手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 年ꎬ 广西贺州市以资金、 稳定、 生

态、 项目、 文化等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切入

点、 着力点ꎬ 扎实开展以 “五个文明同行” 为

主题的系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有力促进农村

乡风文明建设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

村落地生根ꎮ
在信贷方面ꎬ 抓 “文明诚信与金融同行”ꎮ

开展 “文明信用户” “文明信用村” 创建活动ꎬ
“文明信用户” 可不用任何实物抵押ꎬ 获得农

信机构的信贷ꎮ 农民群众既是创建活动的主

体ꎬ 又是受益者ꎬ 提高参与积极性ꎮ 目前ꎬ 贺

州市已建立 “文明信用村” １２０ 个ꎬ 累计评出

“文明信用户” ８９００ 户ꎬ 授信额度近 ２ 亿元ꎬ
群众获得信用贷款 １ ３ 亿元ꎮ 较好地解决农村

农民群众贷款难、 农信机构放款忧的问题ꎮ
在治安方面ꎬ 抓 “文明和谐与守法同行”ꎮ

从提升村民自豪感、 普法宣传、 强化稳定保障

力量等方面入手ꎬ 广泛组织开展 “文明和谐守

法户 (村) ” “和谐村屯” “和谐邻里” “平安

乡镇” “一村一警” 等系列创建活动ꎬ 积极培

育农村新风尚ꎬ 推动农村道德法治建设ꎬ 提升

群众文明守法意识ꎬ 促进乡风文明ꎮ
在生态方面ꎬ 抓 “文明和谐与生态同行”ꎮ

以清洁城乡ꎬ 建设美丽家园活动为抓手ꎬ 在全

市范围组织开展 “美丽村屯” “生态文明村”
“美丽家庭” 创建活动ꎬ 全力打造 “看得见山ꎬ
望得见水ꎬ 记得住乡愁” 的美丽乡村ꎬ 先后涌

现了 １８１ 个市级生态村和 ４３ 个自治区级生态

村ꎬ 有效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ꎮ
在拆迁方面ꎬ 抓 “文明和谐与项目同行”ꎮ

以企业为重点ꎬ 开展 “文明施工工地” “最美

城市建设人” 等创建活动ꎬ 引导企业实现文明

和谐征地拆迁ꎬ 加快建设美丽家园ꎮ 目前ꎬ 全

市生态新城、 城东新城、 一江两岸以及工业区

建设ꎬ 始终贯穿文明和谐征拆的理念ꎬ 村民们

享受到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果ꎮ
在文化方面ꎬ 抓 “文明传承与文化同

行”ꎮ 以传承传统文化ꎬ 发掘优秀民俗文化为

重点ꎬ 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 “文艺村” “文艺

户” “国学文化村” “乡情乡愁文化示范村”
创建活动ꎬ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ꎬ 提升文

化软实力ꎬ 推动乡村和谐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贺

州市共有 ４５ 个村、 ７０ 户家庭被自治区命名为

文艺村、 文艺户ꎻ 累计有 ３３ 个传统古村落入

围全区第二批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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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

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紧贴省委省政府中

心工作ꎬ 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ꎬ 扎实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ꎬ 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广泛开展 “四大创建” 活动、 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 志愿服务等各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一、 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省贯彻落实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要求ꎬ 制定出台 «海南省关于贯彻 ‹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实施意

见» (琼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７ 号)ꎬ 推动核心价值

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１ 月 ３０ 日ꎬ 省文明委在海口

召开了全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

进会ꎬ 表彰 ２０１４ 年度全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先进单位ꎬ 部署开展 ２０１５ 年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ꎮ 持续刊播 “讲文

明树新风”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ꎬ ２０１５ 年全省共刊播核心

价值观公益广告报纸类 ４８３ ５ 个版面、 电台类

６５１３２３ 秒、 电视类 ８４１０５３ 秒、 期刊类 ５５ 个整

版等ꎬ 省内各主流网站在首页设置固定链接长

期宣传展示并定期更新ꎬ ３ 家电信运营商运用

多种方式传播公益广告 ３４００ 万余次ꎮ 广泛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建筑工地围

挡、 各类交通运载工具和公共场所、 电子显示

屏、 楼宇电视、 户外广告牌、 大型商场和宾馆

饭店等媒介大力度、 常态化刊播ꎮ ７—８ 月ꎬ 省

文明办组织调研组开展核心价值观专题调研ꎬ
通过座谈交流、 实地考察、 走访调查和问卷调

查等方式调研各市县和省直单位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引导、 贯穿结合融入、 落细

落小落实等方面的情况ꎬ 分析存在的问题ꎬ 形

成 «调研报告»ꎬ 为推进核心价值观工作提供

决策依据ꎮ 开展海南省公益广告征集活动ꎬ 面

向社会征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海

南元素的优秀原创公益广告 １００ 幅ꎬ 并全部纳

入海南省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作品库ꎬ
无偿提供给省内各级各类媒体使用ꎮ

２. 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ꎮ 组织开

展第五届海南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评选

出文兵等 ４９ 名同志为第五届全省道德模范候选

人ꎬ 文兵同志荣获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ꎬ 符传

道、 岱娥贵等 ８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省文明委在海口举行授奖仪式ꎬ 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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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等 ４９ 名第五届海南省道德模范进行隆重表彰ꎬ
并颁发奖章和证书ꎮ 关爱帮扶礼遇道德模范ꎮ
２０１５ 年春节期间ꎬ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的省级及

以上道德模范 ２５ 人ꎬ 发放慰问金 ５ 万元ꎮ １１ 月ꎬ
积极救助患癌住院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苏金

兰ꎬ 为其筹措累计 ９ 万元救助资金并多次慰问ꎮ
邀请 ２４ 名省级道德模范、 抗风救灾英雄及家属

参加 ９ 月 ２ 日在海口云龙工农红军改编旧址举行

的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 ９ 月 ３０ 烈士纪念

日在海口金牛岭公园举行的公祭活动、 １２ 月 ３０
日海南环岛高铁首发通车体验活动等省内重大

庆典ꎬ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道德模范的关心和爱

护ꎬ 弘扬了社会正风正气ꎮ 做好 “我推荐、 我

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累计向中央文明

办、 中国文明网报送身边好人 ３５１ 人次ꎬ 曾维

奋、 符传道 等 １９ 人入选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好人

榜”ꎮ 大力宣传 “身边好人” 活动ꎬ 吸引群众广

泛参与ꎮ 海南日报开设 «天涯好人» 专栏ꎬ 南

国都市报开展 “感动海南” 年度人物评选ꎬ 利

用海南文明网、 南海网等网络媒体开设 “海南

好人” 专栏长期报道ꎬ 指导海口文明办微信公

众号开设 “海口好人” 专栏定期发布等ꎮ 举办

中国好人 １２ 月榜单发布仪式暨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 (海南海口) 现场交流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用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的方式ꎬ 邀请全国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美德少年代表 ４０ 余名ꎬ
在海口市与现场 ５００ 余名群众分享感悟、 交流互

动ꎮ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 中国网络电视

台、 中国文明网等中央主要网络媒体对活动同

步直播ꎬ 当日央视晚间新闻进行报道ꎬ 省内各媒

体纷纷报道ꎬ 有效营造崇尚、 学习、 关爱、 争当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浓厚氛围ꎮ
二、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１. 文明城市创建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省积极

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ꎬ 部署创建省级文明城

市ꎮ 大力支持海口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ꎻ 三亚市 “生态修复、 城市

修补、 海绵城市建设、 综合管廊建设”ꎻ 琼海

市 “田园城市建设” 等ꎬ 指导其对照修订后的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测评体系»ꎬ 厘清短项短腿ꎬ 下大力

气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ꎬ 并在文明生态村创

建、 文化产业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从政

策、 资金、 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ꎬ 全力推进省

市共建ꎮ 制定出台 «海南省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 (琼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９ 号)ꎬ 指导推动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ꎮ ５ 月 ６ 日ꎬ 省文明委在海

口召开深化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座谈会ꎬ 研究部署进一步深化文明创建

工作ꎮ ８ 月ꎬ 举办文明城市创建骨干培训班ꎬ
组织省内各市县赴海口市和广西南宁市、 梧州

市及福建省厦门市、 江苏省张家港市实地考

察ꎬ 学习借鉴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ꎬ 为推进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明晰创建

思路、 明确努力方向ꎮ
２. 海南文明大行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持续深入

推进海南文明大行动ꎬ 围绕文明礼仪、 文明环

境、 文明交通、 文明经营、 文明旅游五项内

容ꎬ 着力整治海南居民 “八大不文明行为”ꎮ
制定印发 «海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

作的实施意见» (琼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５ 号)ꎬ 进

一步优化国际旅游岛旅游环境和提升公民旅游

文明素质ꎬ 广泛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教育和实践

活动ꎬ 全面推进海南省文明旅游工作深入开

展ꎬ 引导公民文明出游ꎮ 按照 «海南省旅游厕

所专项规划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 和 «关于进

一步推进旅游厕所建设工作的方案» 的要求ꎬ
把厕所文明建设纳入 «海南省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ꎬ 作为考核指标ꎬ 推动全省旅游厕所建设

和管理水平的提升ꎮ 修订 «海南文明大行动测

评体系 (２０１５ 年版) » (琼行动办 〔２０１５〕 ２
号)ꎬ 实现以测促创ꎮ 委托国家统计局海南调

查总队对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期间各市

县开展文明大行动工作进行测评ꎬ 推动海南文

明大行动持续深入开展ꎮ
３. 诚信建设制度化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省贯

彻落实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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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座谈会精神ꎬ 制定

印发 «海南省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实施

意见» (琼文明委 〔２０１５〕 ８ 号)ꎬ 以健全信用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征信

系统为基础ꎬ 以推进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

会诚信和司法公信为主要内容ꎬ 以加强诚信宣

传教育与诚信文化建设、 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为

重点ꎬ 全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建立和完善

长效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ꎬ 建设 “诚信海南”ꎮ
贯彻执行 «海南省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方案»ꎬ 联合实

施工商、 税收等 “黑名单” 惩戒工作ꎬ 构建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ꎬ 营造 “守信光荣、 失

信可耻” 的社会氛围ꎮ
４. 志愿服务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广泛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发展ꎻ
成立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ꎬ 促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建设ꎻ 举办志愿服务创新 (网络) 培训

班ꎬ 推动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ꎮ ３ 月 ５ 日ꎬ 启动了 “践行

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我先行” 为主题的党团

员志愿服务活动ꎬ 推动党员到社区 “双报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发挥党员在志愿服务中的

模范带头作用ꎬ 引领社会大众积极投身到志愿

服务中来ꎮ 举办 ２０１５ 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ꎬ 围绕社区服务、 文明旅游、 阳光助残、 文

明交通、 邻里守望、 环境保护等领域 １１ 大类ꎬ
评选出金银奖项目 ５０ 个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 年海

南省规范化志愿服务站建设工作ꎬ 投入 １００ 万

元ꎬ 新创建 ３０ 个站点ꎮ １２ 月 ５ 日ꎬ 成立海南

省志愿服务联合会ꎬ 联合会在省文明委的指导

下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工作ꎬ 进一步完善全省志

愿服务体制机制建设ꎮ １１ 月 １０—１３ 日ꎬ 省文

明办、 团省委在海口举办了志愿服务创新 (网
络) 培训班ꎬ 对海南 “互联网＋志愿服务” 发

展情况及未来应用进行深入探讨ꎬ 有效提升志

愿服务工作的网络思维和应用能力ꎮ
三、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 举办未成年人道德讲坛ꎮ ２０１５ 年开展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活动 ２７５ 场ꎬ 受众 ７２ ３
万人次ꎬ 社会反响强烈ꎮ “讲坛” 活动也得到

了中央文明办的肯定和支持ꎬ 向全国推介海南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品牌活动ꎮ
２. 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海南利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和市县配套资金建设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５８ 所ꎬ 其中ꎬ 利用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支持建设 ２８ 所ꎬ 儋州、 东方、 乐东、
澄迈、 屯昌、 陵水、 保亭、 琼中等 ８ 个市县按

照 １ ∶１ 的比例ꎬ 配套建设 ３０ 所ꎮ １０ 月 ２２—２３
日ꎬ 省文明办、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在乐东县

举行 ２０１５ 年度海南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启动

仪式暨培训班ꎬ 对 ５８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负

责人及管理员进行集中培训ꎬ 讲解政策措施、
介绍先进经验ꎬ 通过实地参观、 座谈交流等方

式ꎬ 使参加培训人员掌握政策方法ꎬ 提高工作

水平ꎮ
四、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１５ 年海南省创建文明生态村 ８５７ 个ꎬ 累

计建成文明生态村 １６４４８ 个ꎬ 占全省自然村总

数 ( ２３３１０ 个) 的 ７０ ５％ꎮ 完成文明生态村

“万村绿化” 村庄 ２０２８ 个ꎮ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琼海

市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暨特色风情小镇与美

丽乡村建设现场会ꎬ 以文明生态村创建为抓手

建设美丽乡村ꎬ 在全省掀起了新一轮文明生态

村创建热潮ꎮ ８ 月 １３—１４ 日ꎬ 全国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ꎬ 琼海市作为唯一一

个县级市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ꎮ 推广实施 “户
分类、 村收集、 乡镇转运、 县 (市) 处理” 的

农村垃圾处理模式ꎬ 从整脏治乱、 改善环境入

手ꎬ 深入开展乡村环境卫生大整治ꎬ 改善农村

居住生活环境ꎮ 推动乡镇文化站和文明生态村

宣传文化室建设ꎬ 着力整合农家书屋、 村级组

织活动场所等资源ꎬ 做到综合利用、 共建共

享ꎮ 发挥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ꎬ 把核心价值观与本

土文化相融合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

村落地生根ꎮ 琼中县根据全国道德模范苏金兰

事迹编排黎族山歌剧 «苏金兰»、 临高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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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倡导” 人偶戏和 “哩哩美” 渔歌入村展

演、 儋州市编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场文

艺晚会” 巡演等ꎬ 深受农民喜爱ꎻ 琼海、 万

宁、 陵水等市县利用围墙、 村庄景观石、 民房

墙壁等载体ꎬ 以墙绘、 雕刻、 张贴画等方式ꎬ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 年海南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 (舞) 大

赛ꎬ 营造 “全民舞动ꎬ 全民健身” 的浓厚氛

围ꎮ 利用农村 “善行义举榜”ꎬ 开展弘扬 “好
家风好家训” 活动ꎮ

特色活动

三亚市提升服务强化监管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三亚是一个旅游城市ꎬ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不仅关系到城市形象ꎬ 更关系到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ꎬ
三亚市委、 市政府创新体制机制ꎬ 启动文明旅

游系列创建活动ꎬ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ꎮ
成立全国首支旅游警察队伍ꎬ 加大旅游市

场监管执法力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国内首支旅

游警察队伍———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在

三亚市民游客中心正式挂牌成立ꎬ 旅游警察队

伍下设综合保障大队、 侦查大队、 业务指导大

队、 市场秩序管理大队共 ４ 个正科级大队ꎬ 成

立时共有 ２２ 人ꎬ 专职维护三亚市旅游市场秩序

和旅游治安环境ꎮ 三亚旅游警察支队采取与工

商、 旅游、 交通等旅游市场秩序行政执法监管

部门联合执法的办法ꎬ 建立快速高效的 “多部

门联勤联动ꎬ 联合执法” 工作机制ꎬ 把一般的

行政投诉案件ꎬ 经过取证转化为治安案件甚至

刑事案件ꎬ 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无缝衔

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市旅游警察支队联合旅游、 工

商、 交通等职能部门开展打击 “黑车” “黑导

游” 等专项行动ꎻ 打击非法潜水点ꎬ 抓获并移

交边防派出所行政拘留涉非法经营潜水人员ꎻ

与市工商局、 旅游委、 税务局一起对多家旅游

购物点进行联合执法ꎬ 有效震慑了违法经

营者ꎮ
整合旅游服务平台ꎬ 推进游客到访服务体

系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底ꎬ 三亚市建成了市民游

客中心ꎬ 同年 ９ 月底正式投入运行ꎮ 主要功能

包括 “常规沟通＋量身定制” 的咨询和一日游

服务、 三亚市旅游调度指挥中心、 １２３０１ 旅游

服务热线和 １２３４５ 政府服务热线ꎬ 实现为市民、
游客提供求助、 咨询、 投诉、 举报、 建议 ２４ 小

时 “一站式” 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底ꎬ
１２３０１ 旅游服务热线受理旅游咨询与投诉 ３９２６
件ꎬ 其中旅游咨询 ２１２０ 件ꎬ 旅游投诉 １８０６ 件ꎬ
办结 率 １００％ꎬ 为 游 客 争 取 到 理 赔 金 额 约

１３３ ２６ 万元ꎻ 受理旅游举报 ４７ 件ꎬ 已作出行

政处罚 ４１ 件ꎬ 累计兑现奖励 ４１ 件ꎬ 发放奖金

２２ ７ 万元ꎮ 启动了三亚高铁站、 海月广场站、
吉阳站、 春园站、 亚龙湾站等 ５ 个旅游咨询服

务站的建设项目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底ꎬ 大东

海等现有的 ７ 个服务站共接待访客约 ９ 万人次ꎮ
加强旅游诚信建设ꎬ 构建长效管理机制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三亚市旅游委起草并试行了 «三亚市

旅游行业诚信 “红黑名单” 制度»ꎮ 各级旅游

主管部门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个人ꎬ 采取检

查、 暗访、 责令整改的形式ꎬ 实施有效监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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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商局实行海鲜排档经营信用等级升降级管

理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为了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的常

态化管理机制ꎬ 三亚市政府先后出台了 «三亚

市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机构常态化工作机

制» «三亚市一日游管理暂行办法» «三亚市旅

游购物店经营规范» 等 １３ 个常态化管理办法ꎬ
形成暗访机制、 举报奖励机制、 督查督办机

制、 信息发布机制等 １１ 个长效机制ꎮ
三亚市委、 市政府创新了旅游市场秩序监

管工作体制机制ꎬ 不断推进旅游服务市场整

治ꎬ 建立长期、 持续、 高效的管理机制ꎬ 实现

三亚旅游治理从治标向治本转变ꎬ 三亚的旅游

服务市场秩序有了明显好转ꎬ 旅游城市形象有

了明显改善ꎮ 受到了国家旅游局和中央领导的

肯定ꎮ

琼海市寓教于乐　 开展创城宣传
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进一步

营造琼海市创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ꎬ 琼海市

在大路镇、 新民街等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奖问答、 关注微信公众号有奖套圈等一

系列活动ꎮ
在大路镇ꎬ 别开生面的田园集市盛会ꎬ 把

田园集市从几代人的记忆中唤醒ꎬ 让田园文明

焕发新的生机ꎮ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ꎬ 游客们不

仅可以观赏领略全市各镇田园特色产品ꎬ 还可

以参加各种传播田园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游园活动ꎮ
在新民街ꎬ 喧天的锣鼓声ꎬ 唤醒了沉睡的

古街ꎬ 让昔日 “摩登” 重现ꎬ 让历史文明焕发

新的生机ꎮ 在古色古香的老街上ꎬ 游客们不仅

可以穿越民国时期ꎬ 欣赏精美的民国服饰ꎬ 也

可以欣赏印尼风情舞蹈ꎬ 还可以参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系列活动ꎮ
本次活动主题紧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任务ꎬ 通过多种富有创意的形式ꎬ 充分宣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建工作ꎮ 通过灯

谜、 随机抽取的方式获取文明城市创建、 核

心价值观问答题ꎬ 答对可获得奖品ꎻ 整个活

动寓宣于乐ꎬ 让广大市民和海内外宾客充分

了解琼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情况ꎬ 有

效提高了广大市民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ꎬ
现场还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背诵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ꎬ 把琼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推向新的高度ꎮ
活动还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

宣传ꎬ 此次活动ꎬ “文明琼海” 微信公众平台

新增关注用户近 ２０００ 人ꎬ 跻身海南省政务微信

公众号前列ꎬ 充分调动广大市民对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关注和参与热情ꎬ 有效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海南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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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落实 “基层工作加

强年” 部署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ꎬ 坚持打基础与育品牌相统筹、 整体

抓与重点推相协调、 正面 “引” 与专项 “治”
相结合ꎬ 各项工作成效明显ꎮ

一、 突出示范引领ꎬ 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宣传入脑入心
结合第五届全国和市级道德模范评选以及

最美人物、 身边好人等评选ꎬ 广泛开展道德模

范、 身边好人微访谈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体化、 通俗化ꎮ
１. 立足 “评得出”ꎮ 坚持自上而下组织与

自下而上推荐相结合ꎬ 综合基层推荐、 网络投

票、 个人事迹等方面情况ꎬ 常态化评选 “重庆

好人”ꎬ 大众化评选市级道德模范ꎬ 并按照优

中选优原则ꎬ 积极推选全国道德模范和 “中国

好人”ꎬ 马善祥、 方联海分别当选第五届全国

敬业奉献模范、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ꎮ
２. 注重 “树得起”ꎮ 坚持媒体发掘与群众

推荐相结合ꎬ 策划上力求新颖持久ꎬ 采写上力

求真实感人ꎬ 引导上力求社会认同ꎬ 让人觉得

可亲、 可信、 可敬ꎮ 围绕 １０ 名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ꎬ 精心制作电视宣传片和

广播节目集中宣传ꎬ 使他们成为最有形的正能

量和最鲜活的价值观ꎮ
３. 力求 “传得开”ꎮ 坚持传统宣传与微型

传播相结合ꎬ 隆重召开重庆市道德模范座谈

会ꎬ 市委主要领导亲切会见参会代表并发表重

要讲话ꎮ 各区县利用主题报告会、 农村院坝

会、 道德讲堂等载体ꎬ 定期举办微访谈ꎬ 市文

明办每月精心组织 １ 场市级示范活动ꎬ 请好人

们到社区、 学校、 工厂、 农村院坝现场讲ꎬ 周

围群众当面问ꎬ 专家学者针对评ꎬ 打通好人宣

传 “最后一公里”ꎬ 让他们在群众 “口口相传”
中扩大影响、 发挥作用ꎮ 全年举办各类微访谈

３００ 余场ꎬ 直接受众 １０ 多万人次ꎬ 网民参与互

动上千万人次ꎮ 各区县还积极探索了精神激

励、 情感关怀、 定向帮扶措施ꎬ 向好人敬献鲜

花、 送上祝福ꎬ 为好人购买保险、 捐助善款ꎬ
形成 “好人得好报” 的价值导向ꎮ “好人在身

边” 微访谈经验做法受到中央文明办肯定ꎮ 石

柱县等区县积极探索ꎬ 不断健全工作机制ꎬ 畅

通渠道寻 “好人”ꎬ 严格把关评 “好人”ꎬ 多种

形式学 “好人”ꎬ 建立机制爱 “好人”ꎬ 示范引

领做 “好人”ꎬ 营造出 “人人争当好人、 个个

争做好事” 的浓厚氛围ꎮ
二、 突出落细落小ꎬ 文明礼仪融进老

百姓 “衣食住行游”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ꎬ 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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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善ꎬ 但也随之出现了攀比消费、 铺张浪费

等不文明现象ꎮ 针对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细节ꎬ
重庆深入推进 “衣食住行游” 文明生活行动ꎬ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ꎮ

“衣” 即 “衣旧情深” 闲置衣物再利用活

动ꎮ 以城乡社区为重点ꎬ 实施网格化宣传、 社

会化运作、 公益化利用、 透明化管理ꎬ ２０１５ 年

收集衣物 ７０ 余吨ꎬ 捐赠发放衣物 ３ 万多件ꎬ 其

余均回收利用ꎮ
“食” 即 “粒粒皆辛苦” 文明餐桌活动ꎮ

开展餐桌文明示范店、 餐桌文明示范街及文明

之星服务员等评选ꎬ ５ 万多家餐饮企业、 数十

万张餐桌积极参与ꎬ 建成市级 “惜福商街”
６ 条ꎮ

“住” 即 “社区邻里节” 文明家园活动ꎮ
突出和谐邻里关系主题ꎬ 举办第三届公租房邻

里节ꎬ 开展各类群众活动 ６００ 余场次ꎬ 惠及居

民 ５３ 万余人ꎮ
“行” 即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主

题系列活动ꎮ 在江北区、 渝中区、 荣昌区、 黔

江区等开展市级点赞手语示范活动 ９ 场ꎬ 开展

“交通礼仪进万家文明微笑满渝州” 文艺下

乡区县行活动 ２２ 场次ꎬ 在 ３０００ 台公交车和

３０００ 个高速路收费点张贴 “礼让手语” 车贴ꎬ
为 ４５００ 名 “雷锋的士” 志愿者制作队服ꎬ 组

织近万名志愿者定期开展文明劝导ꎬ 为 ３８ 个区

县配发文明劝导服饰 ８０００ 套ꎮ
“游” 即 “美景美行” 文明旅游行动ꎮ 围

绕春节、 五一、 十一等重要节点ꎬ 在各景区、
旅行社开展 “美景美行礼游天下” 活动ꎬ 在

全国第一个发布文明旅游志愿行动标识标志ꎬ
让万名导游、 领队变身志愿者积极参与 “我和

国旗合个影、 我为文明来代言”ꎬ 引导市民争

做文明游客ꎮ
三、 突出奉献友爱ꎬ 志愿服务日益成

为群众自觉行为
志愿服务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ꎬ 是

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ꎮ 重庆以建设 “志愿

之城” 为目标ꎬ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立

足发展需求、 群众诉求ꎬ 策划志愿服务项目ꎬ
创新工作载体平台ꎬ 打造一流活动品牌ꎬ 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ꎬ 使其成为市民生活习

惯和城市文明风尚ꎮ
１. 完善 “硬件”ꎮ 依托城乡社区市民学

校、 社会工作室等建成 “五有” 志愿服务工作

站 ３０００ 余个ꎬ 在商圈、 景区、 路口等公共区域

建立志愿服务岗亭 ２００ 多个ꎬ 开通重庆志愿服

务网信息管理平台ꎬ 畅通志愿者报名渠道ꎬ 现

有志愿服务组织 ３ １６ 万个ꎬ 注册志愿者 ３８０ 多

万人ꎬ 占常住人口 １３％ꎬ 评定星级志愿者

４７１１２ 人ꎮ
２. 升级 “软件”ꎮ 出台 «重庆市志愿服务

条例»ꎬ 完善市、 区县、 街镇、 社区 (村) 志

愿服务四级项目库ꎬ 积极探索志愿服务星级评

定、 嘉许激励、 权益保障等制度和措施ꎮ 志愿

服务项目约 １ ５ 万个ꎬ 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金银铜奖分别有 １０ 个、 １６ 个、 １２ 个ꎬ
大渡口区、 潼南区等 １９ 个区县累计购买志愿者

保险 １９ ６ 万人次ꎮ
３. 打造品牌ꎮ 坚持以项目促活动ꎬ 以活动

创品牌ꎬ 突出农村精神文明这个重点ꎬ 修订印

发 «关于扎实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实

施意见»ꎬ 召开重庆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

交流会ꎬ 推广 “双百共建” 活动 “四帮扶、 四

结合” 经验做法ꎬ 围绕农村空巢老人、 留守儿

童、 残疾群众、 贫困户等困难群体ꎬ 广泛开展

邻里守望、 敬老扶幼、 贫困助学、 助残帮困等

志愿服务活动ꎬ 涌现出周幺婶 “全国志愿服务

示范团队” 等一批先进典型ꎮ 全年开展活动

１１ ６ 万余场次ꎬ 志愿者参与 ５６２ 万余人次ꎬ 参

与者达注册总数 ８１％ꎻ ６０％社区 (村) 建立志

愿服务站ꎬ ８４％社区 (村) 开展活动ꎬ 累计受

益 １４９８ 万余人次ꎮ 围绕扶贫攻坚开展 “我们

一起奔小康” “一路有您扶贫济困” 等主题

志愿行动ꎬ 助推 １４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开展精准脱贫ꎬ 既丰富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ꎬ 又助推了 “美丽乡村” 建设ꎬ 获得 ８３％市

民认同支持ꎬ 约 ６５％市民表示愿意参与志愿

９７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服务ꎮ
四、 突出常态长效ꎬ 群众性文明创建

活动深入开展
文明创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业ꎮ 重庆坚

持民生导向ꎬ 创新工作机制ꎬ 结合具体工作ꎬ
注重常态长效ꎬ 各级各类型文明创建工作稳步

推进ꎮ
１. 坚持创建靠民ꎮ 将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

明创建内容ꎬ 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ꎬ 发挥群众

监督作用ꎮ 合川区建立以区创建领导小组为决

策者ꎬ 创建办为组织者ꎬ １２ 个推进组、 ３６ 个牵

头单位、 １２６ 个责任单位、 ３６ 个社区为执行者

的政府层面工作体系和 “先进群体＋志愿服务

组织＋骨干志愿者＋市民” 的社会层面工作体

系ꎬ 依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查组、 市民代表

督查组、 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等督查力量ꎬ 推

动全民创建ꎮ 忠县创新出台市民文明积分暂行

办法ꎬ 通过量化积分形式ꎬ 褒扬文明行为ꎬ 有

力助推全国文明县城创建ꎮ
２. 坚持创建为民ꎮ 配合做好 «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体系» 修订和研制工作ꎬ 健全创建常态

长效机制ꎬ 将开展文明创建与办好民生实事和

提升市民素养紧密结合ꎮ 渝北区针对城市管理

难点问题ꎬ 按照 “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 的原

则ꎬ 建立 “１＋８” 联合执法机制ꎬ 由各街道总

牵头ꎬ 公安、 工商、 食药监、 市政、 规划、 交

委、 房管、 环保等执法部门开展综合整治行

动ꎬ 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ꎮ
３. 找准工作结合ꎮ 以诚信建设推动行风文

明建设ꎬ 在建设、 交通、 质监、 水利、 食品药

品等系统开展行业诚信建设试点ꎬ 在黔江、 巴

南、 綦江、 丰都开展信用体系建设综合试点ꎮ
制定 « “构建执行威慑机制　 惩戒失信被执行

人” 合作备忘录»ꎬ 组织开展 “诚敬做产品”
系列活动ꎬ 通过发布 “红黑榜”ꎬ 对近 ５ 万名

“老赖” 发出限制高消费令ꎬ 发布 １６ 名失信被

执行人 “黑榜” 和首批 ６ 家逃税漏税企业名

单ꎮ 扎实开展 “善美行业” 医德医风专项行

动ꎬ 在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对 ３０ 名 “基层好医

生” 先进事迹进行集中展示ꎬ 用行风文明换来

社会文明ꎬ 推动道德水平和医疗水平同步提

高ꎬ 医患矛盾和医疗负担同步下降ꎮ 召开重庆

市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ꎬ 对近年来创建成果

进行集中检阅ꎬ 隆重表彰新一届重庆市文明城

区 (县城) ６ 个、 文明单位 １０１ 个、 文明村镇

１００ 个、 文明市民 １００ 名ꎮ 南岸区 “十年磨一

剑”ꎬ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区ꎮ
五、 突出立德树人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扎实推进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牵挂ꎮ 重庆牢牢把握育

人为本、 德育为先这个根本ꎬ 抓住知行合一、
实践养成这个关键ꎬ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创新

方法手段、 丰富内容形式ꎬ 通过学校、 家庭、
社会联动ꎬ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扣好人生 “第一

颗扣子”ꎮ
１. “九童圆梦行动” 打造全国品牌ꎮ 春节

期间开展 “九童圆梦　 家庭为根” 春节志愿行

动ꎬ 引起中宣部高度关注ꎮ “九童圆梦城乡手

拉手” “阳光天使暖山乡” “童耕中国梦” 等

活动动员高中毕业生和家庭孩子深入乡村和留

守儿童结对ꎬ 将民族文化的根脉悄无声息地融

入孩子的血液里ꎮ “九童圆梦百家百校活动”
动员国内百名书画名家结对百个乡村学校ꎬ 对

５０ 万乡村孩子开展书法绘画教育ꎬ ３１ 本系列

丛书出版ꎮ
２. “红樱桃行动” 吸引全国目光ꎮ 组织 ５

万红樱桃义工积极参加春日植爱、 夏日心爱、
秋日俭爱、 冬日针爱 “四季有爱” 活动ꎬ 动

员 １０７ 个单位以各种形式关爱山区留守女童ꎬ
惠及 ３０ 万留守女童ꎮ １１ 月下旬中央文明办组

织全国各地文明办、 心理教育专家来渝学习

观摩 “红樱桃行动” 的成功经验ꎬ 并获专家

们充分肯定ꎮ 第三届红樱桃 “冬日针爱” 志

愿行动吸引一大批爱心单位、 爱心书画家出

资出力为留守儿童购买毛线ꎬ 为其父母购买

春节回家的火车票ꎬ 提供回乡就业岗位ꎮ １０
万爱心市民变身编织义工ꎬ 为孩子温暖过冬

加紧编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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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乡村学校少年宫 “十二五” 计划圆满

收官ꎮ ２０１５ 年新建少年宫 ９６ 个ꎬ 争取建设资

金和运转经费 ４０００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十二

五” 期间重庆市共建成少年宫 ３３２ 所ꎬ 惠及我

市百万农村孩子ꎮ
４. 常规活动丰富多彩ꎮ 开展 “网上祭英

烈” “向国旗敬礼” 等网上活动ꎬ 百万未成年

人灵魂得到洗礼ꎬ 心灵得净化ꎬ 爱国之情得到

升华ꎮ 最美留守女童李春玲赴京得到习近平、
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ꎮ

六、 突出惠民便民ꎬ“我们的节日” 主

题活动异彩纷呈
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改善ꎬ 人们对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越来越渴望ꎮ 重庆以深化 “我
们的节日” 为主线ꎬ 积极创新活动形式和载

体ꎬ 着力固化节日符号ꎬ 为群众送上精神大

餐ꎬ 让人们 “吃饱又吃好”ꎮ
１. 建好节日文化阵地ꎮ 采取专家推荐、 群

众评议方式ꎬ 集中优势资源ꎬ 积极打造一批节

日示范基地ꎬ 发挥节日基地示范带动作用ꎮ 建

成 ７ 个市级活动示范基地、 ４０ 个区县级活动示

范基地ꎬ 各区县 “一节一品牌、 一地一特色”
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ꎬ 为传统节日涂上了浓郁

地域特色ꎮ
２. 搭建文化传承载体ꎮ 组织专家学者和民

间艺人从节日吃穿住行等方面深入挖掘传统文

化符号ꎬ 借助 “川江号子” “铜梁龙灯” “土
家摆手舞” 等民间民俗节目ꎬ 充分展示各地传

统文化魅力ꎮ
３. 开展喜闻乐见活动ꎮ 组织民间文艺汇

演、 灯会庙会、 趣味体育运动会等群众性节日

活动ꎬ 推出群众喜爱的节日游线路、 节日文化

产品ꎬ 扩大群众参与面ꎬ 让群众成为 “我们的

节日” 参与者、 受益者ꎮ 全年举办鸿恩寺重阳

节、 酉阳桃花源春节民歌会等大型主题节日活

动 ２３０ 多场ꎬ 特色节日活动 ９００ 多场ꎬ 参与群

众 ７００ 多万人次ꎮ 洋人街 “中秋街市”、 中山

“千米长宴” 等逐步成为重庆传统节日品牌

活动ꎮ
七、 突出立体覆盖ꎬ 文明传播唱响主

旋律
发出好声音、 唱响主旋律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任务ꎮ 重庆围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落地基层ꎬ 大力开展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制作刊播ꎬ 推动各类媒体全覆盖立体式

发声ꎮ
１. 传统媒体常态化宣传ꎮ 依托各级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ꎬ 聚焦精神文明建设ꎬ 开

展系列主题宣传ꎬ 累计在报纸刊载 ２４２４ 个整版ꎬ
播出电视公益广告近 ４０ 万条 (次)、 电台公益

广告近 １１ 万条次ꎬ 有效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ꎮ
２. 新兴媒体精准化传播ꎮ 利用微博、 微信

等自媒体共享性交互性优势ꎬ 通过重庆文明网

微博账号、 “文明重庆” 微信和各区县文明微

博、 微信公共账号ꎬ 滚动宣传道德模范、 身边

好人等先进事迹ꎬ 开展近 ２０ 个主题网络文明传

播活动ꎬ 其中 “小米粒儿成长记” 系列活动被

光明日报深度报道ꎮ
３. 社会媒介多元化展示ꎮ 运用社会媒介分

布散、 延伸长、 触角广的独特优势ꎬ 用好公交

车身、 建筑围挡、 ＬＥＤ 显示屏及城乡社区、 公

园、 商圈、 机场、 火车站、 高速公路广告牌

等ꎬ 多样化刊播、 社会化展播、 特色化传播核

心价值观公益广告ꎮ 全年社会媒介刊播公益广

告 ５０ 多万次ꎬ ２５％建筑围挡刊载公益广告形成

常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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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活动

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微访谈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创新宣传模式ꎬ 广泛开展道

德模范、 “身边好人” 微访谈ꎬ 组织道德典型

现场讲ꎬ 周围群众当面问ꎬ 专家学者针对评ꎬ
切实打通基层宣传 “最后一公里”ꎬ 进一步放

大好人宣传效应ꎮ
立足草根明星ꎬ 增强公信力ꎮ 突出 “群众

评、 评群众”ꎬ 重庆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在

市、 区县、 街镇逐级部署ꎬ 基层逐级评选并择

优推荐ꎬ 由市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媒

体、 道德模范和市民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最

终综合评出群众心中的平民英雄、 草根模范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评出 “中国好人” １０８ 名、
“重庆好人” １０８２ 名、 “身边好人” 上万名ꎮ
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ꎬ 按照 “市级示

范、 区县自主” 的思路ꎬ 做好全市微访谈活动

统筹安排ꎬ 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ꎬ 结合主题

报告会、 农村院坝会等ꎬ 把 “身边好人” 请到

群众身边ꎬ 以面对面小型 “故事会” 形式ꎬ 让

群众在 “零距离” 对话交流中受到影响ꎮ 全年

举办各类访谈 ４５０ 余场ꎬ 其中市级示范活动 １２
场ꎬ 直接受众 ３ 万余人次ꎮ

突出微型宣传ꎬ 增强影响力ꎮ 微访谈营造

微小场景ꎬ 突出简短别致ꎬ 通过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以第一人称叙故事ꎬ 主持人和嘉

宾以第二人称讲故事ꎬ 现场观众以第三人称说

故事ꎬ 围绕微访谈图文资料和身边好人信息ꎬ
发布 “微报道” “微评论”ꎬ 制作 “微电影”
“微广告”ꎬ 还依托重庆日报、 重庆电视台等主

流媒体和市属都市媒体ꎬ 开辟 “好人在身边”
专题专栏ꎬ 展示活动视频、 访谈实录ꎬ 和风细

雨地将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 道德

追求和高尚情操ꎬ 融入核心价值观 “三个倡

导” 中ꎬ 打造精神文明建设 “微” 平台ꎬ 打通

典型宣传 “微” 渠道ꎮ 全年关于微访谈的网络

信息 ８００ 余万条ꎬ 网友参与互动上千万人次ꎮ
强化价值导向ꎬ 增强说服力ꎮ 微访谈大力

倡导尊崇好人、 礼遇好人ꎬ 在全社会大力营造

“好人受尊敬” “好人得好报” 的价值导向ꎮ 在

市级示范活动现场ꎬ 主办单位向参加访谈的道

德模范、 身边好人颁发证书、 敬献鲜花ꎬ 给予

精神激励ꎮ 在各地党委政府举办的国庆、 春节

团拜活动以及端午、 重阳、 中秋等传统节日活

动中ꎬ 邀请部分 “中国好人” “重庆好人” 代

表参加ꎬ 通过群众送祝福、 过节献敬词等方

式ꎬ 给予情感关怀ꎮ 建立健全好人帮扶机制ꎬ
组织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开展公益活动和志愿服

务ꎬ 通过购买保险、 捐助善款、 结对帮扶等方

式ꎬ 给予定向帮扶ꎬ 解决就医就学就业等实际

困难ꎮ 全年重庆市文明办联合市慈善总会、 区

县文明办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直

接给予慰问金数百万元ꎮ

开展 “小米粒儿成长记”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市文明办围绕 “众手相传”
主题ꎬ 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ꎬ 采取文明网策

划、 志愿者参与的方式ꎬ 组织开展 “小米粒儿

成长记” 系列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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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多条次ꎬ 网友转发、 点赞、 评论 ３ 万余人

次ꎬ 新浪微博话题浏览量超过 ２６ 万人次ꎬ 产生

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ꎮ
突出市民认可ꎬ 传承农耕文化ꎬ 结合市场

需求ꎬ 邀请农技专家、 稻农、 市民代表和微博

达人一起ꎬ 精心设计活动主题ꎬ 以南方地区广

为栽种、 生产周期长、 文化渊源深厚的稻米为

对象ꎬ 选取 ５ 块稻田作为活动示范田ꎬ 设计出

犁田、 插秧、 扎稻草人、 割谷子、 新米宴等活

动ꎬ 招募 ２００ 多个城市亲子家庭自驾前往 “小
米粒儿示范田”ꎬ 自愿当好线下农耕活动的体

验者和文明的传播者ꎮ
针对参与人群的特点ꎬ 设计了形象鲜活、

亲和力强的小米粒儿卡通 ＬＯＧＯ 标识ꎬ 并印制

到购物袋、 文化衫等纪念品上ꎬ 让文明传播活

起来ꎮ 发布二维码ꎬ 制作刊发乡趣公益广告ꎬ
使用 “亲” “ｄｕａｎｇ” 等网络热词ꎬ 以及 “为了

守护稻田ꎬ 稻草人做得蛮拼的” 等清新可爱的

网络语言ꎬ 让文明传播乐起来ꎮ 注重线上线下

紧密互动ꎬ 让线下体验为线上分享提供丰富元

素、 线上传播为线下体验营造氛围ꎬ 让文明传

播动起来ꎮ
在招募环节ꎬ 有机整合当地文化、 旅游等

资源ꎬ 统一发布集中开展活动流程及周边景点

自主游览攻略ꎬ 让活动更有吸引力、 更具参与

性ꎮ 在实施中ꎬ 线上制作专题、 易启秀、 美图

相册等微产品ꎬ 组织开展晒图、 集赞等网络传

播活动ꎮ 线下在巴南区新开辟 ４ 个小米粒儿示

范田的同时ꎬ 还在北碚区、 荣昌区分别开展

“小米粒儿成长记” 粽情耕读会、 陶艺手工暨

蔬果采摘活动ꎬ 满足志愿者家庭多样化需求ꎬ
大渡口、 南川、 綦江、 江津等区县自发参与ꎮ

联合 １ 个央媒 (光明日报)、 １ 批纸媒 (重
庆日报、 重庆晨报、 重庆晚报、 重庆商报)、 １
个频道 (重庆卫视)、 １ 个网站 (华龙网)、 １
个电台 (重庆交广 ＦＭ９５ ５)、 １ 个页面 (小米

粒儿专题网页)、 １ 个论坛 (天使妈妈网亲子论

坛)、 １ 个手机 ＡＰＰ (文明重庆)ꎬ 形成多层

次、 全方位的宣传体系ꎮ 活动还与 “黑马大

叔” 等微博 “大Ⅴ”、 “小米粒” 微信群以及

各区县官方微博微信账号联动ꎬ 形成 “文明重

庆” 原创首发、 多平台转发的传播路径ꎬ 扩大

了文明传播覆盖面、 影响力ꎮ 通过前期宣传造

势ꎬ 巴蜀小学家委会主动到线下活动现场承包

１ 亩 “小米粒儿” 示范田ꎬ 自发开展稻谷义卖

等活动ꎮ

“你帮我帮大家帮”
志愿服务叫响山城

重庆市精心打造 “你帮我帮大家帮” 志愿

服务品牌ꎬ 将服务内容延伸至扶贫帮困、 文明

礼仪、 社区治理等各领域ꎬ 涵盖了线上线下、
城市农村等各方面ꎬ 全市志愿服务深入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累计开展活动 ９３００ 多场次ꎬ 参与志愿

者 １００ 多万人次ꎬ 相关活动经验做法先后 ３ 次

在全国性会议上作交流发言ꎬ 人民日报、 光明

日报等中央媒体先后报道 ９ 次ꎬ 进一步营造了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的志愿服务生动局面ꎮ
依托城乡社区市民学校、 社会工作室等场

所ꎬ 健全服务组织ꎬ 畅通报名渠道ꎬ 加强培训

管理ꎬ 叫响 “只要你愿意ꎬ 我们都欢迎” 的志

愿者招募口号ꎬ 引导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到 “你
帮我帮大家帮” 志愿服务行动中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市现有志愿服务组织 ３ １６ 万个ꎬ 注

册志愿者 ３８０ 多万人ꎬ 占常住人口 １３％ꎮ
指导各区县按照 “五有” 标准ꎬ 整合便民

服务中心、 党员工作站、 市民学校等现有阵

地ꎬ 依托治安岗亭、 市政岗亭建立社区 (村)
志愿服务站、 志愿服务岗亭ꎬ 并着力推进志愿

服务向农村拓展ꎬ 永川区 ２６１ 个村居全部建成

志愿服务站ꎬ 万盛经开区建立 ５５ 个村级志愿服

务队ꎬ 秀山县全县 ８５ 个贫困村建立志愿服务站

点ꎬ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ꎮ
利用重庆文明网ꎬ “文明重庆” 微博、 微

信等网络阵地ꎬ 组织网络志愿者推动网络传播

与线下活动同步开展ꎬ 先后开展 “闪闪发光的

重庆人” “小米粒儿成长记” “清凉谊夏” 等

一系列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吸引网民参与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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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近千万人次ꎮ 重庆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联合市市政委、 市体育局、 市公租房管理局以

及有关区县ꎬ 围绕 “你帮我帮大家帮” 志愿服

务主题ꎬ 先后举办 “周幺婶” 家政志愿服务、
“百花香万家” 文艺志愿服务、 “身边好体育

人” 志愿服务、 “洁净家园” 志愿服务等市级

示范活动ꎬ 活动情况被各级各类媒体、 网络报

道 ５００ 余条 (次)ꎬ 活动影响不断扩大ꎮ
采取微访谈形式广泛宣扬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ꎮ 全市各区县每月至少举办一场 “好人在身

边” 微访谈活动ꎬ 营造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

浓厚氛围ꎮ 通过志愿服务进社区、 进农村ꎬ 广

泛普及志愿服务理念ꎮ 发动各级各类志愿服务

队伍ꎬ 以社区 (村) 为主阵地ꎬ 围绕群众生产

生活需要ꎬ 广泛开展邻里守望、 帮扶新农村等

志愿服务活动ꎬ 以志愿服务的实际行动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ꎬ
引领和带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 “你帮我帮大

家帮” 志愿服务行动中ꎮ

开展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系列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重庆紧紧围绕提升市民的文明素

质和人文素养ꎬ 突出文明出行主题ꎬ 联合重庆

市交通委员会、 市公安交巡警总队开展 “礼让

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系列活动ꎬ 取得积极成

效ꎬ 有力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落细、
落小、 落实ꎮ

在市属新闻媒体、 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和

灯杆道旗、 商圈 ＬＥＤ 屏、 建筑围挡等广泛发布

“礼让手语”ꎮ 利用重庆文明网、 华龙网和 “重
庆交巡警政务微博” 等开展 “礼让手语接力传

递” 活动ꎬ 在主城 １ 万台出租车 ＬＥＤ 计价显示

屏常态刊播 “礼让手语”ꎬ 在主城 ３０００ 台公交

车和全市 ３０００ 个高速公路收费窗口张贴 “礼
让手语” 贴画ꎬ 利用 “走走族” 文明徒步走、
曲艺 “微演” 等传播 “礼让手语”ꎬ 积极营造

浓厚的礼让氛围ꎮ
加强劝导队伍的正规化建设ꎬ 为全市文明

劝导员统一配发近万套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

点赞” 标准标识的劝导帽、 背心和手套ꎮ 发挥

全国文明城区、 县城和 １２１ 个全国文明单位的

示范作用ꎬ 按照 “定时、 定点、 定员、 定岗”
原则ꎬ 动员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志愿者、 文明单

位志愿者和文明交通志愿者等ꎬ 利用每月第一

个星期六在全市集中开展 “周六文明劝导我参

与” 大型志愿服务行动ꎬ 形成近 １ 万名志愿者

共同参与文明劝导的生动局面ꎮ
重庆市文明办联合市公安交巡警总队在主

城区范围开展为期 ７２ 天的行人通行秩序集中整

治行动ꎬ 依法对行人不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

施、 不按交通信号横穿道路等不文明行为ꎬ 视

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罚款等处理ꎻ 鼓励市民利用

行车记录仪、 手机拍摄等现代化手段ꎬ 加大对

不文明驾驶行为的曝光力度ꎬ 并对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机动车驾驶人实施违章违法行为抄告制

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共有近 ２０００ 名行人因

违反交规领到罚单ꎬ 有力促进了 “文明出行、
守法礼让” 新风尚的形成ꎮ

依礼而行　 唱响文明旅游主旋律
重庆市依礼而行ꎬ 大力开展 “美景美行

礼游天下” 志愿服务行动ꎬ 提升了重庆文明旅

游崭新形象ꎮ
活用载体ꎬ 让 “礼” 字沁润心脾ꎮ 利用

“礼仪讲堂” 面向青少年传授古今文明礼仪的

发展历史ꎬ 让青少年在旅行途中细细琢磨ꎮ Ａ
级及以上景区、 景点均设立 “文明旅游讲堂”ꎬ
招募地方文化志愿者组建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ꎬ 将文明旅游融入景区、 景点的人文传说、
历史典故、 风俗文化等开堂授课ꎬ 吸引了中外

游客广泛参与ꎮ 各景区、 景点在入口设置二维

码ꎬ 游客只需扫一扫即可随时了解民俗礼仪

等ꎻ 家长与孩子一起在网上公开签下文明出行

承诺ꎬ 还可获得景区、 景点赠送的小奖品ꎮ
推陈出新ꎬ 让 “礼” 花盛开山城ꎮ 在全国

首创并发布由 “礼” 字衍化而来的重庆文明旅

游志愿行动标识ꎬ 同时在景区、 车站、 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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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等游客集中场所进行推广展示ꎻ 在全市

１４５ 个 ３Ａ 以上景区开展 “美景美行礼游天

下” 志愿行动ꎬ 不断深化工作品牌ꎮ 以特色旅

游文化产品为载体ꎬ 将文明旅游文化融进渝东

南传统工艺绣品ꎬ 形成独具地域特色旅游产

品ꎻ 以脍炙人口的土家腔调 «栀子花开» 为

曲ꎬ 改编成 «文明旅游歌»ꎬ 吸引游客传唱ꎮ
抓住潼南菜花节、 垫江牡丹花节等各类赏花游

开展 “花下文明行” 志愿活动ꎮ
拓宽渠道ꎬ 让 “礼” 游如影随形ꎮ 向全市

各景区、 旅行社、 旅游团队发出号召ꎬ 向全市

导游、 市内外游客发出邀请ꎬ 不管是国内游还

是境外游ꎬ 在暑期均统一使用带文明旅游志愿

行动标志的礼旗、 礼帽、 礼包和礼衫ꎬ 借助来

渝游客和重庆人外出旅游的时机将 “礼” 随身

携带ꎬ 充分展示和传播重庆文明旅游的新形

象ꎮ 组建由万名导游、 万名游客、 千名观察

员组成的 ３ 支志愿者队伍ꎬ 持续开展 “文明

旅游我代言” 活动ꎮ 各旅行团招募、 鼓励团

内小游客当小义工ꎬ 不断壮大志愿代言文明

旅游队伍ꎮ 引导游客用手机、 相机等记录旅

行中所见的文明角落和动人风景ꎬ 通过微博

和论坛等新媒体ꎬ 发表自己对文明旅游的见

解和做法ꎮ
多方联动ꎬ 让 “礼” 法无处不在ꎮ 严格执

行 «旅游法» 等法律法规ꎬ 推动 «关于进一步

加强文明旅游工作意见» 实施ꎬ 把牢护照关、
出境关、 行程关等六大关口ꎮ 将文明旅游统筹

到宣传计划中ꎬ 多渠道、 广范围宣传普及文明

旅游法规知识ꎬ 形成整体舆论宣传格局ꎮ 强化

不文明旅游行为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力度ꎬ
让文明旅游意识扎根于每个公民心间ꎻ 将游客

不文明言行记录纳入征信体系建设中ꎬ 加大法

律执行力度和强制惩戒力度ꎮ

(重庆市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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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四川省精神文明战线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省文

明委的统一部署ꎬ 紧扣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上ꎬ 在改善社会风

气、 改变城乡环境面貌、 推进改革发展、 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上ꎬ 在提高全省人民文明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上ꎬ 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成

效ꎬ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一、 务实重干ꎬ 着力公民道德实践品

牌打造
先进典型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在全省

蓬勃开展ꎬ 评选推出 ５５ 名第四届四川省道德模

范、 ３０１ 名 “四川好人”、 ４５ 名 “中国好人”ꎬ
于敏、 吴永秀被评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董

贵生、 丁红玉等 ８ 人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ꎮ 组织实施 “道德模范在身边” 学习

宣传活动ꎬ 把各级各类先进典型作为涵养社会

道德的鲜活教材和宝贵资源ꎬ 引导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ꎮ 组织创作完成

«天地英雄» «田野上的旗手» 两本道德模范报

告文学集ꎮ 开展 “道德的力量第四届四川省

道德模范公益微电影创作宣传活动”ꎬ 以道德

模范先进事迹为创作素材ꎬ 通过微电影进行艺

术展示、 强势宣传ꎮ 组织 “最美人民警察”
“最美教师” “最美检察官” 等 “最美人物”

系列推荐宣传行动ꎮ 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五进”ꎬ 将歌曲 «世纪的约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十四字歌” » 纳入四川地

区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四川省手机彩铃ꎬ 覆盖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和 ５００ 万手机用户ꎮ 深入挖掘

各类节日文化内涵ꎬ 在全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 “我们的节日” 主题系列文化活动ꎮ 组织开

展第四届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作大赛活动ꎬ 全

省共制作各类公益广告 １４５０ 余条ꎬ 时长共 ９５０
分钟ꎮ 全省各级播出机构共播出 “图说我们的

价值观” “梦娃” 以及其他自制公益公告共 ９４
万条次ꎬ 时长共 ６３ 万分钟ꎬ 弘扬了主旋律ꎬ 传

播了正能量ꎮ 积极配合中央诚信建设制度化工

作调研ꎬ 召开全省深化诚信建设制度化座谈

会ꎬ 进一步推动研究制定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和 «四川省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ꎮ
二、 优质高量ꎬ 着力精神文明创建长

效推进
广安市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ꎬ 成都市、 绵阳市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ꎻ 新增 １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ꎬ 新增

６６ 个全国文明单位、 ６７ 个全国文明村镇ꎻ ９４
个全国文明单位、 ８０ 个全国文明村镇、 ２２３５ 个

省级文明单位和 ３７８ 个省级文明村镇通过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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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ꎮ 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弘扬雷锋

精神深化志愿服务视频会ꎬ 对加强全省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ꎮ 举办新版 «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 集中培训班、 全省深化文明

城市创建专题培训班ꎬ 增强了各地抓创建的针

对性、 操作性和实效性ꎮ 修订 «四川省文明城

市考核测评细则»ꎬ 将中央重点工作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等充实到细则之中ꎬ 充分发挥文明

城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排

头兵作用ꎮ 组织对 １５ 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 ２１ 个市 (州)、 ５７ 个县级城市的年度测

评ꎬ 有效提升文明城市创建质量和水平ꎮ 启动

“百村建设” 行动ꎬ 引导 １００ 家全国文明村镇

重点抓好 “一堂 (农村道德讲堂)、 一站 (志
愿服务站)、 一广告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告) ” 建设ꎮ 深入开展第三批民族地区 “新家

园、 新生活、 新风尚” 创建活动ꎬ 建成示范点

２０ 个ꎮ
三、 科学实效ꎬ 着力未成年人工作再

上台阶
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资金 １ １３９５ 亿元ꎬ 新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１３ 个ꎬ 目前全省共建成各级

各类乡村学校少年宫 ４３００ 多个ꎬ 覆盖农村未成

年人群体 ４００ 多万人ꎻ 组织拍摄播出乡村学校

少年宫电视专题节目 «远方的孩子» ６０ 期ꎬ 充

分宣传展示了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成效ꎻ
举行 “少年强　 中国梦” 系列活动ꎬ 组织 ３０９０
多万人次中小学生参加清明祭英烈、 童心向

党、 向国旗敬礼等主题教育活动ꎬ 开展 “美德

少年四川行”、 万名青少年夏令营等社会实践

活动和 “少年榜样” 四川美德少年媒体寻访等

活动ꎬ 达州的蒲晓燕同学、 南充的蔡菊英同学

分别荣获全国十佳 “最美孝心少年” 和 “年度

特别关注孝心少年” 称号ꎻ 支持 ２１ 个市 (州)
和仪陇、 金川等 １１ 个连片贫困县县级未成年人

心理成长中心建设ꎬ 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市级辅

导中心全覆盖ꎻ 开展保护未成年人专项执法检

查 ２５５６ 批次ꎬ 查处违规经营性网吧 ４６５ 个ꎬ 游

戏厅、 歌舞厅等娱乐场所 １１６ 个ꎬ 关闭 “黑网

吧” １４４ 个ꎬ 销毁非法青少年出版物 ５８６２３ 册

(盘)ꎻ 修订完善 «中华经典诵读指导大纲»ꎬ
并在眉山市举行 ２０１５ 年全省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启动仪式ꎻ 建立全省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ꎬ 组建全省文明旅游志愿服务组织和社会倡

导平台ꎬ 初步形成了宣传引导、 文明劝导、 工

作督导的工作格局ꎻ 指导开展 “村小圆梦” 公

益行动ꎬ 近 ２００ 所村小得到社会各界的爱心

支持ꎮ
四、 稳健有序ꎬ 着力志愿诚信建设屡

掀热潮
联合 １２ 家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及 ２１ 市

(州) 共同成立了学雷锋爱心联盟ꎬ 全省各地

共有 ３５００ 余支志愿服务队伍、 近千万人次深

入社区、 乡村ꎬ 广泛开展关爱老弱病残和留

守儿童等 １００ 多项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ꎬ 掀起

四川省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潮ꎮ 各地大

力推动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文明单位志愿

服务队、 社区志愿服务队、 党员志愿服务队

等队伍建设ꎮ 创新推出 “四川志愿携手圆

梦” 互联网＋圆梦村小主题活动ꎬ 募集资金

１０８ 万余元ꎬ 向 ８８ 个贫困县的 １５１ 所乡村学

校捐助电脑 ３５０ 台、 图书 ６ 万余册ꎮ 组织开展

第三届四川省志愿服务评选展示交流活动ꎬ
评选出 １００ 名优秀志愿者、 十大最美志愿者、
十佳志愿服务组织、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 十

佳志愿服务社区和 １０ 个志愿服务贡献奖单

位ꎮ 组织开展 “学习雷锋———邻里守望” “周
末主题日———机关干部进社区” 等系列志愿

服务主题活动ꎬ 进一步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常态化、 具体化、 生活化ꎮ
五、 统筹整合ꎬ 着力网络阵地管理争

创一流
四川文明网联盟网站完成全面覆盖 ２１ 个市

(州) 和省级及以上文明县城建设任务ꎮ 创作四

川省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故事漫画ꎮ 举

办 ２０１５年 “看大好河山　 讲中国故事” 第三届中

华小导游活动ꎮ 举办全省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培

训班ꎬ 培训 ２１０ 余名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ꎮ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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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明天舞动未来” ２０１５ 年全国未成年人网

络春晚ꎮ 以 «春晚新舞台精彩 ｅ 起来———全力

办好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春晚» 为题在全国网络文

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交流发言ꎮ

特色活动

志愿服务工作亮点纷呈
２０１５ 年ꎬ 四川省坚持把开展志愿服务与社

会治理创新以及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ꎬ 以社区

服务为重点ꎬ 进一步健全制度保障ꎬ 创新思维

和方式方法ꎮ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弘扬雷锋精神

深化志愿服务视频会在成都召开ꎮ 四川省委常

委、 宣传部部长在会议上强调ꎬ 要深入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ꎬ 大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

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建好志愿者队伍ꎬ 完

善志愿服务机制ꎬ 做强志愿服务品牌ꎬ 推动学

雷锋活动更加具体化生活化ꎬ 使之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ꎮ 成都市举行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弘

扬雷锋精神深化志愿服务会议ꎬ 成都市委主要

领导同志就做好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了动

员部署ꎮ 绵阳市召开文明城市建设动员暨学雷

锋志愿服务大会ꎬ 绵阳市委主要领导强调要以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绵阳市文明城市建设

和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ꎮ
省文明办、 省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省委组

织部、 教育厅、 民政厅等 １２ 家省文明委成员单

位成立了全省学雷锋爱心联盟ꎮ 全省 ２１ 个市

(州) 同时成立了各级学雷锋爱心联盟ꎬ 共同

搭建爱心帮扶和邻里互助平台ꎮ 号召社会各界

加入爱心联盟ꎬ 对所在社区、 乡镇和民族地

区、 革命老区、 贫困山区的空巢老人、 困难职

工、 残疾人和留守儿童进行结对帮扶ꎮ 四川省

还积极推动各地区加强志愿服务总队、 支队、
大队建设ꎬ 推动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 文明单

位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社区志愿服务队、 党员

志愿服务队伍建设ꎮ 此外ꎬ 在推动社区志愿服

务站建设方面ꎬ 四川各地全部完成 １５ 个标准化

社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ꎮ 成都市、 绵阳市基本

实现社区志愿服务站全覆盖ꎬ 志愿者注册人数

超过常住人口的 １０％ꎮ
在第三届 “四川志愿携手圆梦” 全省志

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现场ꎬ ２０１５ 年度 “四川省

十大最美志愿者” “四川省十佳志愿服务项目”
“四川省十佳志愿服务组织” 和 “四川省十佳

志愿服务社区” 受到隆重表彰ꎬ 身边榜样的力

量和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形式感召了更多的人

加入志愿服务行列ꎮ 活动现场ꎬ 省文明办联合

民政厅、 省老龄办发出全民助老倡议ꎬ 号召每

人每年拿出 ８ 小时ꎬ 参加 “爱老助老” 志愿服

务活动ꎮ 发布了包括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开

展的 “暖冬行爱传递”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省委组织部 “党员义工日” 活动、 教育厅 “美
丽教育情满四川———村小圆梦太阳星” 公益

行动等 １０ 项 “四川省志愿服务行动”ꎮ 举办了

全省性的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ꎬ 开展了 “关
爱老弱残幼百个心愿我实现” “月亮集市”
“雷锋热线” 等现场项目对接活动ꎮ 结合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 “文化惠民扶贫” 的相关要求ꎬ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精

心策划并集中推出 “互联网＋圆梦村小”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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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活动ꎮ 号召社会各界为高原藏区、 大

小凉山彝区、 秦巴山区、 乌蒙山区等全省 “四
大片区” 乡村学校的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捐赠

电脑ꎬ 并通过组织广大名优教师、 志愿者以远

程教育形式ꎬ 开展对口帮扶志愿服务ꎬ 着力提

升农村孩子的互联网知识ꎮ
四川省文明办还依托志愿者队伍建设信息

系统ꎬ 加快各地志愿服务综合信息等平台建

设ꎬ 推动形成 “多媒体” 互动效应和全省志愿

服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四川志愿服

务网以 “易企秀” 的形式制作推送 «学习雷锋

好榜样» «文明之光耀巴蜀» «我们的节日清

明» «中秋把爱带回家» 等 １０ 个专题ꎮ «志愿

者专刊» 制作赠送 « “码上学雷锋” 公益海

报» «学雷锋特刊» «抗战胜利 ７０ 周年特刊»
«四川志愿携手圆梦特刊» 等 １８０ 余万份ꎮ

泸州市 “五德” 践行核心价值观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

中ꎬ 泸州坚持 “落细、 落小、 落实” 的工作理

念ꎬ 通过 “一张榜亮德ꎬ 一堂课讲德ꎬ 一系列

诵读种德、 一套礼仪育德、 一项服务蓄德” 增

强普通群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ꎬ 让群众易接

受、 能信服、 愿践行ꎮ
一张榜亮德———设立泸州好人榜ꎬ 亮出践

行核心价值观的身边好人ꎮ 一亮道德行为ꎮ 在

全市农村、 企业、 机关、 社区、 学校广泛设

立 “泸州好人榜”ꎬ 集中展示身边好人的基本

情况和主要事迹ꎬ 亮出最美人物的凡人善举ꎬ
亮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指南ꎮ 二亮道德

评价ꎮ 召开民主评议会ꎬ 让普通群众对上榜

候选人的事迹进行广泛评议ꎬ 亮出自己支不

支持、 同不同意候选人上榜的理由ꎬ 增强群

众道德判断力ꎬ 引导人们自觉地求真抑假、
扬善祛恶、 趋美远丑ꎮ 三亮道德力量ꎮ 加强

典型宣传ꎬ 多媒体、 多层次、 多角度ꎬ 广泛

宣传身边好人的典型示范作用ꎬ 亮出 “点亮

一盏灯ꎬ 照亮一条路ꎻ 燃起一堆火ꎬ 映红一

片天” 的榜样力量ꎮ

一堂课讲德———开办道德讲堂ꎬ 讲好践行

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故事ꎮ 一是身边人讲ꎮ 全市

３６７ 名 “身边的讲师”ꎬ 既有社区居民、 农民、
工人、 学生、 医生、 商人ꎬ 也有各级各类道德

模范、 泸州好人、 优秀员工ꎬ “身边人” 的现

身说法ꎬ 让普通群众易接受、 强认同ꎮ 二是讲

身边事ꎮ 老师讲师德、 医生讲治病、 厨师讲创

业、 农民讲耕地ꎬ 这些故事从群众中来ꎬ 又到

群众中去ꎬ 群众自然愿意听、 听了信、 信了

行ꎮ 三是在身边讲ꎮ 开设机关、 企业、 行业、
学校、 社区、 村镇、 新市民 ７ 类道德讲堂ꎬ 同

时针对偏远地区、 零散人群ꎬ 开设 “流动道德

讲堂” “广播讲堂”ꎬ 零距离方便群众参与ꎮ
一系列诵读种德———诵读中华经典ꎬ 深种

践行核心价值观传统之根ꎮ 一种道德自信ꎮ 引

导群众通过诵读亲近经典、 了解经典、 认同经

典、 喜爱经典ꎬ 从传统经典 “讲仁爱、 重民

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止至

善” 的思想中寻找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

和增强道德自信底气的重要源泉ꎮ 二种道德素

养ꎮ 分类开展经典诵读进机关、 进学校、 进企

业、 进社区、 进农村、 进家庭 “六进” 活动ꎬ
根据不同群体实践ꎬ 分层分类精选诵读篇目ꎬ
三种道德规范ꎮ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礼
仪民俗展演” “新编短剧大赛” “相约论语一

百夏令营 (冬令营) ” 等活动ꎬ 把传统文化

中我们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融入各种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之中ꎮ
一套礼仪育德———倡导 “新四礼”ꎬ 培育

践行核心价值观新风尚ꎮ 一是培育核心价值ꎮ
在成人礼、 婚礼、 寿礼、 葬礼中植入 “感恩
奉献” “忠诚和睦” “孝老爱亲” “重生
简朴” 的价值观ꎮ 二是培育道德场景ꎮ 在传承

民俗礼仪的基础上ꎬ 设置成人礼、 婚礼、 寿

礼、 葬礼核心环节ꎬ 通过规范礼仪流程ꎬ 体现

核心价值ꎮ 让参礼者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

重大人生节点和礼仪场景中接受道德教育ꎮ 三

是培育社会氛围ꎮ 充分发挥党政主导、 社会协

同两种力量ꎬ 党政主导定方向、 定政策、 定激

９８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励ꎬ 社会协同作推广、 作动员、 作组织ꎮ 通过

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ꎬ 营造人人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良好氛围ꎮ
一项服务蓄德———志愿服务ꎬ 储蓄践行核

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ꎮ 一是蓄人气ꎮ 开通泸州

市志愿服务网站及志愿服务 ＱＱ 群ꎬ 搭建互动

信息交流平台ꎮ 二是蓄服务ꎮ 建立以服务时间

和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的星级认定制度ꎬ 在社

区、 学习建立社区志愿服务 “爱心银行”ꎬ 探

索学校、 社区志愿者服务积累、 回报、 帮扶的

良性循环新模式ꎮ 三是蓄激励ꎮ 建立表扬激励

机制ꎮ 命名 ２０ 个社区志愿服务标准化示范站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市 ４ 人被评为 “四川省百名优秀志

愿者”、 １ 个项目获 “四川省十佳志愿服务项

目”、 １ 个组织获得 “十佳志愿服务组织”ꎮ

巴中市广泛开展 “菜单式”
文艺志愿服务

为不断满足广大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ꎬ 巴中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ꎬ 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ꎬ 问需于民ꎬ 提供

“菜单式” 文艺志愿服务ꎬ 实现文化 “红利”
共享共建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巴中市通过巴中日报、 巴中晚

报、 巴中广播电视台等市级新闻媒体和巴中文

明网、 巴中文艺网等网络媒体ꎬ 定期发布文艺

志愿服务需求征集公告ꎮ 充分整合巴中文明热

线 “８８８８１１０”ꎬ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ꎮ 组建核心

骨干志愿者队伍ꎬ 主动下沉到一线ꎬ 进农村

(社区)、 乡镇进行调研走访ꎬ 发放文艺服务需

求专题问卷 ５ ２ 万余份ꎬ 了解服务对象所急所

盼ꎮ 经多轮多方走访调查ꎬ 发现基层群众对民

俗文艺、 本土作品、 群众文化、 实用技术类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有极大需求ꎬ 呼声极高ꎮ 为

此ꎬ 全市确定了以此为主的多达 ２８ 个艺术门类

的文艺志愿服务 “菜单”ꎮ
组建 ６３ 支专业志愿者队伍ꎬ 深度挖掘极具

巴中本土特色的隋唐文化、 三国文化、 名人文

化、 红色文化ꎬ 编排文艺节目 ２３７ 个ꎬ 创作书

法、 绘画、 摄影作品 １３５８ 件ꎮ 组织专业文艺志

愿者 ２００ 余人次ꎬ 围绕 “巴山新居”、 产村相

融ꎬ 创作金钱板 «花溪新貌»、 歌舞 «一扇

门»ꎻ 结合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典型选树ꎬ 以

“全国自强模范” 杨彬、 “最美乡村教师” 张兴

琼夫妇、 “感动四川人物” 张雪梅、 “四川好

人” 冯霖ꎬ 编排歌舞、 小品 １３ 个ꎬ 用身边典

型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充分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ꎬ 集中打包ꎬ

形成包括文艺下乡、 电影放映、 培训辅导、 文

化资源共享等 ４ 大类 ３８０ 余支文艺服务志愿者

队伍ꎮ 根据群众需求ꎬ 各相关单位有针对性地

组织文艺志愿者队伍上门服务ꎮ ２０１５ 年春节期

间ꎬ 免费赠送年画、 春联 １２ 万幅ꎬ 拍摄 “全
家福” ３ ２５ 万张ꎬ 开展文艺展演 ３６５８ 场次ꎮ

各类定向、 专题培训和 “菜单式” 文艺志

愿服务全面激发了基层群众共享共建文化的热

情ꎮ 全市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２０００ 多场次ꎬ 参

与群众突破 ８０ 万人次ꎬ 形成了 “秦巴大讲堂”
“万人广场舞” 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ꎮ 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美协深入巴中开展志愿

服务ꎮ «秋娃娃» «有一个地方叫巴中» «巴山

背二歌» 等获得国家大奖ꎮ 农村及社区居民艺

术作品上城展览、 精品节目上舞台展演、 文化

带头人上级培训、 文化活动上调交流、 民俗活

动上街展示ꎮ

成都学雷锋爱心联盟成为

“互联网＋” 时代下的活雷锋
由成都市文明办和成都晚报联合打造的成

都学雷锋爱心联盟平台自成立以来ꎬ 全市 １４９
万注册志愿者、 ３０００ 多个社区、 ３００ 多家公益

志愿团队、 １６０ 位道德模范、 １２０ 多支党员服务

队、 １００ 多家企业云集其中ꎬ 扶弱济困、 奉献

爱心超百万人次ꎮ 因为学雷锋爱心联盟的成

立ꎬ 无数分散的 “雷锋” 力量不断凝聚ꎬ 公益

志愿服务已成为成都的另一张名片ꎮ
普通市民只要拨打一 个 号 码———０２８ －

８１２３４５６７ꎬ 成都雷锋热线ꎬ 便可在第一时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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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身边的 “雷锋”ꎮ 在学雷锋爱心联盟的努力

下ꎬ 一桩桩求助不再落空、 一个个心愿不再遗

憾ꎬ 曾经愁眉难展的脸上重获笑颜ꎮ 一条热

线ꎬ 联结的一个个求助者和施助者ꎬ 更是一颗

颗善良的心ꎮ 更为可贵的是ꎬ 学雷锋爱心联盟

还在不断扩大ꎬ 每天看看成都晚报 “雷锋热

线” 专版上面的心愿清单ꎬ 找找有没有自己可

以帮上忙的事儿ꎬ 已经成为不少成都人的习

惯ꎬ 这些热心付出的市民ꎬ 成为了爱心联盟的

新成员ꎮ 学雷锋 “时时可为、 人人可学”ꎬ 已

成为越来越多成都人的共识ꎮ 开通一年多来ꎬ
雷锋热线总共接到了 ２８００ 多通求助电话ꎬ 在成

都学雷锋爱心联盟的帮助下ꎬ ９０％的求助及心

愿ꎬ 得到解决或实现ꎮ
在成都学雷锋爱心联盟的队伍里ꎬ 道德模

范、 党员服务队无疑是 “风向标”ꎮ 而这阵阵

暖风ꎬ 则吹进了社区的家门口ꎬ 让道德模范真

实可触ꎬ 也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ꎮ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 “跳水女侠” 吴

永秀ꎬ 在成都学雷锋爱心联盟成立之初ꎬ 便率

她的志愿服务团队加入ꎮ 从此ꎬ 许多成华区居

民的求助ꎬ 都被 “吴大姐爱心互助会” 承包

了ꎮ 在成都雷锋热线爱心联盟开展的 “百万志

愿者　 百个社区行” 行动中ꎬ 第五届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秦坤、 董贵生ꎬ 还有市、 区道德

模范等ꎬ 都纷纷来到社区ꎬ 与社区居民 “零距

离” 交流、 开展志愿服务等ꎮ 爱心联盟中的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也堪称表率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成都雷锋热线党员志愿者在身边” 系

列行动启动ꎬ 成都妇联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市

法院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市防震减灾局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等ꎬ 都陆续行动———走进儿童之

家ꎬ 教孩子们绘画书法ꎻ 走进科普教育基地ꎬ
带领市民体验地震逃生

为顺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ꎬ 成都学雷锋

爱心联盟深度融合 “互联网＋” 思维ꎬ 率先在

全国构建起首个 “１１１３４” 城市文明公益传播

全媒体平台: 通过一张报纸 (成都晚报)ꎬ 一

条热线 (成都雷锋热线 ８１２３４５６７)ꎬ 一家网站

(成都志愿者网)、 三个手机 ＡＰＰ (微成都、 文

明成都、 成都志愿者)ꎬ 四个微博微信 (成都

发布、 微成都、 文明成都、 成都志愿者)ꎬ 形

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ꎬ 实现了

志愿者注册招募、 志愿服务项目发布对接的专

业化管理ꎬ 让学雷锋志愿服务人人可学、 时时

可为、 处处可行ꎮ

通江县创新开展

“四讲四赛四提升” 引领乡风文明
２０１５ 年ꎬ 巴中市通江县坚持需求导向ꎬ 紧

扣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大局ꎬ 创新开

展 “四讲四赛四提升” 活动ꎬ 以综艺节目的形

式带动群众轻松学习、 愉悦运动、 高雅生活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ꎮ 全

县集中开展 “四讲四赛” 活动 ２７０ 余场次ꎬ 覆

盖 １５７ 个贫困村 １１０ 多个偏远村、 中心村ꎬ 近

３０ 万人参与到活动中来ꎬ 超过 ５ 万人登上了舞

台、 走进了赛场ꎬ 深得群众喜爱ꎮ “四川通江”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量达 １０ 万余人次ꎬ 点赞

超过 ６ 万余人次ꎮ
通江县针对客观实际ꎬ 组建县委宣讲团ꎬ

成立干部宣讲小分队、 文艺宣传队ꎬ 遴选科技

骨干组成志愿服务队ꎬ 灵活形式创新宣讲ꎬ 用

小环境解说大形势ꎬ 用小理论解读大政策ꎬ 用

小故事阐明大道理ꎬ 用小行为教会大礼仪ꎮ 一

讲方 针 政 策ꎮ 围 绕 党 的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等主题ꎬ 通过院坝会、 田坎课、
微讲堂等形式ꎬ 深入开展 “我们的故事” “新
村笑脸” 等主题活动ꎮ 二讲法律法规ꎮ 广泛开

展 “送法下乡” 活动ꎬ 通过 “法律赶场” “法
律讲堂” 和法律咨询等方式ꎬ 深入宣传 “依法

治国” 方略ꎬ 大力普及农村、 农民实用法律法

规ꎮ 三讲公民道德ꎮ 把 “道德讲堂” 延伸到农

家院户ꎬ 将文明礼仪、 公序良俗与家风家教相

结合ꎬ 指导村民开展 “文明自治”ꎬ 倡导 “孝
道传家、 勤俭持家、 和善兴家”ꎮ 四讲科技知

识ꎮ 整合人力、 设备、 技术等宣教资源ꎬ 分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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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有序开展农情问诊、 病情义诊、 社情访诊ꎬ
送科技、 送政策、 送卫生和畜禽防疫、 信息

防骗、 安全防火等 “三诊三送三防” 专项

宣传ꎮ
通江县着力从创新群众参与方式入手ꎬ 把

知识宣讲、 文化展演、 体育竞赛、 文明创建有

机融合ꎬ 通过举办赛知识、 赛才艺、 赛品行、
赛技能等系列贴近群众的竞赛活动ꎬ 让看得见

的简单活动迸发出看不见的人文影响ꎮ 一赛知

识ꎮ 通过 “有奖问答” “有奖竞猜” 的形式宣

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各级党委政府决

策部署ꎬ 宣传农村生产生活知识ꎮ 二赛才艺ꎮ
灵活穿插文艺节目ꎬ 营造轻松氛围ꎬ 通过 “有
才你就来” 吸引群众参与ꎮ 梨园坝老年文艺队

从这里登上国家级大舞台ꎬ 并获得全国大奖ꎮ
三赛品行ꎮ 把评选 “身边好人” 融入宣讲活

动ꎬ 通过村民代表提名ꎬ 群众投票ꎬ 评出自己

心中的 “身边好人”ꎬ 引导群众增强当好人、
做好事的思想和行动自觉ꎮ 四赛技能ꎮ 紧密结

合农时、 农情特点ꎬ 开展灵活多样的 “阳光体

育” 运动ꎮ 通过举办种养殖业、 乡村旅游培训

和厨艺、 插秧、 采茶等农技竞赛ꎬ 把小活动变

成大课堂ꎬ 小赛场变成大武堂ꎬ 带动群众快乐

生产、 轻松学习ꎬ 实现寓教于乐ꎮ
通江县 “四项宣讲” 突出思想建党主题ꎬ

聚焦提升科技能力、 道德水平、 幸福指数和社

会满意度ꎬ 发挥活动引领思想、 凝聚力量功

能ꎬ 让小活动创造大价值ꎮ 一是提升农业科技

能力ꎮ 通过专家现场授课、 企业结对指导和实

地参观学习等系列活动ꎬ 科技种养、 优选品

种、 优势项目、 特色品牌等先进理念深入人

心ꎮ 二是提升思想道德水平ꎮ 注重挖掘优秀传

统文化内涵ꎬ 设置婆媳配合、 夫妻协作、 邻居

互助等 “组合项目”ꎬ 倡导婆媳和睦、 夫妻和

谐、 邻里和善ꎮ 三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ꎮ 按照

推动农村实现口袋与脑袋同步富裕的要求ꎬ
“四讲四赛” 把政策理论、 思想道德、 生活常

识、 生产技能、 文化需求等项目 “打包” 输

送ꎬ 图书车轮流 “赶场”ꎬ 流动影院常态进村ꎬ
文化院坝、 村歌、 村民手册等载体多样ꎬ 基层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丰富ꎬ 幸福生活指数逐

渐提升ꎮ 四是提升社会满意度ꎮ 一方面ꎬ 活动

运用乡愁情结集聚向心力ꎬ 退休职工、 青年学

生、 企业白领和在外务工人员专程回乡参与或

观看活动的人数近 ５０００ 人ꎬ 广大农村群众归属

感不断增强ꎻ 另一方面ꎬ 活动为基层干群搭建

感情交流平台ꎬ 大家在活动中吐心声、 话发

展ꎬ 基层党组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作用不

断加强ꎬ 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 满意

度、 依赖度不断升高ꎮ

(四川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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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紧紧围

绕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ꎬ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在融入

贯穿结合上下功夫ꎬ 在深化亮化实化上出实

招ꎬ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见成效ꎬ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氛围日益浓厚ꎬ 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ꎬ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扎实推进ꎬ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显著提升ꎬ 为全省守底线、 走新路、 奔小康提

供了强大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核心价值观宣传氛围日益浓厚
举办第七届贵州省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大赛ꎬ 广泛开展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 “美好黔图” 公益广告刊播宣

传ꎬ 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和浓厚社会氛围ꎮ 仅贵

州日报刊发公益广告 １３９ 个版ꎬ 贵州广播电视

台制作公益广告 ３３６ 条、 播出 ７８６６０ 次ꎬ 累计

播放时长 １９６６５ 分钟ꎮ 各地各部门依托新闻媒

体、 网络平台、 楼宇电视、 户外广告、 广场展

板、 建筑围挡、 门户网站、 微信等阵地和载

体ꎬ 大规模、 高密度、 高标准地把公益广告宣

传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做到群众身边ꎬ 真正实

现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ꎮ
二、 公民道德建设展现新面貌
１.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主题实践活动成

效明显ꎮ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部署ꎬ 进一步加强

统筹谋划和综合协调ꎬ 充分调动各级各牵头单位

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十大主题实践活动

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 亮点纷呈ꎬ 形成全社会培

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态势ꎮ 各行业系统结

合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ꎬ 至少策划开展了一项贯

穿全年的道德实践活动ꎬ 如贵州省直机关工委通

过强化考核的方式推动贵州省直单位道德讲堂建

设ꎬ 贵州省总工会开展 “劳动模范上讲堂” 活

动ꎬ 贵州省交警总队开展 “百千万” 文明交通集

中宣传教育系列活动ꎬ 贵州省妇联举办家风家训

评议会和宣讲等ꎮ 贵州省各地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层层落实责任ꎬ 推动各项主题活动进一步落细落

小落实ꎬ 形成上下贯穿、 全省联动的生动局面ꎮ
贵州省内各级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 重要位置和

黄金时段开设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专栏ꎬ 大

力弘扬 “仁、 义、 诚、 敬、 孝”ꎬ 贵州省级主流

媒体全年发稿达 ７６５８条次ꎮ 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

市召开全省现场推进会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活动实

效进一步提升ꎮ
２.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表彰、 学习宣

传成效显著ꎮ 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

荐ꎬ 贵州省刘发燕、 赵勇波 ２ 人荣获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称号ꎬ 刘兴顺、 刘仁平、 朱德忠、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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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义、 邹爱民、 吕丽、 杨元松、 徐仁霞以及

朱敏才、 孙丽娜夫妇等 １０ 人荣获提名奖ꎮ 身边

好人不断涌现ꎬ 共评选 “贵州好人” ２４０ 人ꎬ
３５ 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ꎮ 精心举办第四届贵

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演报告会 １６ 场ꎬ 歌舞、
小品、 相声、 情景剧等艺术宣讲形式深受干部群

众喜爱ꎬ ８ 万多干部群众积极参与ꎮ 编辑出版

«追赶太阳的人———第四届贵州省道德模范故事

汇»ꎬ 发行达 ３ 万册ꎬ 举办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ꎬ 持续推出 “贵州好人每周一

星” 专题报道 ４０ 期、 系列广播剧 １０ 集和道德模

范故事短片 ２０ 部ꎬ 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成为社

会共识ꎮ
３. 道德讲堂活动深入开展ꎮ 充分利用贵州

省城乡 ３ 万余个道德讲堂ꎬ 大力开展 “宣传部

长上讲堂” 活动 ４ ８ 万余场次ꎬ 实现省、 市、
县、 乡、 村五级全覆盖ꎮ 德师和乡贤队伍建设

有力推进ꎬ 举办德师培训班 ４ 期ꎬ 培训市州级

骨干德师 ２６０ 人ꎮ
４. 社会诚信建设大力推进ꎮ 贵州省文明办

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开展 “我用良心做食品”、
无传销城市创建、 诚信企业 (个体户) 创建、
诚信守法文明网站创建等活动ꎬ 联合光明日报

成功举办 “孔学堂杯今天我们如何讲诚” 征

文比赛ꎮ 编辑出版 «诚信贵州» 期刊 ２５ 期ꎬ
发行 ５０ 多万册ꎮ 开设 “诚信贵州” 微信公众

平台ꎬ 推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息 ５００ 余条ꎬ
用户转发 ２ 万余条次ꎬ 阅读量超过 ２００ 万人次ꎮ

５. 文明旅游工作持续开展ꎮ 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工作扎实推进ꎬ 游客不文明行为的

曝光力度进一步加大ꎬ 公民文明旅游意识不断

提高ꎮ 大力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ꎬ 抓好春

节、 五一、 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宣传教育ꎬ 营

造了文明出游的浓厚氛围ꎮ
三、 文明创建工作取得新进展
１.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深化拓展ꎮ 召开全省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和铜仁、 黔西

南现场会ꎬ 对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整脏治乱”
专项行动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ꎬ 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 完善体制机制、 强化考核督促、
层层落实责任ꎬ 推动整治工作实现常态化、
长效化ꎮ “多彩贵州最美高速” “多彩贵

州千里文明铁道线” “多彩贵州美丽空

港” 创建活动深入开展ꎬ 多彩贵州文明行动

内涵不断深化、 外延不断拓展ꎬ 实现农村、
社区、 景区景点、 工业园区全覆盖ꎮ 开展

“规范户外广告刊播　 加强公益广告宣传” 专

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ꎬ 贵州省共拆除违规和

不良不雅广告 ３０ 余万块 (幅)ꎬ 新设置核心

价值观大型户外广告牌 ５ 万余块ꎬ 城乡社会

文化环境显著改善ꎮ
２. 文明城市创建迈上新台阶ꎮ 贵阳市保留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ꎬ 遵义市、 六盘水市、 安顺

市、 凯里市、 兴义市、 仁怀市、 清镇市和盘县

８ 个市 (县) 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５５ 个

县 (市、 区) 被评为全省文明城市ꎬ 形成 “三
级联动、 四步推进” 的文明城市创建体系ꎮ
«全省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修订完成ꎬ 文明创

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扎实推进ꎬ 文明创建科学

化、 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策划开展 ９ 期

“文明城市创建书记市长谈” 活动ꎬ 办理不满

意问题 ７８４ 条ꎬ 办理回复率达 １００％ꎬ 群众参与

创建的主动性、 积极性得到提升ꎮ
３. 文明单位创建持续开展ꎮ 推荐评选全国

文明单位 ４２ 家ꎬ 表彰省级文明单位 ９０３ 家ꎮ
４. 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加快推进ꎮ 赤水市、

兴义市申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ꎬ 修文县等 ８ 个

县申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ꎬ ９４ 个乡镇申报创建

国家卫生乡镇ꎮ
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
围绕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ꎬ 联合光明日

报社、 中国文明网举办理论研讨会ꎬ 邀请 １０ 余位

全国知名专家为丰富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创

建内涵献计献策ꎬ 进一步总结新经验、 深挖新内

涵ꎬ 推动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创建内涵进一

步深化ꎬ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ꎮ 小康路、 小康水、
小康房、 小康讯、 小康电和小康寨 ６ 项行动计划

深入实施ꎬ 全省累计完成投资 ３７６ １ 亿元ꎮ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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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点、 带线、 扩面ꎬ 投入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建设 “四在

农家美丽乡村” 省级示范点 １００ 个ꎬ 带动创建

覆盖率提升近 １０ 个百分点ꎮ “四在农家美丽乡

村” 标准化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ꎬ 两条标准上升

为国家标准ꎬ 凤冈县、 盘县、 余庆县、 丹寨县、
乌当区、 贵安新区被纳入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标

准化试点建设单位ꎮ 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有序

推进ꎬ 农村环境面貌持续改善ꎮ 文明示范小城镇、
文明集市、 星级文明户、 诚信农民等创建活动广

泛开展ꎬ 滥办酒席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治理ꎮ 城

乡共建、 结对帮扶活动广泛开展ꎬ 城乡协调发展

加快推进ꎮ 历史文化名村、 名镇、 传统古村落、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的保护力度加大ꎬ 优秀民族民

间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ꎮ
五、 志愿服务工作取得新成效
加强志愿服务体制建设ꎬ 构建形成 “一委

两会一中心” 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ꎮ 指导各地

成立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志愿服务队ꎬ 建成覆盖

全省的志愿服务网络ꎮ “志愿贵州” 云信息平

台建设成效显著ꎬ 实现注册登记、 项目对接、
服务记录全程网络化ꎬ 做到乡镇和重点社区全

覆盖ꎬ 实名注册志愿者达 １９１ 万人ꎬ 注册志愿

服务组织 １０１６４ 个ꎮ 志愿者招募注册、 培训管

理、 服务记录、 供需对接和考评激励等制度不

断完善ꎬ 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加快推进ꎮ 共产

党员志愿服务稳步推进ꎬ 推动贵州省委组织

部、 贵州省委党建办、 贵州省直机关工委联合

印发 «关于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

务工作的通知»ꎬ 交流推广贵州省黔南州都匀

市 “三亮一创” 等一批先进经验ꎮ “邻里守望”
“３５ 学雷锋纪念日” “阳光助残行动” “蓓蕾

守护” “四进社区” “１２５ 国际志愿者日” 等

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ꎬ 评选推出中宣部、 中

组部、 中央文明办等 ９ 个部门联合宣传推选的

２ 名 “最美志愿者”、 ２ 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 ２ 个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和 ２ 个 “最
美志愿服务社区”ꎮ

六、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有新提升
将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纳入文明城市创建指

标体系ꎬ 大力开展互联网、 荧屏声频、 校园周

边环境和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活动ꎬ 营造了有

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ꎮ
“童心向党” 歌咏、 “美德校园道德讲堂我来

讲” “明礼知耻崇德向善” 经典诵读、 “墨香

校园中华美德颂” 书法绘画大赛等校园文化

活动广泛开展ꎬ 全省 ６００ 多万中小学生积极参

与ꎮ 在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中ꎬ 贵州省推送

的 «唱响苗家中国梦» 等 ２８ 个优秀节目获中

国文明网、 央视网展播ꎮ 评选美德少年 ５０ 名ꎬ
推荐罗光志等 ３ 名同学入选全国百名美德少年ꎬ
郑静同学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寻找最美孝心

少年” 活动中荣获 ２０１５ “媒体特别关注孝心少

年” 称号ꎮ 推出广播节目 «贵州美德少年故

事» ６０ 集ꎬ 大力宣传美德少年事迹ꎮ 举办 “千
校万师” 中小学德育骨干教师培训班 ３０ 期ꎬ
培训教师 ５０００ 余人ꎬ 出版 «青年时代 “千
校万师” 特刊» １０ 期ꎬ 有力促进师德师风建

设ꎮ 投入 ７３０９ 万元ꎬ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２１０
个ꎬ 全省增至 ８２６ 所ꎮ 举办贵州省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推进会ꎬ 评选出 ２０１５ 年度 “十佳乡

村学校少年宫”、 ５０ 名优秀校长和 １００ 名优秀

辅导员ꎮ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力度加大ꎬ 运

行管理逐步实现规范化ꎬ 得到中央文明办的

充分肯定ꎬ 贵州省被列为全国 “中华武术走

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首批三个试点省份

之一ꎮ
七、 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制定出台贵州省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的实

施意见ꎮ 乡镇综合文化站、 社区文化活动室、
公共电子阅览室、 广播电视 “村村通”、 直播

卫星 “户户通”、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等重点文

化惠民工程深入推进ꎬ 县城数字影院建设实

现全覆盖ꎬ 完成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２１ ０７ 万

场ꎮ 投入 １０００ 万元ꎬ 新建农民文化家园 ２００
个ꎮ 投入 ２００ 万元ꎬ 资助 １３ 个乡镇精神文明

活动中心改造提升ꎮ 文化、 科技、 卫生 “三

下乡” 活动持续开展ꎬ 为基层群众送去价值

５９７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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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 ８８ 万元的项目、 物资和慰问金ꎮ 举办

“送欢乐下基层” 慰问演出系列活动 １００ 场

次ꎮ 大力开展 “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家家户

户送春联” 活动ꎬ 全省赠送春联 ３１７ ８ 万幅ꎬ
受益群众 ２７１ ７ 万户ꎮ 依托贵阳孔学堂ꎬ 积

极开展 “孔学堂———阳明洞会讲” “孔学堂讲

习” 等文化活动ꎬ 举办国学公益讲座 １３０ 场

次ꎮ 各地依托传统节日、 民族节日和重要节

庆日ꎬ 广泛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营造了喜庆热烈、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ꎮ 全

民健身、 全民阅读、 全国科普日、 科技活动

周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ꎬ 贵州省公民

基本科学素质显著提升ꎮ
八、 网上道德实践和文明传播活动有

新亮点
紧跟互联网发展潮流ꎬ 大力推进 “互联网＋”

精神文明建设ꎬ 贵州文明网建设迈上新台阶ꎬ
发展成为弘扬核心价值观、 倡导网络文明新

风的重要阵地ꎮ 在中央文明办组织的全国文

明网联盟测评中ꎬ 贵州文明网始终保持名列

前茅ꎮ 内容建设和信息发布力度进一步加大ꎬ
共发布信息稿件 １７８７９ 条ꎬ 推出 «以法约束

不文明旅游行为» 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系

列报道和特色专题ꎮ 紧贴社会热点ꎬ 广泛开

展 “网上祭英烈” “网上签名寄语” “向国旗

敬礼” 和全国道德模范微评等网络文明传播

活动ꎬ ３００ 多万网民积极参与ꎮ 充分发挥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作用ꎬ 积极运用微博、 博客、
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开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１６ 篇评论被中国文明网 “深度评论” 栏目采

用ꎮ 督促指导各市州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

格城市加强文明网建设ꎮ

特色活动

贵阳市打造 “袁老师” 工作站品牌
２０１５ 年ꎬ 贵阳市着力打造 “袁老师” 工作

站品牌ꎬ 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

服务工作ꎬ 引起媒体热议ꎬ 赢得社会认可ꎬ 成

为贵州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的 “贵阳

现象”ꎮ
“袁老师” 工作站的建设发展ꎬ 得益于市、

区共建共享共赢的良好工作机制ꎮ 在硬件建设

上ꎬ 主要依托观山湖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近 １０００ 平方米的场地ꎬ 设来访接待区、 学

生阅览区、 专家督导室、 团体辅导室、 潜能开

发室等 ９ 个部分ꎬ 主要开展中小学生个别心理

辅导、 团体心理辅导和亲子家庭心理辅导ꎬ 同

时开展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培训、 学生讲

座、 课题研究等工作ꎮ 在管理指导上ꎬ 工作站

是隶属于贵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纯公

益机构ꎬ 日常活动经费由市文明办每年补贴ꎬ
大型活动由市文明办单列开支ꎮ 在对外宣传

上ꎬ 由市文明办统筹协调ꎬ 整体宣传ꎬ 实现多

方共赢ꎮ
“袁老师” 工作站的志愿者团队由专业志

愿者和学生志愿者两个队伍组成ꎬ 分热线咨询

部、 亲子面询部、 报媒宣教部、 教子有方部等

１０ 个具体志愿服务部门ꎮ 发展至今ꎬ 已拥有专

业心理志愿者 １２０ 余人ꎬ 其中 ６０ 余位是国家级

心理咨询师ꎬ ８０ 余位中小学专职心理老师ꎬ 学

生志愿者 ３００ 余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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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需求导向ꎬ 使 “袁老师” 工作站深受

欢迎ꎮ 一是开通心理热线ꎮ 每周一至周五安排

专业心理志愿者接听求助心理电话ꎮ 二是开展

青少年个别心理辅导和家庭亲子心理辅导ꎮ 将

每周日 １３: ３０－１６: ００ 作为免费一对一心理辅

导时间ꎬ 每周安排 ２ 名专业志愿者和 １ 名心理

老师共同为预约来访的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

心理辅导服务ꎮ 三是提供网络辅导ꎮ 开通微信

公众平台ꎬ 每周发布 “心灵花园” 心理健康温

馨小贴士和近期工作站公益心理活动信息ꎮ 四

是解答典型案例ꎮ 通过 «贵州都市报» «贵阳

晚报» 等报纸、 “黔学帮” 等微信公众平台、
百姓直播间等网络广播媒体解答心理求助问

题ꎮ 五是推动服务延伸ꎮ 设立 “袁老师工作

站———心灵驿站” 中小学心理援助服务队ꎬ 派

专业志愿者免费对各服务队提供专业指导ꎮ 六

是开展 “双进工作”ꎮ 派专业志愿者进社区、
进学校开展辅导活动和 “教子有方” 巡回讲

座ꎮ 七是开展大型现场心理健康辅导活动ꎮ 组

织开展大型现场亲子心理健康活动ꎮ 八是编印

成长指导手册ꎮ 组织编写 «未成年人成长指导

手册» ４ 册ꎬ 通过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 １ 万册ꎮ

毕节市 “三载体”
培塑精神文明示范点

２０１５ 年ꎬ 毕节市以 “七个起来” 活动、
“文化四件套” 进家庭活动及 “四在农家美

丽乡村” 创建工作为载体ꎬ 在广大农村积极培

塑示范点ꎬ 以点带面培育新农民、 建设新农

村、 引领新风尚ꎮ
针对 “农村空巢化、 农民涣散化、 农业副

业化” 的新三农现象ꎬ 组织实施 “七个起来”
活动ꎬ 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群众道德水平和文明

素养ꎮ 一是大喇叭响起来ꎮ 在乡镇、 村建设广

播喇叭站ꎬ 以方言播音形式把党的富民政策、
法律法规知识等向群众宣传ꎮ 二是赶场天赛起

来ꎮ 以 «毕节市农民教育系列读本» 为内容设

计问题ꎬ 以日常生活用品为奖品ꎬ 在赶场天供

群众抢答ꎮ 三是党组织联起来ꎮ 通过机关党组

织、 企业党组织与村两委联合开展 “双向组

织” 生活ꎬ 逐步实现选派干部联村助发展ꎮ 四

是宣传队演起来ꎮ 每个乡镇组建 ３ 支以上文艺

宣传队ꎬ 把惠民政策、 创业精神等编撰成充满

乡土气息的节目ꎬ 向群众宣传ꎮ 五是文化墙建

起来ꎮ 结合各村风俗习惯、 村情民情等ꎬ 合理

建设图文并茂的文化墙ꎮ 六是 “夜校” 办起

来ꎮ 以村、 组为单位ꎬ 发挥镇村干部、 农民讲

师等作用ꎬ 采取板凳会、 “摆龙门阵” 等方式

对群众灵活开班授课ꎮ 七是村规民约立起来ꎮ
结合各村实际ꎬ 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审定村规民

约ꎬ 推选公道正派的村民代表组成村规民约监

督组监督执行ꎮ
运用文艺宣传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优

势ꎬ 推动文化 “四件套” 进家庭ꎬ 让 “四件

套” 变成农村家庭的传家宝ꎬ 让正能量在家庭

中无时不有、 无处不在ꎮ 一是制一幅楹联ꎮ 创

作突出家庭生产生活特点的楹联作品进行木刻

制作ꎬ 悬挂在农户大门ꎬ 激发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信心和决心ꎮ 二是写一幅书法ꎮ 结合农

户家庭实际ꎬ 由毕节市书法家创作以家训家规

等为内容的书法作品装裱悬挂于农户家里ꎬ 让

群众有信仰ꎬ 有敬畏ꎮ 三是照一张全家福ꎮ 由

毕节市摄影家组织农户家庭照一张全家福照片

冷裱装框制作ꎬ 悬挂在农户家庭正堂ꎬ 展示家

庭和谐ꎬ 定格家庭成员永恒大团圆ꎮ 四是绘一

幅水墨画ꎮ 由毕节市美术家围绕农户生产生活

实际ꎬ 创作水墨画装裱制作后供农户悬挂ꎬ 让

美好的山水风光走进家庭ꎮ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ꎬ 建设产业强、 百姓

富、 生态美的美丽乡村ꎮ 一是 “六项行动计

划” 强基础ꎮ 实施 “六项行动计划”ꎬ 推动基

础设施向镇村延伸ꎬ 解决群众出行难、 饮水

难、 用电难、 居住环境差等问题ꎮ 二是农村产

业促增收ꎮ 结合各地气候条件、 资源优势和产

业基础ꎬ 打造山地高效农业ꎬ 推动农村生产要

素规范、 有序、 高效流转ꎮ 三是精神文明建设

提素质ꎮ 开展文明礼仪培训活动ꎬ 普及礼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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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ꎬ 革除生活陋习ꎬ 形成良好的社会文明风

尚ꎮ 四是环境整治靓村庄ꎮ 治理村寨私搭乱

建、 垃圾乱倒、 畜禽乱跑等现象ꎬ 借助 “绿化

毕节行动” 机遇ꎬ 推进村旁、 宅旁、 水旁、 路

旁 “四旁” 植树及庭院、 公共活动空间等绿化

美化ꎬ 构建农村生态屏障ꎮ

铜仁市 “三维” 拓展

深化道德讲堂建设
２０１５ 年ꎬ 铜仁市把 “道德讲堂” 建设作为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素养的有效载

体ꎬ 从长度、 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ꎬ 深化 “道
德讲堂” 建设ꎬ 着力将 “道德讲堂” 打造成弘

扬美德、 净化心灵的道德高地ꎮ
做好顶层设计ꎬ 拓展道德讲堂 “长度”ꎮ

一是讲堂布局标准化ꎮ 按照 “常态化办好道德

讲堂ꎬ 高标准打造精品讲堂ꎬ 严要求提升示范

讲堂” 的工作思路ꎬ 坚持就近就便、 类型齐

全、 覆盖合理、 有序推进的原则ꎬ 通过抓 １３３
个示范讲堂建设的示范带动ꎬ 先后建成机关、
企业、 学校、 社区等道德讲堂 ６５００ 多个ꎮ 二是

宣讲内容本土化ꎮ 以 “挖掘一批本土道德故

事ꎬ 打造一批本土特色讲堂” 为目标ꎬ 注重与

农村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利用敬雀节、 毛龙节等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举办 “道德讲堂” 活动ꎬ 把

婚礼、 祝寿等人生重大事件纳入 “道德讲堂”
内容ꎬ 在文明家庭、 党员干部家庭中倡导立家

规ꎬ 树家风ꎬ 让道德融进百姓生活ꎮ 三是活动

形式多样化ꎮ 通过 “空中讲堂” “电视讲堂”
“网络讲堂” “流动讲堂” 等形式ꎬ 将道德讲堂

“搬进” 农家院落ꎬ 办到群众 “家门口”ꎬ 使其

覆盖更多人群且不受场地和时间限制ꎬ 让群众

随处都受到道德洗礼ꎬ 推动道德讲堂建设广覆

盖、 机制化、 多结合ꎮ
完善推动主体ꎬ 拓展道德讲堂 “广度”ꎮ

一是基层组织主体推动ꎮ 明确由各基层党组织

负责道德讲堂的建设、 管理和使用ꎬ 紧扣自身

特点灵活开展 “道德讲堂” 活动ꎬ 不断挖掘本

支部、 本部门的先进典型ꎬ 请先进人物到 “道

德讲堂” 现身说法ꎬ 在发挥教育意义的同时ꎬ
更有效地宣传了身边典型ꎮ 二是先进典型模范

引领ꎮ 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ꎬ 身边人讲自己

事ꎬ 身边事教身边人” 为模式ꎬ 评选 “十大传

统乡贤” 和 “十大现代乡贤” ３０００ 余名ꎬ 开

展乡贤上讲堂活动 １０００ 余次ꎮ 将全国孝老爱亲

道德模范张蕾、 农民英雄姚少军、 草根慈善家

刘仁平、 用一生守护绿色家园的高石坎林场护

林队等 “身边模范” “平民英雄” 请上讲堂讲

述亲身经历ꎬ 让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道德洗

礼ꎮ 三是宣传干部示范带动ꎮ 采取市级统筹、
交叉宣讲、 互学互评的方式ꎬ 通过 “德师上讲

堂” “宣传部长上讲台” “宣传干部上讲堂”
示范带动ꎬ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广大德师和乡

贤人物以及宣传干部上讲堂ꎮ ２０１５ 年ꎬ ８ 名市

级德师、 ４７ 名宣传干部集中宣讲 ３０６ 场次ꎬ 各

级领导干部上讲堂 ４１７２ 场次ꎮ
做实融合文章ꎬ 拓展道德讲堂 “深度”ꎮ

一是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ꎮ 把 “道德讲堂” 与

培养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等活动有机融合ꎬ 通过

各类媒体载体广泛传播ꎬ 营造 “积小德为大

德ꎬ 积小善为大善” 的良好氛围ꎮ 二是与志愿

服务有机结合ꎮ 把 “道德讲堂” 与开展志愿服

务有机融合ꎬ 组织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参加关

爱空巢老人、 关爱留守儿童、 关爱残疾人等志

愿服务活动和发放 “积善卡”、 交流志愿服务

心得体会ꎮ 三是与文明创建有机结合ꎮ 将 “道
德讲堂” 活动与文明创建同步推进ꎬ 抓好 “积
德榜” 建设ꎬ 大力宣传平民善举ꎬ 挖掘 “最美

家庭” “好儿媳” “好婆婆” 等典型ꎬ 营造崇

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市

共建成 “积德榜” ２９４３ 个ꎬ 上榜人数 １４６０６
人ꎬ 其中 ４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２２ 人荣登

“贵州好人榜”ꎬ 草根慈善家刘仁平入选全国第

五届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黔南州民族文化 “四进” 校园
２０１５ 年ꎬ 黔南州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等平

台ꎬ 通过民族艺术、 民族体育、 民族科研、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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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元素进校园活动ꎬ 不断充实和改进教学内

容ꎬ 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

极性ꎬ 实现教学相长ꎬ 助推文化传承与德育工

作ꎬ 弘扬民族文化精神ꎮ
民族艺术进校园ꎮ 中小学生文化生活逐渐

丰富ꎬ 增强了学生热爱家乡ꎬ 热爱民族的情

怀ꎬ 涌现了一批新型的民族歌舞新人ꎬ 打造原

生态文化品牌ꎮ 贵定县新铺中学ꎬ 聘请长衫龙

舞蹈第 ３５ 代传承人兰衡老师ꎬ 利用乡村学校少

年宫开办苗族芦笙舞蹈培训班ꎬ 组建了 “百人

长衫龙舞蹈队”ꎮ 三都县打鱼民族学校编排的

苗族芦笙舞 «跺月亮» 代表黔南参加 ２０１２ 年

«多彩贵州» 原生态舞蹈大赛获得金奖ꎮ 福泉

市沙坪中心小学把当地有影响的民族文化———
刺绣引进课堂ꎬ 请苗族群众刺绣能手辅导ꎮ 平

塘县卡蒲毛南族小学依托 “毛南族风情园”ꎬ
加深学生对毛南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ꎮ 龙里县

将农民画、 苗族服饰、 布依族歌舞等系列特色

文化引进校园ꎮ
民族体育进校园ꎮ 全州民族体育活动开展

有声有色ꎬ 民族体育项目被纳入全民健身行

列ꎬ 成为学校课间活动的主要内容ꎮ 贵州省教

育厅、 民宗委、 体育局把瑶山中学和荔波民族

中学列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陀

螺训练基地ꎮ
民族科研进校园ꎮ 三都、 荔波、 贵定等县

开办 «教育专刊»ꎬ 把优秀的教师论文、 经验

总结和教学设计选登在 «教育杂志» 上ꎬ 宣传

布依族、 苗族、 水族和瑶族文化在校园的传承

等ꎬ 为教师提供自我欣赏、 自我熏陶和自我提

高的学习平台ꎮ 三都县 «水语水书十课时» 纳

入地方教材开发与研究ꎮ 荔波县茂兰中学承担

了省、 州 «水族地区化学文化研究» 的科研课

题ꎮ 黔南州苗学会编写的 «发展与困惑———黔

南州苗族聚居乡基础教育调查» 一书ꎬ 推进民

族双语教学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ꎮ
民族元素进校园ꎮ 全州中小学立足本地区

本民族文化ꎬ 文化设施建设得到改善和充实ꎬ
以 “穿靴、 戴帽、 缠腰” 的方式改建校舍ꎬ 彰

显民族特色ꎬ 浓郁学校文化氛围ꎮ 推广民族特

色校服ꎬ 增添了民族学校魅力ꎮ

黔西南州搭建百姓舞台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２０１５ 年ꎬ 黔西南州以 “建设新农村、 培育

新农民、 树立新风尚” 为出发点ꎬ 通过户与户

评、 村与村比、 乡与乡赛的方式ꎬ 在全州范围

内广泛开展了一系列突出趣味性、 群众性和健

康向上、 简单易行、 喜闻乐见的村赛会、 乡赛

会群众文化活动ꎬ 有力推动了全州精神文明建

设步伐ꎮ
黔西南州对全州传统文化、 民俗文化、 节

日文化等文化资源进行发掘整合ꎬ 把零散的乡

村群众文化活动科学化、 规范化、 标准化ꎬ 形

成统一的村赛会、 乡赛会群众文化活动ꎬ 让广

大农村群众把闲暇时间有效利用起来ꎬ 既使他

们不断改变陈旧观念ꎬ 提高生活品质ꎬ 提升幸

福指数ꎬ 又使他们学会自我表现、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ꎬ 更重要的是ꎬ 让富学乐美、 自主自

信、 向上向善成为全州农村群众的自觉追求ꎮ
通过县、 乡、 村三级联动机制ꎬ 使干部群

众动起来ꎻ 通过广泛发动、 有机结合和监督考

核等措施ꎬ 将民心民力聚起来ꎻ 通过先进典型

评选、 民族民间特色技能竞技、 节日文化活动

等形式ꎬ 让民俗文化扬起来ꎮ 自活动开展以

来ꎬ 黔西南州充分利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八月八、 春节、
二月二、 三月三等国家及少数民族节假日举行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ꎮ 户与户评ꎬ 共评出 “十星

级文明户” “五好文明家庭” “好儿媳” “遵纪

守法光荣户” 等各类先进典型千余人ꎻ 村与村

比ꎬ 包粽摸鱼、 才艺比拼、 山歌比赛、 乡村广

场舞赛等缤纷上演ꎻ 乡与乡赛ꎬ 文艺演出、 舞

龙舞狮、 篮球赛、 运动会等接踵而至ꎮ 近 ２０００
场大小赛事遍洒全州ꎬ 特别是春节和二月二、
三月三期间活动最频繁ꎮ

通过开展村赛会、 乡赛会群众文化活动ꎬ
营造了浓厚的民族特色文化氛围ꎬ 丰富和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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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在开展活动中ꎬ 不断发

现、 挖掘、 抢救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ꎬ 让老艺人

们动起来ꎬ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ꎬ 使得传统文化得

到了传承和保护ꎮ 同时ꎬ 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精准扶贫、 “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创建等工作

的有机结合ꎬ 在农村形成了赛村容整洁、 赛先进

典型、 赛移风易俗、 赛乡风文明的比学赶帮超浓

厚氛围ꎬ 群众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得到有效提

高ꎬ 农村环境卫生明显改善ꎬ 社会治安、 社会风

气明显好转ꎮ

(贵州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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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ꎬ 特别是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ꎬ 学习贯彻中央文明委

全体会议和全国、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ꎬ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把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全过

程ꎬ 推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落实上做

文章ꎬ 在创新上重深化ꎬ 为推动云南跨越发

展、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了有力的思想保证、 精神力量、 道德滋养和

文化条件ꎮ
一、 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ꎬ 联系实际深入学习ꎬ 不断加深对讲话精神

的政治认同、 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ꎮ 坚持全面

学与专题学相结合ꎬ 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论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一系列重要讲话作为一个专题ꎬ 通

过召开全省文明办主任会议、 举办文明办主任

培训班等形式ꎬ 组织全省各级文明委及文明办

开展专题学习ꎬ 做到学而信、 学而用、 学而

行ꎬ 坚持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

动工作ꎬ 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ꎬ 长远指

导ꎬ 统领全局ꎮ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紧紧围

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认真践行 “三严三

实” 和 “忠诚、 干净、 担当” 的准则和要求ꎬ
始终把工作责任记在心上、 扛在肩上、 抓在手

上ꎬ 找准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ꎬ 扎扎实实地

推动每一项具体工作ꎮ
二、 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开展先进典型评选表彰工作ꎬ 激发正

能量ꎮ 认真组织开展 “云南好人”、 第五届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评选出第五届云南省道

德模范 ３６ 名ꎬ 提名奖 ６１ 名ꎬ 高德荣、 杜正云

被评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梁达松等 ８ 人荣

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全省上榜 “中
国好人” ３６ 名ꎮ 举办了以 “我们的价值观ꎬ 我

们的中国梦” 为主题的第十届 “红土地之歌”
故事演讲大赛ꎬ 组成道德故事宣讲团ꎬ 开展

“道德模范进道德讲堂”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

的中国梦” 道德故事宣讲等活动ꎬ 带动全省各

地各行业通过开展宣讲、 巡讲、 报告会、 故事

会等接地气、 聚人气、 扬正气的宣传教育活

动ꎬ 提升了道德教育的吸引力、 感染力ꎮ 坚持

把学习道德模范从教育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ꎬ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０１５ 年安排资

金 ３０ 万ꎬ 帮扶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和扶持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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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志愿服务团队ꎮ 各地各行业通过以奖代

补、 节日看望慰问、 专项资金帮扶等形式开展

道德模范帮扶活动ꎬ 让道德模范在政治上有地

位ꎬ 经济上得实惠ꎬ 社会上受尊重ꎬ 传递了正

能量ꎬ 唱响了正气歌ꎬ 在全社会形成了讲道

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良好风尚ꎮ 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ꎬ 培育良好风尚ꎮ 选取师宗县、 大理

市、 洱源县等 ６ 个示范点ꎬ 开展 “云南省中华

传统美德教育实践基地” 建设ꎬ 大力弘扬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美德ꎬ 培育良好

家风家教ꎬ 发展乡贤文化ꎬ 推动 “知行合一”
的道德实践活动ꎮ 发挥云南省中华传统道德研

究会等协会、 社团组织作用ꎬ 挖掘云南道德建

设的资源ꎬ 编印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丛

书»ꎬ 推出一批 “抓得实、 立得住、 叫得响、
传得开” 的成果ꎮ 以昆明市西山区为示范ꎬ 组

织开展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ꎬ 弘扬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ꎮ 增强公益广告的感染力和传播

力ꎮ 调动社会和媒体参与公益广告宣传的积极

性ꎬ 推动本土优秀公益广告的创作与刊播ꎮ 在

南博会期间开展 “迎南博、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ꎬ 联合昆明市文明办通过张贴、
悬挂、 播放等方式ꎬ 利用电视媒体、 人行天

桥、 ＬＥＤ 屏、 互联网、 网报阅报栏、 移动客服

端等设施设备ꎬ 在机场、 火车站、 地铁、 公

交、 旅游景区ꎬ 公园ꎬ 建筑工地ꎬ 学校ꎬ 医院

等场所进行广泛的公益广告宣传ꎮ
三、 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ꎬ 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１.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丰硕成

果ꎮ ２０１５ 年是云南省精神文明创建的评选表

彰年ꎮ 修改完善了文明城市、 文明县城、 文

明村、 文明小城镇、 文明社区等系列创建测

评体系ꎬ 开展了以省级文明城市、 文明县城

为龙头的系列创建活动ꎬ 评选并报省委省政

府命名表彰了第三批云南省文明城市 １０ 个、
文明县城 ２６ 个ꎬ 第七批云南省文明村 ８００ 个ꎬ
第十四批云南省文明单位 １９５７ 个ꎬ 第四批云

南省文明小城镇 １００ 个和文明社区 １５０ 个ꎮ 对

达到省级文明行业创建标准的云南检察机关

进行了验收ꎬ 并报省委省政府命名表彰ꎮ 举

办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培训班ꎬ 组织文明

城市、 文明县城交叉检查活动ꎮ 开展文明家

庭、 文明园区、 文明校园和文明公路运输线

创建活动ꎬ 不断丰富文明创建内涵、 拓展文

明创建领域ꎬ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ꎮ
２. 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力度ꎮ 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主题ꎬ 以乡风文明和环境整治为着力

点ꎬ 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ꎬ 深化以文明

户、 文明村、 文明小城镇、 文明集市、 生态文

明示范村、 文明家庭为重点的文明村镇创建ꎮ
大力开展 “我们的家风家训” 活动ꎬ 推动城乡

共建和军警民共建等 “结对子、 种文化” 活

动ꎬ 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ꎬ
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ꎮ 召开全省边境地区文

明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进一步丰富边境地区文明

小城镇、 文明口岸、 文明集市、 文明村的创建

内涵ꎬ 努力形成群众参与、 部门联动、 齐抓共

建的浓厚氛围ꎬ 不断提升边境地区的群众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ꎬ 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对周

边国家的影响力ꎮ
３.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深化云南诚信建

设ꎮ 积极参与省发改委牵头的 «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 和 «云南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制定ꎮ 发挥 “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工作联席会的作用ꎬ 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和执行

机制ꎬ 通过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 手机等

媒体ꎬ 发布诚信企业 “红名单”、 失信企业

“黑名单”ꎬ 落实对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戒

措施ꎮ
４. 推进文明旅游工作ꎬ 提高公民出境旅游

文明素质ꎮ 贯彻落实省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加

强云南文明旅游的意见»ꎬ 利用春节、 五一、
暑期、 十一等旅游旺季ꎬ 在省内主要媒体开展

“文明旅游” 系列宣传活动ꎬ 加强对重点人群

的出境前集中教育ꎬ 切实增强文明旅游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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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明旅游督导检查ꎬ 依法规范省内旅游市

场ꎮ 实施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ꎬ 完善信息采集报送制度ꎬ 对不文明行为

及时进行曝光ꎬ 警示游客ꎬ 影响公众ꎮ 坚持国

内游与出国 (境) 游两手抓ꎬ 重点抓好周边国

家地区、 边境地区的文明旅游ꎬ 树立好云南文

明新形象ꎬ 为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服务ꎮ
四、 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１. 组织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系

列活动ꎮ 组织广大未成年人开展清明祭英烈、
七一 “童心向党” 歌咏节目展播等活动ꎮ 开

展云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

(市、 区)、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活

动ꎬ 评选出了 １６ 个先进县 (市、 区)、 １００ 个

先进单位和 １００ 名先进工作者ꎮ 评选出 ２１ 名

第三届云南省美德少年ꎬ 大力宣传美德少年

事迹ꎬ 开展学习美德少年活动ꎬ 引导未成年

人崇德向善争做美德少年ꎬ 培养良好道德行

为习惯ꎮ 加强阵地建设ꎬ 丰富乡村学校少年

宫活动ꎮ 与省博物馆联合策划组织开展 “流

动博物馆———非遗传承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动ꎬ 通过非遗传承专题讲座、 非遗传承人

现场演示等丰富多彩充满趣味性的活动ꎬ 让

孩子们感知非物质文化的魅力ꎮ 总结边境一

线国门小学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惠民固边树

良好形象的经验ꎬ 通过城乡共建、 学校联建、
文明单位助建等形式推进国门学校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建设管理水平ꎮ 组织召开全省乡村

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ꎮ
２. 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ꎮ 发挥

“云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的作用ꎬ
开展 “心理健康直通车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

动ꎬ 组织专家、 志愿者组成 “心理健康直通

车” 服务小组ꎬ 深入乡村学校少年宫面向学

生、 教师、 家长提供心理健康辅导、 咨询、 讲

座等公益服务ꎮ 指导支持昆明市、 昭通市、 曲

靖市等州市建立社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ꎬ 组织开展公益讲座、 咨询服务、 团队辅导

等活动ꎮ 每月与云南省图书馆联合举办 “书香

少年、 成长无忧” 心理健康公益讲座ꎬ 打造心

理健康教育品牌ꎮ 开发 “关护青春期心理健康

辅导” 专题资料包ꎬ 以昆明师专附中为试点进

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践教学辅导活动ꎬ 收到了

较好的成效ꎬ 受到了学生、 家长和教师的

欢迎ꎮ
五、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营造友

善奉献的社会风尚
深入落实 «关于推进云岭志愿服务制度化

的实施意见»ꎬ 坚持把志愿服务与创新社会治

理结合起来ꎬ 建立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和活动运

行机制ꎬ 积极构建云南特色志愿服务制度ꎬ 推

动志愿服务活动经常化制度化ꎮ
１. 加强制度化建设ꎮ 印发 «云南省社区志

愿服务实施方案»ꎬ 支持和配合省民政厅等有

关部门制定 «云南省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实施意见»、 «云南省志愿服务记录办

法» 等制度化文件ꎬ 为志愿服务工作提供制度

和法律保障ꎮ
２. 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常态ꎮ 大

力弘扬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

神ꎬ 以社区为重点ꎬ 推动实现志愿者、 服务对

象、 活动项目的有效对接ꎬ 常态化开展关爱他

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等志愿服务ꎮ
３. 积极开展志愿服务重点活动ꎮ 重点组织

开展了全省 “普法志愿服务周” “我为环卫工

人献爱心” 等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ꎮ 围绕把

云南省 “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的要求ꎬ 深入组织开展 “保护江河源头　 关爱

山川河流” 志愿服务ꎬ 在全省广泛开展了 “关
爱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志愿服务活动ꎮ 第 ３ 届

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ꎬ 广泛开展 “讲文明守

秩序迎南博”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ꎬ 营造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ꎮ
六、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１. 深化网上文明创建活动ꎮ 紧紧围绕 “文

明办网、 文明上网” 主题ꎬ 组织开展创建 “文
明网站” 暨 “文明创建网上行” 主题活动ꎬ 通

过加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ꎬ 强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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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培训和管理ꎮ 充分发挥

云南文明网微博、 微信、 微视及手机客户端等

新媒体的功效ꎬ 增强了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ꎮ
２. 加强云南文明网建设ꎮ 云南文明网原创

稿件发布 ８０００ 余篇ꎬ 重点稿件转载发布 ５６５ 余

篇ꎬ 推荐到中国文明网并发布稿件 １８５ 篇ꎬ 制

作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专题 ４２ 个ꎬ 被中国文明网

选中展示的活动专题 ４０ 个ꎬ 日均访问量 ３ ８ 万

人次ꎮ 云南文明网官方认证微博ꎬ ２０１５ 年全年

累计粉丝近两万人ꎻ 发布广播每周阅读量 ７ ８
万人次ꎮ

七、 努力加强基础工作ꎬ 不断提升能

力素质
１. 加大培 训 力 度ꎮ 先后举办全省文明

办主

任培训、 文明城市创建培训、 “十三五” 规划

暨简报信息培训、 道德讲堂宣讲员培训、 精神

文明网站培训等各类培训ꎬ 全省文明办系统领

导干部、 业务骨干普遍参加培训ꎮ 通过培训、
观摩ꎬ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系统更好把握新形势

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新特点ꎬ 总结了经

验ꎬ 推广了典型ꎬ 进一步提高了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队伍的能力素质ꎮ
２. 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ꎮ 组织全省文明

办系统深入开展了独龙江精神文明建设调研、
家庭文明建设调研、 志愿服务制度化情况调

研、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调研、 “十三

五” 规划调研等调研活动ꎮ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

部署ꎬ 积极部署开展了全省 “十三五” 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规划调研和起草的前期工作ꎮ

特色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

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ꎬ 有着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ꎮ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讲话精神ꎬ 云

南省以整合优质文化资源为着力点ꎬ 在促进文

化与教育联姻以文化人上下功夫ꎬ 积极探索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有机结合ꎬ 进一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教育进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覆盖面ꎬ 增强

活动的实效性ꎬ 推动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ꎮ
立足因地制宜ꎬ 科学筹划ꎮ 各州市、 县

(市、 区) 文明办会同财政局、 教育局、 文化

局认真分析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

情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情况ꎬ 选择了一

批具有民族特色ꎬ 符合中小学生年龄特点、 认

知需求和兴趣爱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

传承人ꎬ 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乡村学校

少年宫活动ꎮ
善于协调配合ꎬ 联合推动ꎮ 各级文明办、

财政局、 教育局、 文化局积极鼓励支持已经建

成使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根据地域文化和学

校特色ꎬ 开设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ꎮ
各乡村学校少年宫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民间蕴

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ꎬ 采取 “请进来”
“走出去” 的办法ꎬ 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ꎮ

注重分级推进ꎬ 创新发展ꎮ 各地各相关部

门对已经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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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学校ꎬ 进一步给予鼓励和支持ꎬ 常做常

新ꎬ 增强了乡村学校少年宫的互动性、 参与

性、 实效性ꎮ
抓好融入结合ꎬ 打造品牌ꎮ 为使乡村学校

少年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肥沃土

壤ꎬ 各个乡村学校少年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ꎬ 与学校德育工

作相结合ꎬ 与本地的乡村文化建设相结合ꎬ 通

过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成果展示、 校园文

化艺术节、 “我们的节日” 民俗体验等活动ꎬ
推动乡村学校少年宫形成 “一宫一品牌” “一
宫一特色”ꎮ

坚持以文化人ꎬ 凸显特色ꎮ 各地积极组织

开展活动ꎬ 形成了覆盖面广、 内容丰富、 形式

鲜活、 以文化人ꎬ 凸显特色的良好局面ꎮ 西双

版纳州开设了傣族武术项目ꎻ 玉溪市开设了白

族童谣传承班、 花腰傣民族器乐团等极具民族

特色的活动ꎬ 丰富了农村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ꎮ
加强宣传ꎬ 辐射带动ꎮ 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在当地文化馆 (站) 的指导下ꎬ 利用校园信息

网络、 广播站、 宣传栏、 校园简报、 学习园地

等宣传阵地ꎬ 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

识ꎬ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意识深入孩

子心中ꎮ

临沧市实施 “三大工程”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临沧市实施城乡共建、 公民素质提升、 乡

风乡貌整治 “三大工程”ꎬ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ꎬ
着力提高农民文明素质ꎬ 有力地推动了美丽乡

村建设ꎮ
实施 “城乡共建” 工程ꎬ 建设示范村寨ꎮ

帮助整治村容村貌、 改善人居环境ꎬ 开展法制

教育、 道德教育和人文关怀ꎬ 完善乡规民约ꎬ
摒弃陈规陋习ꎬ 倡导文明新风ꎬ 凝聚共建合

力ꎮ 先后投入资金 ９０００ 多万元ꎬ 组织实施共建

项目 ２００ 多项ꎬ １００ 个共建村建成了县级以上

文明村ꎬ 形成了 “文明单位送文明ꎬ 城乡共建

促发展” 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ꎮ
实施 “公民素质提升” 工程ꎬ 建设文明乡

风ꎮ 坚持文化引领ꎬ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ꎬ 强化

道德养成ꎬ 推进乡风文明ꎬ 提升农村文明程

度ꎮ 组织实施农家书屋、 文化共享、 文化惠

民、 村级文体广场、 小广场大喇叭、 广播电视

“村村通” “户户通” 和边疆 “解五难” 等惠

民工程ꎬ 建成村级农家书屋 ９３０ 个ꎬ 建成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 (镇) 站点 ７７ 个ꎬ 建成

省级文化惠民示范点 １４ 个、 市级文化惠民示范

村 ２３ 个ꎬ 建成村级活动场所 １５９５ 个、 村级文

化室 １２０９ 个ꎬ 组建村级农村文艺宣传队 ６２８ 支

１ ８ 万多人ꎬ 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ꎮ
组织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优秀十星户”
“五好文明家庭” “文明村 (镇) ” 等创建活

动ꎬ 举行 “最美乡村” “最美社区” “最美农

家” “绿色村镇” 评选活动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已

建成全国文明村 ５ 个ꎬ 省级文明村 ４８ 个ꎬ 省级

文明乡镇 ５ 个ꎬ 市县级文明村 ３１７ 个ꎮ
实施 “环境整治” 工程ꎬ 建设美丽乡村ꎮ

开展 “洁净家园” “洁净田园” “洁净水源”
“洁净河道” “洁净道路” 的 “洁净临沧” 行

动ꎬ 实施 “环境整治” 工程ꎬ 以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新成效扮靓美丽乡村ꎮ 实施 ４２ 个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试点示范项目ꎬ 卫生户厕普及率

７１ １０％ꎬ 创建洁净村庄 ２１８ 个、 洁净庭院示范

家园 ２５２６ 户ꎮ 推进 “森林临沧” 建设ꎬ 种植

树木 ６３５１ ０１ 万株ꎬ 绿化道路 ５２９９ 公里ꎬ 建成

２ 个环境教育基地ꎬ ２ 个省级生态乡镇、 １０４ 个

市级生态村ꎮ 完成农村危旧房改造 ２２３９７ 个村

(组) ２９７３７０ 户ꎬ 实现 １８ 个建制村 １０４０ 个自

然村整村推进ꎬ 建成了一大批有民族特色、 文

化底蕴的特色新民居ꎮ 整合 １７ 亿元以上涉农补

助资金ꎬ 着力发展核桃、 茶叶、 竹木、 坚果等

高原特色生态农业ꎮ 建成高原特色生态农业产

业化基地 １９７４ ８ 万亩ꎬ 建成一批集文化展示、
产品销售、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庄园ꎬ 增强

了群众生态文明意识ꎬ 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ꎬ
成就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致富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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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以道德讲堂 “小支点”
撬动核心价值观建设 “大工程”

在曲靖ꎬ “道德讲堂” 这种全新的道德教

育模式从最初的应付式开展、 被动式接受变为

自觉自愿的需求、 满怀热情的创新ꎬ 滇东大地

刮起了阵阵强劲的道德新风ꎮ
曲靖市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ꎬ 开展全方

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宣传ꎬ 为 “道德讲堂”
在面上推广、 向基层延伸营造了良好舆论氛

围ꎮ 该市出台了全市 “道德讲堂” 建设意见ꎬ
着力机制推动ꎬ 让群众能参与ꎬ 要求窗口行

业、 食品药品企业、 市级以上文明单位 (村、
社区)、 百人以上的单位必须建立 “道德讲

堂”ꎬ 县 (市、 区)、 市级以上文明小城镇必须

建立 “道德讲堂” 总堂ꎬ “道德讲堂” 实现了

全覆盖ꎮ 要求各类 “道德讲堂” 每年开展集中

活动不少于 ４ 次ꎬ 并及时上报主持词、 记录表、
宣传资料、 诵读经典内容、 受众感悟等资料ꎬ
总堂活动必须同时上报视频ꎬ 进行统一归档管

理ꎮ 把 “道德讲堂” 作为创建文明单位、 文明

村镇、 文明社区的前置条件ꎬ 对未正常开展活

动的一票否决ꎮ
结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ꎬ 全市所有的

“道德讲堂” 在现场氛围营造上ꎬ 除了孝、 悌、
忠、 信、 礼、 义、 廉、 耻等传统文化元素外ꎬ
全部增加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ꎮ 麒麟区利用农

闲、 赶集等日子ꎬ 把 “道德讲堂大篷车” 开到

集市ꎬ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宣传身边好

人好事ꎬ 深受群众好评ꎮ 师宗县在少数民族地

区开通了 “双语道德讲堂”ꎬ 既采用汉语ꎬ 同

时又采用彝、 苗、 壮、 瑶等少数民族语言ꎬ 得

到了群众的喜欢ꎮ 罗平县利用滇黔桂三省毗邻

的地理优势ꎬ 建立了三省跨区联合道德讲堂ꎬ
一个讲堂讲三个省的事、 教育三个地方的人ꎬ
既集约了资源ꎬ 又为相互学习、 沟通交流搭建

了平台ꎮ 陆良县在全县所有清真寺开设 “道德

讲堂”ꎬ 向穆斯林群众深入传播社会主义伦理

道德ꎬ 更好地激发广大信教群众的 “正能量”ꎬ

受到了信教群众的欢迎ꎮ 师宗县、 陆良县发文

要求辖区内中小学校每年必须开展 “道德讲

堂” 活动ꎬ 通过 “道德讲堂” 这个载体做实了

核心价值观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的要求ꎮ
曲靖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 “道德

讲堂” 内容ꎬ 以 “道德讲堂” 为载体传递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打造了老百姓的精神家园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市已建成各类道德讲堂

９６３ 个ꎬ 举办讲堂活动 ５３００ 场ꎬ 参与人数逾

１８０ 万人次ꎮ 台上台下都是熟面孔ꎬ 话里话外

都是身边事ꎬ 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

的人格力量和具体的精神内涵ꎬ “学好人、 当

好人” 已成广泛社会共识ꎬ 从 “道德讲堂” 里

透出的平民小善ꎬ 正汇聚成浩瀚的大德之海ꎬ
描绘出曲靖这座城市的新形象ꎮ

大理市以 “文化墙” 为载体

打造农村精神文明
大理市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ꎬ

以农村 “文化墙” 为载体ꎬ 结合大理的文化底

蕴和特色ꎬ 先后投资 ２ ３６ 亿元开展村庄 “文
化墙” 建设ꎬ 组织书画爱好者对新农村中心集

镇、 百村整治、 示范村等村庄点进行墙体美

化ꎬ 书画以绘画、 诗歌、 名人诗词等为主要内

容ꎬ 重点宣传党的富民惠民政策ꎬ 倡导农民学

科技、 讲文明、 抵制歪风邪气和封建迷信ꎬ 一

幅幅生动有趣、 图文并茂的 “文化墙”ꎬ 成为

一道道赏心悦目的乡村美景ꎮ
为确保 “文化墙” 长期发挥教育阵地作

用ꎬ 在开展农村 “文化墙” 建设中ꎬ 大理市因

地制宜ꎬ 按照 “便民、 统一、 实用、 整洁” 的

原则ꎬ 认真组织好 “文化墙” 建设ꎬ 营造文明

乡风ꎬ 使 “文化墙” 建设真正成为教育农民的

课堂ꎮ 各村一是把政策性的宣传标语主要选择

在村委会、 村民小组、 党支部、 老年协会等集

体办公和活动场所的周围书写ꎮ 二是提高墙体

彩画的书法档次和艺术性ꎬ 防止质量低劣的字

画上墙ꎮ 三是不书写和张贴与景观不协调的标

语和宣传画ꎮ 一面面 “文化墙” 不但美化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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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村貌ꎬ 而且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的思想

观念ꎮ
如今ꎬ 在大理市ꎬ “文化墙” 建设ꎬ 不仅

美化了村容村貌ꎬ 成为弘扬先进文化、 营造文

明乡风的有效途径和载体ꎬ 而且宣传了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ꎬ 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ꎬ 让农民

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ꎬ 促进了村风、 民风进

一步改善ꎮ 广大农民在观看、 欣赏过程中耳濡

目染ꎬ 接受文明教育ꎬ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ꎮ

“关爱九大高原湖泊”
滇池、 抚仙湖、 星云湖、 洱海、 程海、 泸

沽湖、 阳宗海、 杞麓湖、 异龙湖等九大高原湖

泊是云南各族人民的母亲湖ꎮ 云南省紧紧围绕

坚持绿色发展ꎬ 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的要求ꎬ 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ꎬ
按照中央文明办关于开展 “关爱山川河流” 志

愿服务的总体安排ꎬ 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

“关爱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志愿服务活动ꎮ
全省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开展 “关爱九大高

原湖泊” 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工作ꎬ 及时报道各

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好经验、 好做法、 好典

型ꎬ 大力宣传志愿者的先进事迹ꎬ 积极营造有

利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ꎮ 广大志愿者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 开展集中志愿服务活动、 举行现

场签名活动、 举办志愿者招募活动、 表彰先进

典型、 表演精彩文艺节目、 征集优秀文艺作品

等各种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动ꎬ 有力地推

动了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工作ꎬ 以点带面ꎬ 用

志愿者行动来辐射带动对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ꎬ 营造了全社会保护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的良

好氛围ꎮ

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ꎬ 争做

关爱九大高原湖泊的支持者、 倡导者和践行

者ꎬ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

中来ꎮ 异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抚仙湖边ꎬ 志愿

者们捡拾垃圾、 清理卫生死角ꎬ 将清理出来的

垃圾捡入自带的垃圾袋中ꎻ 泸沽湖畔举行的丽

江市关爱高原湖泊志愿服务活动上ꎬ ６００ 余名

志愿者提着小桶、 拿着火钳ꎬ 在湖边捡拾垃圾

的行动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众多游客一同在

泸沽湖周边开展环保志愿服务实践活动ꎻ 大理

洱海的集中志愿服务活动中ꎬ 省、 州、 市领导

和来自机关、 乡镇、 学校、 企业、 农村、 爱心

团队的 １５００ 多名志愿者代表在洱海周边开展了

捡拾垃圾、 清扫地面、 打捞淤泥、 清除杂草及

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ꎻ 昆明市连续开展了 “保
护滇池巾帼行动” “治理滇池青年志愿者在

行动” “关爱高原湖泊滇池志愿服务” 等一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ꎬ 吸引数十万市民成为保护

母亲湖的直接参与者ꎻ 玉溪市对境内抚仙湖、
星云湖、 杞麓湖 ３ 个高原湖泊启动关爱高原湖

泊志愿服务活动ꎬ 组织爱绿护绿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集中对杞麓湖沿岸和湖中的垃圾进行清

理ꎬ 持续开展争当 “仙湖卫士” 行动等一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ꎮ
“关爱九大高原湖泊” 志愿服务活动ꎬ 打

造和培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 “关爱山川河流”
志愿服务行动品牌ꎬ 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培育了

生态文明理念ꎬ 感染了更多的人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ꎬ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

中来ꎮ

(云南省文明办供稿)

７０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西藏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ꎬ
在中央文明办有力指导下ꎬ 西藏自治区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特别是 “治国必治边、 治边

先稳藏” 重要战略思想和 “加强民族团结、 建

设美丽西藏” 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ꎬ 贯彻落实区党委八届五次、 六

次、 七次、 八次全委会精神ꎬ 坚持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ꎬ 各

项工作在创新中发展ꎬ 为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和长治久安ꎬ 为建设团结美丽和谐幸福社会

主义新西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滋养ꎮ
一、 大力选树宣传学习先进典型ꎬ 凝

聚正能量
１. 成功组织参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活动ꎬ 选树道德楷模ꎮ 严格按照中央文明

办评选标准ꎬ 由各地市、 各部门层层推荐遴

选ꎬ 自治区文明办认真审核把关ꎬ 经自治区文

明委批准向中央文明办推荐 １０ 名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候选人ꎬ 昌都市盐井中学校长嘎罗获评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国税

局副局长李新宇等 ９ 人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ꎮ
２. 继续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打造 “微” 品牌ꎮ 继续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从细小处着手ꎬ 点对

点培育和挖掘身边好人ꎬ 广泛宣传身边好人典

型事迹ꎬ 发挥 “微” 品牌效应ꎬ 引导人们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学习身边好人、 争做身边好人ꎮ
全区各地各部门共发现推荐身边好人 ３００ 余人ꎬ
其中 １１ 人上榜 “中国好人榜”ꎮ

３. 大力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人物事迹ꎬ 传播

向上向善力量ꎮ 在全区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在

身边” 学习宣传和讲述 “西藏好人故事” 活

动ꎬ 全年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３００ 余场、 报告会

１８０ 余场、 座谈会 １００ 余场ꎬ 全面展示西藏自

治区各族干部群众追求真善美的生动实践ꎬ 温

暖着全社会ꎬ 传递着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

长治久安的正能量ꎮ 全区各地深入开展各具特

色的先进典型评选活动ꎬ 打造 “感动日喀则十

大人物” “感动山南十大人物” 等品牌ꎬ 引导

人们学有目标、 赶有榜样ꎬ 形成了人人参与公

民道德建设的生动局面ꎮ
４. 积极推进诚信制度化建设ꎬ 夯实诚信制

度根基ꎮ 各地各部门按照自治区文明委 «关于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实施意见»ꎬ 着眼于推

进诚信建设制度化ꎬ 加强政务诚信、 商务诚

信、 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ꎬ 在全区推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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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诚实守信良好社会风尚ꎮ 相关职能部门深化

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ꎬ 着力抓好

市场、 卫生、 食品、 旅游、 出租车等重点领域

和行业的诚信建设ꎬ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ꎬ
探索建立奖励诚信、 约束失信工作机制ꎬ 在全

社会营造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社会环境ꎮ
５. 积极拓展载体制作刊登 “讲文明树新

风” 公益广告ꎬ 营造文明和谐社会氛围ꎮ 自治

区文明办策划制作 “讲文明树新风” 系列动

漫、 “迎大庆、 讲文明、 树新风” １００ 幅平面公

益广告、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视频宣传

片ꎬ 大张旗鼓进行宣传ꎬ 形成规模ꎬ 形成声

势ꎬ 营造自治区成立 ５０ 周年欢乐、 喜庆、 热

烈、 祥和的社会氛围ꎮ 策划制作宣传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讲文明树新风” 平面

类和视频类公益广告ꎬ 深入宣传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ꎮ 全区各地各部门制作各类

平面广告 ４０ 余类、 ５００ 余条ꎬ 视频动漫类公益

广告 ２０ 余类 １６０ 余条ꎬ 按要求刊播、 刊登中央

文明办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通稿ꎬ 引导

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明熏陶ꎬ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人们心田ꎮ
６. 开展 “迎大庆爱家乡” 知识竞赛活

动ꎬ 展示良好精神风貌ꎮ 自治区文明办立足区

内面向全国组织开展竞赛活动ꎬ 下发竞赛通

知ꎬ 组织各族干部群众认真参与 “迎大庆爱

家乡” 知识竞赛活动ꎮ 先后有全国各省 (区、
市) 和全区各地市各单位 ２ 万余人参与竞赛活

动ꎬ 自治区文明办本着 “公平、 公正、 公开”
原则ꎬ 通过严格审阅ꎬ 在拉萨市阳光公证处工

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抽奖ꎬ 从最终评选出的 ６０
份满分答题卡中抽出一等奖 １０ 名、 二等奖 ２０
名、 三等奖 ３０ 名ꎬ 于 ８ 月 ３１ 日在 «西藏日

报»、 中国西藏新闻网、 拉萨文明网公布获奖

单位和个人名单ꎮ
二、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ꎬ

提供强动力
１. 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ꎬ 打造舒心家

园ꎮ 自治区文明委充分履行动态管理责任ꎬ 组

织开展日常监管、 暗访和集中测评工作ꎬ 推动

文明城市抓经常、 抓平常、 抓日常ꎬ 接地气、
顺民意、 求实效ꎮ 拉萨市文明委和文明办建立

“月度部署季度考核” 制度ꎬ 召开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迎检测评会ꎬ 坚持常态推进ꎬ 整治

薄弱环节ꎬ 注重群众满意度ꎬ 做深做细做实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工作ꎮ 日喀则市在创

建过程中通过媒体开设 “创文明城市、 建文明

和谐日喀则” 专题专栏ꎬ 增设 “曝光台”ꎬ 调

动广大市民参与创建积极性ꎮ
２. 部署评选表彰和复查工作ꎬ 提升文明程

度ꎮ 开展第四届自治区文明村镇、 文明县城、
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和第五届自治区文明户评

选表彰工作和已创文明村镇、 文明县城、 文明

单位复查工作ꎬ 共评选表彰第四届自治区文明

村镇 １００ 个、 文明县城 １０ 个、 文明单位 １００
个、 文明社区 ２０ 个、 文明户 １０００ 户ꎬ 复查已

创自治区文明村镇 ２２９ 个、 文明县城 ２７ 个、 文

明单位 ２４１ 个ꎬ 文明社区 ２１ 个ꎬ 推动城乡文明

程度和公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ꎮ
３. 拓展延伸文明单位创建ꎬ 树立良好形

象ꎮ 在党政机关开展学习 “人民满意公务员”
活动ꎬ 大力推动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ꎮ 在行业

系统开展优质服务、 便民利民、 “诚信建设看

窗口” 活动ꎬ 重点抓好机场、 车站、 出租车、
旅游景区等窗口行业的文明创建ꎬ 提升服务质

量ꎮ 突出食品卫生、 生产经营等重点行业ꎬ 开

展 “诚实劳动、 诚信经营” 创建活动ꎬ 引导人

们诚实守信做人、 诚实守信做事ꎮ 优化文明单

位考评办法ꎬ 加强文明单位创建常态化管理ꎬ
推动文明创建向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延

伸ꎬ 扩大文明创建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４. 全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建设

美丽乡村ꎮ 各地市结合实际ꎬ 按照 “村容整

洁” 要求ꎬ 以绿化、 净化、 美化、 亮化为基本

标准ꎬ 深入开展创建文明生态村活动ꎮ 加强环

境保护教育ꎬ 引导农牧民群众爱护身边一树一

草一花ꎬ 积极参与生态建设ꎬ 治沙、 治水、 治

理草场退化ꎮ 加强卫生知识教育ꎬ 培养良好卫

９０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生习惯ꎮ 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ꎬ 解决好垃圾

乱倒、 污水乱泼、 柴草乱放、 粪土乱堆 “四

乱” 问题ꎮ 建立村内卫生值日制度ꎬ 集中处理

日常垃圾ꎬ 为广大村民提供清洁卫生环境ꎮ 引

导农牧民在房前屋后植树种花育草ꎬ 提高庭院

绿化率ꎬ 美化居住环境ꎬ 把生态文明融入日常

生活之中ꎬ 建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家

园ꎮ 建设新时期的乡贤文化ꎬ 组织老村长、 老

支书、 老教师、 老退伍军人、 老模范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活动ꎬ 鼓励各界成功人士

回乡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ꎮ
５. 继续推进中国梦文明西藏五大行动ꎬ

培育文明素养ꎮ 深化文明交通行动ꎬ 组织开展

专项治理、 加强舆论监督、 开展志愿服务ꎬ 积

极营造安全畅通、 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ꎮ
深化文明餐桌行动ꎬ 开展勤俭节约教育ꎬ 倡导

理性消费观念ꎬ 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ꎮ 深化

文明旅游行动ꎬ 坚持国内游与出境游两手抓ꎬ
不断提升公民文明旅游素质和旅游行业服务水

平ꎮ 深化文明上网行动ꎬ 加强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工作ꎬ 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ꎮ 深

化争当文明标兵行动ꎬ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ꎬ 评选表彰文明标兵ꎬ 为全社会选

树学习榜样ꎮ
三、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ꎬ 培养好孩子
１. 深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ꎬ 注入新活力ꎮ

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爱国主义、 民族团结、 新

旧西藏对比和反分裂宣传教育活动ꎬ 使广大青

少年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感和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ꎮ 广泛开展 “向
国旗敬礼”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网上祭英

烈” “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年” 等道德实践活

动ꎬ 参与中小学生 １０ 万多人次ꎬ 编写寄语 ２ 万

多条ꎬ 抒发青少年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社

会主义新西藏的美好情感ꎮ
２. 举办第二届 “格桑梅朵杯美德少年”

社会实践活动ꎬ 拓展新视野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来

自全区 ７ 地市的 ８ 名领队和 ４６ 名美德少年齐聚

拉萨参加活动ꎮ 通过让美德少年亲身经历多种

实践ꎬ 深入了解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藏汉一

家亲的悠久历史ꎬ 感受自治区成立 ５０ 年来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ꎬ 进一步激发爱党爱国情感ꎬ 坚

定 “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的信念和决

心ꎬ 带动更多青少年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ꎮ 印

制 ３０００ 册 «西藏自治区第一、 二届 “格桑梅

朵杯美德少年” 事迹汇编»ꎬ 发放到全区各

中小学校ꎬ 广泛宣传美德少年典型事迹ꎮ
３. 继续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ꎬ 搭建新

载体ꎮ 自治区文明办会同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

区教育厅研究ꎬ 确定 ８１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名

单ꎮ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６ 月 １０ 日ꎬ 自治区文明办会

同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组成联合督查调研组ꎬ 分期分批赴七地市

３２ 个县区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督促检查和评估

验收工作ꎬ 完成 «关于我区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设运行情况的督查调研报告»ꎮ 精心组织全区

乡村学校少年宫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员培训

班ꎬ 培训 ８０ 名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学校心理健

康辅导员ꎬ 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员队伍建设水平ꎮ
４. 开展 “迎大庆赞家乡树新风” 主

题征文活动ꎬ 抒发新情感ꎮ 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 自治区文明办、 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关

工委、 团区委、 自治区文联、 西藏日报社、 中

国西藏新闻网在全区中小学校 (含内地西藏

班) 学生中组织开展了 “迎大庆赞家乡树

新风” 主题征文活动ꎮ 共收到藏汉文作品 ３９４
篇ꎬ 其中小学组 ８９ 篇ꎬ 初中组 １１６ 篇ꎬ 高中组

１８９ 篇ꎮ 区文明办组织具有高级职称的藏汉文

专业老师分组别对推荐上报的作品逐一进行评

阅ꎬ 从中评选出 ３０ 篇获奖优秀作品ꎮ
四、 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ꎬ

奠定实基础
１. 加强制度建设ꎬ 提供制度保障ꎮ 各地各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区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实施意见»ꎬ 建立需求对接、 注册

登记、 志愿者培训、 服务记录、 嘉许回馈、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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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服务保险等制度ꎬ 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水

平ꎮ 自治区文明办下发 «西藏自治区社区志愿

服务方案»ꎬ 推动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

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 (站) ２００ 余个ꎬ 进一

步扩大志愿服务覆盖面ꎮ 以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 “志愿云” 系统为平台ꎬ 开展志愿者招募注

册、 服务记录和转移登记等基础性前期工作ꎮ
深入开展首届宣传推选评选 “最美志愿者、 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 活动ꎬ 促进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ꎮ
２. 持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ꎬ 传递小善大

爱ꎮ 持续开展 “保护拉鲁湿地” “青藏铁路沿

线 (西藏段) ” “保护珠峰自然保护区” 等中

央文明办确定的 ３ 个关爱山川河流志愿服务活

动重点项目ꎮ 依托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

驻村 (居) 工作队和便民警务站ꎬ 组织开展帮

贫助困、 捐资助学、 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活

动ꎬ 做到每个驻村 (居) 工作队、 便民警务站

就是一个志愿服务队ꎬ 区 (中) 直各单位实现

共产党员志愿服务队全覆盖ꎮ 招募网络文明传

播志愿者 １０００ 名ꎬ 壮大网上志愿者力量ꎬ 传播

网络好声音ꎮ 组织开展中国梦文明西藏五大

行动志愿服务活动ꎬ 招募文明交通、 文明餐

桌、 文明旅游、 环境卫生和网络文明传播等专

业志愿者 ２０００ 多名ꎬ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达 １７
万小时ꎮ

３. 强化志愿服务宣传ꎬ 营造浓厚氛围ꎮ 报

刊、 电视、 广播等传统媒体设立志愿服务活动

专题专栏ꎬ 发现挖掘身边凡人善举ꎬ 褒扬好人

好事ꎮ 手机、 网络等新兴媒体通过展示阐发志

愿服务精神ꎬ 激发人们善良意愿ꎬ 推动志愿服

务活动深入开展ꎮ 社区宣传栏、 城市广场广告

牌等社会媒介ꎬ 大规模刊播志愿服务活动消

息ꎬ 营造关心、 支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良好

社会氛围ꎮ 制作发布一批图文并茂、 创意新颖

的志愿服务公益广告ꎬ 生动诠释志愿服务精

神ꎬ 热情讴歌广大志愿者的精神风貌和高尚

情操ꎮ

特色活动

文明和谐过清明
２０１５ 年清明期间ꎬ 西藏自治区各地各单位

广泛开展公祭英烈、 绿色祭扫等活动ꎬ 弘扬中

华民族孝老爱老敬老传统美德ꎬ 寄托哀思、 追

忆先人ꎬ 缅怀英烈、 继承遗志ꎬ 进一步增强了

各族干部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ꎬ 增进了对伟大

祖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ꎮ
各界人士广泛开展祭奠先烈活动ꎬ 在慎终

追远、 缅怀英烈的情怀中培育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新西藏的美好情感ꎮ 一是实地开展公祭英

烈活动ꎮ 广大干部职工、 解放军武警官兵、 师

生群众等各界人士到烈士陵园、 烈士墓、 纪念

碑、 纪念馆等开展公祭英烈活动ꎬ 寄托深深哀

思ꎬ 表达崇敬缅怀之情ꎬ 表达对为抵御列强、
西藏和平解放、 “两路” 建设、 民主改革和建

设、 中印自卫反击战等献出宝贵生命的各族英

烈表达崇高敬意ꎬ 寄托无限哀思ꎮ 二是组织开

展网上祭英烈活动ꎮ 各级各类学校大力组织未

成年人登录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 “清明祭英

烈” 专题网页和中国西藏新闻网、 拉萨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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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题网址链接向先贤先烈鞠躬献花、 签名寄

语、 抒写感言ꎬ 参与人数达 ２ 万余人ꎮ
大力宣传倡导绿色环保祭祀方式ꎬ 弘扬厚

养薄葬、 节俭惜福、 文明低碳ꎬ 寄托哀思、 追

忆先人ꎬ 感恩过去、 珍惜当下ꎮ 一是注重宣传

引导ꎮ 清明前后ꎬ «西藏日报»、 中国西藏新闻

网、 拉萨文明网大力宣传绿色环保理念ꎬ 倡导

丧葬祭祀新风ꎮ 二是加强示范带动ꎮ 清明期间

拉萨市民政局免费发放 １０００ 余枝鲜花ꎬ 用以代

替火纸鞭炮等祭品ꎮ 参加当雄县清明祭英烈活

动的学生代表次卓隆重宣誓: “改善环境ꎬ 破

除陋习ꎬ 文明祭扫ꎬ 从我先行”ꎮ 三是切实爱

护环境ꎮ 祭扫的人们自觉爱护环境ꎬ 做到文明

祭扫ꎬ 留下脚印ꎬ 带走垃圾ꎬ 给逝者留下清朗

洁净空间ꎮ
深化清明文化内涵引导人们自觉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ꎬ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ꎮ 一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ꎮ 各类新闻媒体通

过多种形式介绍清明习俗ꎮ 各地组织植树造

林、 登山踏青等活动ꎬ 引导人们亲近自然、 关

爱自然ꎮ

格桑梅朵杯美德少年
经西藏自治区文明委批准ꎬ 西藏自治区文

明办、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

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暑假联合举办全区第二届 “格

桑梅朵杯美德少年” 社会实践活动ꎮ 此次社

会实践活动以 “传承美德我先行红领巾相约

中国梦” 为主题ꎬ 紧密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实际和青少年成长阶段的身心特点ꎬ 组织

美德少年参加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ꎬ 主要包括

参加 “我眼中的家乡” 绘画创作、 科普体验、
主题班会演讲、 系列体育活动、 “我心中的英

雄” 道德讲堂活动ꎬ 与未成年人管理所青少年

结对互动ꎬ 走进敬老院开展 “我是小小活雷

锋” 志愿服务活动ꎬ 观看文成公主实景剧和爱

国主义教育影片ꎬ 参观雪城监狱、 牦牛博物

馆、 西藏军区军史馆、 海关关史馆和西藏人民

广播电台等ꎮ
通过让美德少年亲身经历多种实践活动ꎬ

使他们增长知识、 提高能力ꎬ 开拓视野、 锤炼

品质ꎬ 深入了解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汉藏一

家亲的悠久历史ꎬ 感受西藏自治区成立 ５０ 年来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ꎬ 进一步激发爱党爱国情

感ꎬ 坚定 “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的信念

和决心ꎬ 让美德少年为西藏自治区成立 ５０ 周年

送上深深祝福ꎮ 同时ꎬ 充分发挥美德少年的示

范引领作用ꎬ 带动更多青少年崇德向善、 见贤

思齐ꎮ

(西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２１８



陕西省

陕西省
概况综述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ꎬ 以大力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ꎬ 以 “厚德

陕西” 道德建设、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

设为重点ꎬ 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抓

手ꎬ 按照 “深化、 巩固、 提升” 的工作思路ꎬ
解放思想、 精心谋划ꎬ 以务实作风、 有力举

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ꎬ 为 “三

个陕西” 建设提供坚强的精神力量、 舆论环

境和道德支撑ꎮ
一、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 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ꎬ 深入开展中国梦系

列主题教育ꎬ 持续加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ꎬ 扎

实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ꎬ 着

力构建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

境ꎬ 努力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结合

融入、 落细落小落实上求实效ꎮ
１. 深化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ꎮ 挖掘中华文

明蕴含的讲仁爱、 重民本、 崇正义、 尚和合、 求

大同等思想时代价值ꎬ 利用春节、 元宵、 端午、
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和重大节庆、 纪念日ꎬ 开

展各种文化活动ꎮ 组织 “清明网上祭英烈” 活

动ꎬ 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缅怀先烈ꎬ 传承革命精

神ꎬ 激发爱党爱国之情ꎮ 开展形式多样的经典诵

读、 传统礼仪和红色文化教育活动ꎬ 举办 “我
们的节日中秋” 诗歌朗诵会、 “中华诵品味

书香传承文明” 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大赛、
“我们的节日重阳” 主题示范活动ꎬ 有力弘扬

中华传统节日的时代价值ꎮ
２. 着力推进 “诚信陕西” 建设ꎮ 贯彻中

央 «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以全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十二五” 规划收官和

“十三五” 规划制定为立足点ꎬ 积极健全法规

制度体系ꎬ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规范化ꎮ
“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交换平台” 取得阶段性

成果ꎬ 建立纵向通达省市县、 横向连接各级政

府部门单位的信用信息征集网络ꎬ “陕西省公

共信用信息交换平台改造扩能和市级平台建设

项目” 顺利完成ꎮ 召开全省诚信建设第一次联

席工作会议ꎬ 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 “诚信陕

西” 建设的实施意见» 和 «陕西省诚信建设联

席会议工作制度及职责»ꎬ 对加强各行业和重

点领域信用建设、 推动落实失信惩戒管理制度

提出明确目标、 任务和要求ꎮ “诚信陕西” 建

设成效显著ꎬ “尚德西安” “一言九鼎诚信宝

鸡” “诚信榆林” 等品牌活动不断深化ꎮ 全省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共计 ８７５０ 人次ꎬ 失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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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单位 ２３４８ 个ꎬ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的

社会舆论氛围日益浓厚ꎮ
３. 稳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ꎮ 继续加

强志愿服务制度建设ꎮ 组织召开陕西省志愿服

务立法座谈会ꎬ 推动各级各部门完善志愿服务

法规制度ꎮ 联合省教育厅、 民政厅、 团省委等

部门制定印发 «陕西省文明单位志愿服务管理

办法» «团员青年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进社区的

意见» «陕西省行业志愿服务制度化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ꎬ 为全省志愿服务制度化建

设提供可靠保障和遵循ꎮ 夯实志愿服务工作基

础ꎮ 发布陕西志愿者标识ꎬ 编辑出版志愿服务

指导用书 «友善之路»ꎬ 宣传普及志愿服务理

念和有关常识ꎻ 召开全省学雷锋座谈会ꎬ 表彰

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优秀志愿者ꎻ 深入推进以

社区为重点的 “邻里守望” 活动ꎬ 不断提高志

愿服务项目组织策划和运行管理水平ꎻ 积极推

广使用中志联 “志愿云” 网络平台ꎬ 逐步统一

和规范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注册和志愿服务

项目发布、 登记途径、 方式和流程ꎮ 加强志愿

服务业务骨干队伍建设ꎮ 举办全省各市 (区)
文明办志愿服务负责人、 行业系统志愿服务负

责人、 全省文明社区志愿服务负责人、 全省志

愿服务组织负责人、 全省文化志愿者培训班ꎬ
培训业务骨干 ７６７ 人ꎮ 表彰优秀志愿者和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ꎮ 组织开展宣传推选最美志愿

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 “四个 １００” 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活动ꎮ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陕西志

愿者培训学院 “全国志愿服务西部培训基地”
称号ꎬ 承办全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雷

锋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ꎬ 陕西交通广播 ９１６
志愿服务组织联盟、 ０２９ 公益服务中心、 红凤

工程荣获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称号ꎮ 截至年

底ꎬ 全省有志愿者 ３４６ 万ꎬ 志愿服务组织

１０７１２ 个ꎮ
４.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普

及ꎮ 认真落实中央文明办 «关于深入开展 “讲
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 健全各级各部门公益广

告刊播协作运行机制ꎬ 不断加大 “讲文明树新

风”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ꎬ 以及具有陕西本土

特色的剪纸、 农民画、 脸谱等公益广告原创作

品的宣传力度ꎮ 面向社会征集优秀公益广告作

品ꎬ 向中央文明办推荐参评公益广告作品: 平

面类 ５８ 件、 网络类 ８ 件、 手机短信类 ４２ 件、
广播类 ２０ 件、 视频类 ２２ 件ꎮ 召开全省 “讲文

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征集优秀作品和制作刊播

先进单位表彰会议ꎬ 对 ５０ 组公益广告优秀作品

和 １２ 个公益广告刊播先进单位进行奖励ꎮ ２０１５
年全省刊载公益广告ꎬ 报纸期刊类 ９４２ 个整版ꎬ
约 ３３００ 幅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全年多 ９％ꎻ 电视广播类

超过 １２ 万条ꎬ 约 ７ 万分钟ꎻ 网络类ꎬ １２０ 余家

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开设专栏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０％ꎻ 建筑围挡类ꎬ 约 １７ 万块ꎬ 总面积约 １１８
万平方米ꎻ 城市广场类ꎬ 约 ８４２ 块 ＬＥＤ 屏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５％ꎻ 大型立柱户外广告类ꎬ ２２００
余块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１０％ꎻ 手机彩信类ꎬ ２００
余万条ꎻ 公交地铁车站类ꎬ １ 万余块ꎻ 出租公

交内显示屏类ꎬ ２ ５ 万余块ꎮ
二、 着力提升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激发人们对真善美发自内心的崇尚与追

求ꎬ 培育和巩固正确的道德判断ꎬ 强化公共道

德体系责任担当ꎬ 提高公民个体道德实践自

觉ꎬ 增强社会道德自信ꎬ 立足陕西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ꎬ 推动打造陕西道德建设品牌ꎬ 选树崇

德向善典型ꎬ 传播善行义举ꎬ 焕发向上向善的

强大正能量ꎮ
１. 启动和推进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工

作ꎮ 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大力实施立德、
尚德、 遵德、 载德、 润德、 弘德 “六德” 工

程ꎬ 力争 ３—５ 年时间ꎬ 使全省社会公德、 职业

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显著提高ꎬ 社会文

明风尚基本形成ꎬ “厚德陕西” 在全国叫响ꎮ
面向社会征集 “厚德陕西” 公益广告创意作

品ꎬ 收到平面、 视频、 动漫等各类作品 ２００
余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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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精心组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推荐宣传

工作ꎮ 严格逐级推荐、 网络投票、 评委投票、
专家评审等评选程序ꎬ 陈若星、 任凤祥同志获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ꎬ 呼秀珍等 ９ 名

同志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举办陕西

省第四届道德模范表彰大会ꎬ 表彰 ５０ 名省级道

德模范ꎮ 推动建立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帮扶救

济、 社会回馈制度ꎬ 营造 “有德才有得” 的良

好社会氛围ꎮ 开展礼遇关爱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活动ꎬ 省文明办拿出 １０ 万元对生活困难的省

级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进行走访慰问ꎮ 积

极改进 “陕西好人” 推选办法ꎬ 不断完善推选

工作机制和操作办法、 细化工作流程ꎬ 切实提

高推选工作透明度ꎬ 维护推选结果权威性、 公

信力ꎮ 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 “好人” 线索推

荐工作的通知»ꎬ 整合省内各类道德评选载体ꎬ
理顺省、 市、 县三级 “好人” 评选时序ꎬ 形成

自下而上ꎬ 前后衔接ꎬ 逐级推荐ꎬ 完善 “好

人” 评选工作链条ꎮ 认真做好 “中国好人” 推

荐报送工作ꎬ 向中央文明网报送 ３６０ 人 (组)ꎬ
李智华等 ３７ 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ꎬ 周红亮等

９ 人在 “好人 ３６５” 重点宣传展示ꎮ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５ 年度 “感动陕西人物” 评选表彰活动ꎬ 通

过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ꎬ 从各级道德模范和

“中国好人榜”、 “陕西好人榜” 上榜好人中推

选出 １０ 位最具有影响力、 感染力的典型人物ꎬ
隆重举办 “感动陕西人物” 颁奖典礼ꎬ 向社会

宣传展示ꎬ 感染和影响民众崇德向善ꎮ
３. 着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ꎮ 印发

«关于评选 ２０１５ 年度陕西省 “美德少年” 的通

知»ꎬ 经过逐级推荐、 专家评审ꎬ 评出 ４０ 名陕

西省 “美德少年”ꎮ 开展 “中国梦———青年志ꎬ
寻找身边的好青年” 活动ꎬ 评选表彰 ５０ 名身

边好青年ꎮ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ꎬ 为中小学校赠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挂图 ７００ 多幅ꎮ 广泛开展以 “奋发

向上、 崇德向善” 为主题的读书教育活动ꎬ 举

办暑期夏令营、 “说出我的诚信故事” 书信文

化大赛、 征文大赛、 演讲比赛、 绘画比赛、 网

上答题和春苗网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ꎬ 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ꎮ 利用

重要节日ꎬ 深化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ꎬ 组织开展 “学雷锋ꎬ 做美德少年” “童心

向党” 歌咏活动ꎬ 教育未成年人确立爱国、 诚

信、 孝敬、 勤俭等道德规范ꎮ 改进工作方法手

段ꎬ 建好管好用好乡村学校少年宫ꎮ 加强少年

宫工作队伍建设ꎬ 举办 ２０１５ 年度全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骨干培训班ꎮ 开发使用 «少年宫管

理系统»ꎬ 加强对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日常使

用的指导、 监督和管理ꎮ 安康市岚皋县学生冯

莫林荣获全国 “２０１５ 最美孝心少年” 荣誉称

号ꎬ 白河县学生吴俊获全国 “２０１５ 媒体特别关

注孝心少年” 荣誉称号ꎬ 延安市荣获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城市ꎬ 西安小学等 ６ 个

单位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称号ꎮ
三、 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常

态化
西安、 宝鸡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 “全国

文明城市”ꎬ 延安、 榆林、 咸阳、 渭南 ４ 市和

户县、 凤县、 吴起、 志丹、 府谷 ５ 县成为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ꎮ 新增全国文明单位 ５９
个ꎬ 全国文明村镇 ２５ 个ꎮ 省委、 省政府召开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ꎬ 总结成绩和经

验ꎬ 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进

行表彰ꎮ
１. 采取得力措施提升文明创建工作质量ꎮ

对照中央文明办新修订的文明创建管理办法和

测评体系ꎬ 修订印发 «陕西省文明城市、 文明

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管理办法» 和各类测评体

系ꎮ 新的办法和体系ꎬ 更加突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建设、 志愿服

务、 公益广告、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

等重点工作内容ꎮ 对应中央文明办相关调整ꎬ
启动县一级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县一级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向更高标准、 更高层次迈进ꎮ
加大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的指导

检查ꎬ 先后到榆林、 延安、 咸阳和府谷、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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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志丹、 吴起、 户县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市、 县进行创文工作专项督查ꎬ 及时发现并指

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ꎮ 通过省、 市、 县三级联

动、 互帮共建ꎬ 不断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上

质量上水平ꎮ 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单位、 行业省

级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ꎬ 先后召开全省全国文明

单位业务培训会和行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推进

会ꎬ 不断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ꎮ 开发使

用 «陕西省文明创建常态化管理系统»ꎬ 对全

国、 省级文明单位和申创单位的创建活动进行

全程监督管理ꎬ 半年一通报、 一年一测评、 两

年一复审ꎬ 有效解决创建活动真实水平难以掌

握ꎬ “奖牌到手ꎬ 创建到头” 等问题ꎬ 创建活

动水平显著提高ꎮ 集中力量对 ２００９ 年以后省

委、 省政府命名的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进行重新确认ꎬ 最终确认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集体 ２２５９ 个ꎮ
２. 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

设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着眼培育新型农民、 优

良家风、 文明乡风、 乡贤文化ꎬ 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ꎬ 推动城市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ꎬ 在全省部署开展 “美丽

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ꎮ 召开全省以 “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 建设为载体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工作座谈会ꎬ 制定印发

«关于以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为载体ꎬ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的实施意

见»ꎬ 提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目

标任务ꎬ 作出具体安排部署ꎮ 根据中央文明办

有关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ꎬ 制定印发 «在
全省农村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创建评选活动

的指导意见»ꎬ 健全农村家庭文明建设评价体

系ꎮ 召开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现场

会ꎬ 每年筹措 ５００ 万元对 １０ 个重点示范县进行

奖励扶持ꎮ 户县、 千阳、 彬县、 耀州、 大荔、
黄陵、 神木、 城固、 平利、 洛南 １０ 个省级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重点示范县ꎬ 积

极组织、 强力推进ꎬ 涉及的镇村、 社区变化明

显ꎬ 起到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人民日报» 要闻版刊发 «乡村美 　 美在

心» 的文章ꎬ 对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

情况进行宣传报道ꎮ
３. 积极引领社会文明风尚ꎮ 联合省交通

运输厅、 省旅游局等行业部门ꎬ 深入开展文

明旅游、 文明餐桌、 文明交通等专项行动ꎬ
强化文明行为舆论导向ꎬ 对不文明行为进行

媒体曝光ꎮ 倡导和推动行业、 系统引领社会

文明风尚的优势作用ꎬ 在各行各业特别是窗

口单位广泛开展具有行业特色、 职业特点的

文明创建活动ꎮ 在机场、 车站等重点公共场

所设立志愿服务岗ꎬ 一点一滴凝聚社会好风

尚ꎮ 召开全省文明旅游第一次部门联席工作

会议ꎬ 重点部署全年节假日文明旅游工作ꎮ
联合省交通厅在全省开展文明交通专项行动ꎬ
开展 “陕西好司机、 陕西好交警、 文明交通

志愿者” 以及 “文明交通示范单位、 社区、
学校、 村” 评选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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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特色活动

实施 “六德” 工程

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陕西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

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在全省广泛开展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ꎮ

实施立德工程ꎮ 围绕 “立德树人” 根本任

务ꎬ 深入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ꎬ １１０ 多万中小学生积极参与陕西省 “美德少

年” 推选活动、 “中国梦—青年志ꎬ 寻找身边好

青年” 活动、 清明网上祭英烈活动、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 “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 读书教育活

动、 “说出我的诚信故事” 书信文化、 征文、 演

讲等系列活动ꎮ 同时ꎬ 从弘扬中华传统节日入

手ꎬ 引导各地在 “我们的节日” 期间ꎬ 突出春

节之喜庆、 清明之缅怀、 端午之追忆、 七夕之忠

贞、 中秋之团圆、 重阳之敬老等主题活动内涵ꎬ
倡导人们把节日变成爱国节、 文化节、 道德节和

情感节、 仁爱节、 文明节ꎮ 各地、 各系统行业、
各级文明单位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主题活动达

上万次ꎬ 通过诗歌朗诵会、 经典诵读、 缅怀革命

先辈、 登高赏菊等方式ꎬ 至少 ２００ 多万干部群众

在参与中受到教育、 得到熏陶ꎮ
实施尚德工程ꎮ 聚焦凡人善举ꎬ 广泛开展

“我推荐、 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ꎬ 各地、 各部

门加大 “陕西好人” “感动人物” “最美人物”
“美德少年” 评选力度ꎬ ２０１５ 年共推荐好人线索

２３ 万多条ꎬ 评出各级各类 “身边好人” “平民英

雄” “善行义举” １ １ 万多名ꎬ 涌现出全国道德

模范 ２ 名、 提名奖 ９ 名ꎬ 表彰陕西省第四届道德

模范 ５０ 名ꎬ ３９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１３６ 人荣登

陕西好人榜ꎬ 评选陕西省美德少年 ４０ 名ꎮ “榆林

好人” “彬县好人” “铜川王家砭村好人群体”
已成为省内响亮的 “好人品牌”ꎮ 举办 “厚德陕

西善行三秦” 道德模范表彰会、 ２０１５ 年 “感
动陕西人物” 颁奖典礼ꎬ 组建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巡回报告团ꎬ 深入 ２１ 个市县 (区)、 ５ 个省级

部门举办 ２６ 场报告会ꎬ 不断扩大 “厚德陕西”
道德建设活动的影响力和感召力ꎮ

实施遵德工程ꎮ 从建立统筹协调机制ꎬ 完

善诚信制度入手ꎬ 省文明委制定出台 «关于深

入推进 “诚信陕西” 建设的实施意见» «陕西省

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及职责»ꎬ 并将诚信

建设纳入 «陕西省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进行指

标量化考核ꎮ 各地、 各单位积极推进ꎬ 西安、 宝

鸡、 咸阳、 榆林、 延安、 汉中、 韩城等地下发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实施方案» 并签订 «构建

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ꎻ 安康、 铜川将诚信

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测评指标ꎻ 榆林安排 “诚信榆林” 建

设专项工作经费 ５４０ 万元ꎮ 省信用办统筹各方面

工作ꎬ 信用建设协同机制基本形成ꎻ 陕西银监

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构建依法合规守信

金融生态环境ꎬ 企业和个人征信全面建成ꎻ 西安

海关制定出台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ꎮ
省商务厅建立 “红黑榜” 发布制度ꎬ 全面推广

信用信息和企业综合信用评价ꎻ 省旅游局探索

建立旅游企业诚信等级评定机制ꎬ 公布旅游诚

信经营行业 “红黑榜”ꎻ 省法院与银行、 国土、
工商、 公安等执行联动单位对欠账不还、 恶意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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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全方位查控ꎬ 并向社会

曝光ꎻ 省网信办要求网站拒绝为违法失信行为

提供便利与平台ꎬ 治理虚假报道和歪曲事实报

道ꎮ 全省共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万人次ꎬ 失

信企业、 单位近 ３０００ 个ꎮ
实施载德工程ꎮ 从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入手ꎬ 发布 “陕西志愿者 ＬＯ￣
ＧＯ”ꎬ 对全省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人员进

行统一标识、 规范ꎻ 编辑出版志愿服务指导用

书 «友善之路»ꎻ 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志愿者培

训学院ꎬ 培训各市、 县文明办、 全省文明社

区、 志愿服务组织、 各行业系统负责人等 ７６７
人ꎻ 推广使用 “志愿云” 网络平台ꎬ 注册志愿

者达 ４２ 万、 志愿服务组织 ７５００ 多个、 发布志

愿服务项目 ４０００ 余个ꎮ 相继出台 «陕西省志

愿服务记录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 » «陕西省

党员在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见» «陕西省社区志

愿服务实施方案» «陕西省文明单位志愿服务

管理办法» «陕西省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表

彰办法» 等ꎬ 形成相对完备的志愿服务制度体

系ꎮ 广泛开展以社区为重点的 “邻里守望志

愿服务耀三秦” 系列活动ꎬ 西安市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集中示范活动ꎬ 榆林市开展 “行善立

德大爱榆林” 活动ꎬ 延安市开展 “弘扬雷锋

精神助力三城联创” 活动ꎬ 渭南、 铜川、 汉

中、 安康、 韩城等地开展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活动ꎬ 省妇联开展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 巾

帼志愿者服务活动ꎬ 省残联开展 “邻里守望
阳光助残” 活动ꎬ 尤其是以陕西省红凤工程志

愿者协会、 陕西零贰玖公益服务中心、 爱心公

益志愿者团队、 铜川 Ｎ＋１ 慈善志愿服务队等为

代表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坚持经常开展活动ꎮ
实施润德工程ꎮ 陕西省文明办下发专门通

知ꎬ 安排各地对近 ３００ 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

及 “身边好人” 进行走访慰问ꎬ 发放慰问金近

２００ 万元ꎮ 加大对道德典型的表彰力度ꎬ 省、
市、 县各级文明委对评选出的道德模范、 身边

好人、 感动陕西人物、 美德少年等以召开表彰

大会、 颁奖典礼的方式予以表彰ꎬ 授予荣誉称

号ꎬ 并不断提高对道德典型的奖励和资助标

准ꎮ 落实好人群体的社会礼遇ꎬ 组织各类 “身
边好人” 模范代表参加迎新春晚会、 音乐会、
公祭黄帝等重大社会活动ꎮ 彬县成立 “彬县好

人” 关爱帮扶基金会ꎬ ３３ 名县级领导分别与生

活困难的 “身边好人” 结成帮扶对子ꎬ 动员社

会各界帮扶困难 “好人”ꎮ 西安市出台 «西安

市道德模范奖励优待实施办法»ꎬ 城固县、 西

乡县出台 «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奖励办法»ꎬ 丹

凤县出台 «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帮扶机

制»、 山阳县制定 «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

施办法»ꎬ 对道德模范、 感动人物按照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县级由县财政分别给予奖励ꎮ 铜

川市制作 “好人服务优惠证”ꎬ 建立免费为好

人体检、 赠送意外险、 优先停放爱心车位、 赠

送 “全家福” 照等接地气的礼遇措施ꎬ 等等ꎬ
使新老典型及家人生活有保障、 有尊严ꎮ

实施弘德工程ꎮ 从深入挖掘陕西独有的远

古史、 建都史、 革命史和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入

手ꎬ 省文明办面向社会发出征集 “厚德陕西”
公益广告作品公告ꎬ 联合西安美术学院业务骨

干ꎬ 创作充分彰显 “厚德陕西” 历史意义和时

代价值的公益广告作品ꎮ 在文艺倡导上ꎬ 省文明

办、 省文联联合组织开展 “厚德陕西———陕西

快板讲陕西故事” 创作和作品展演活动ꎬ 取材

于 “陕西好人” 真实故事的对口快板 «婆婆赛

亲妈» «中国好人严平安» 等作品广泛传播了

“厚德” 的内涵和价值ꎮ 在媒体宣传上ꎬ 坚持省

市媒体互动、 党报党刊与都市类媒体联动、 传统

媒体与新兴媒体配合ꎬ 不断扩大 “厚德陕西”
的影响力ꎬ 形成宣传报道的强大合力ꎮ 陕西日报

精心策划 “时代楷模” 贠恩凤、 梁增基、 汪勇

的宣传报道ꎬ 每月要闻区整版刊登 “陕西好人

榜”ꎬ 开设 “道德模范风采” 专栏、 “诚信陕西”
专栏ꎬ 积极引领社会思潮、 积聚向上向善正能

量ꎮ 发挥陕西 “文明网群” 和 “省市县微矩阵”
平台作用ꎬ 通过 “两微一端” 发布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 未成年人、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志愿

服务等方面的信息 １００ 多万条ꎬ “文明陕西”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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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方微信粉丝突破 １４ 万人ꎮ 在各界工作联动上ꎬ
陕西省文明办联合省体育局、 西安市文明办、 陕

西传媒网等共同举办 “厚德陕西绿色出

行———百名志愿者健康骑行” 倡导行动ꎻ 陕西

省交通集团举办 “厚德陕西———道德实践暨

‘讲述道德故事ꎬ 传承传统美德’ 道德模范故事

会” 活动ꎻ 咸阳市秦都区将 “厚德陕西” 道德

宣传作为干部职工培训的必修课ꎬ 列入干部职

工理论学习计划ꎮ 榆林市举办上百场道德模范

和榆林好人现场交流活动ꎬ 渭南市大力度选树

“渭南标杆”ꎬ 铜川市组织开展向道德模范学习

宣传活动ꎬ 等等ꎮ 有力推进 “厚德陕西” 建设ꎬ
进一步叫响道德建设 “品牌”ꎮ

开展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活动
２０１５ 年ꎬ 陕西省文明委下发 «关于以 “美

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为载体　 大力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的实施意见»ꎬ 提出以

民风建设 “十个一” 为抓手ꎬ 到 ２０２０ 年把全省

农村建成 “五讲四美三热爱” 的 “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 (即把农民培育成为 “爱党爱国爱家

乡” 和 “讲法治、 讲道德、 讲文明、 讲秩序、
讲卫生” 的新型农民ꎬ 把农村建设成为 “环境

美、 风尚美、 人文美、 生活美” 的美丽家园)ꎮ
全省选定省、 市级重点示范县 ２０ 个ꎬ 建设

示范镇 １１１ 个ꎬ 建成示范村 ３８３ 个ꎬ 全省农村

人居环境和村风民风得到了很大提升ꎮ «人民

日报» 报道 “陕西全省 ‘美丽乡村文明家

园’ 乡村美　 美在心”ꎮ
针对一些地方 “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对

民风建设、 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传统文化保护

和传承、 农村群众的文化建设等工作关注重视

不够ꎬ 甚至只注重道路、 绿化、 村庄建设等硬

件建设而忽视、 遗忘、 割裂文化建设和文化传

承的问题ꎬ 省文明委将美丽乡村建设明确定位

为 “美丽乡村” 和 “文明家园” 建设两个方面

同时安排部署ꎮ 确定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由政府

国土、 环保、 住建等部门按美丽乡村国家标准

分别组织实施ꎮ “文明家园” 建设由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牵头ꎬ 民政、 文化、 新闻出版广

电、 体育、 妇联等部门各负其责ꎮ
针对全省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作用发挥

不到位、 农村普遍存在的思想道德问题和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ꎬ 将现有文化阵地、 传统的

精神文明建设载体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新形式新载体统筹结合起来ꎬ 设计民风

建设 “十个一” 的载体和目标ꎬ 即建好管好用

好一个农家书屋、 建好管好用好一个村广播室、
建设一个村文化活动室和文化活动广场、 有乡

村文明一条街、 有一个善行义举榜、 有一支乡贤

文化骨干队伍、 有一个道德讲堂、 有一整套乡规

民约、 每年评选表彰一次 “十星级文明户”、 每

年评选表彰一批五好文明家庭ꎮ 这 “十个一”
的载体让基层党委特别是镇、 村知道抓什么、 怎

么抓ꎬ 实实在在的一步步做起来ꎮ
按照 “三年抓点示范、 五年全面完成” 的

目标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抓点示范 ( “１１３３” 工程:
省上每年抓 １０ 个重点县区、 各市抓 １ 个重点县

区ꎬ 每个县区重点抓 ３ 个乡镇ꎬ 每个乡镇重点

抓 ３ 个村)ꎬ 同时ꎬ 将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建设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ꎬ 要求省

级文明城市、 文明县城辖区内的 “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 建成率要达到 ２０％以上ꎬ 新命名的

省级文明村必须是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 示

范村ꎬ 省级文明镇辖区内必须有 ５０％以上的村

建成 “美丽乡村文明家园”ꎮ 已经命名的省

级文明村要在 ３ 年内建成 “美丽乡村文明家

园” 示范村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召开工作会议进行

动员部署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召开全省 “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 建设现场会ꎬ 推动工作大踏步

向前迈进ꎮ
建立完善 “党委加强领导、 文明委统筹协

调、 文明办牵头指导、 各部门分工负责” 的工

作体制ꎮ 全省 １２ 市 (区) 文明委都下发工作

实施方案ꎬ 各抓一个市级重点示范县ꎮ 省级重

点示范县都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ꎬ 县级领导联片抓点ꎬ 乡镇领导逐村落实ꎬ
各级部门结对帮扶ꎬ 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ꎮ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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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划拨百万元以上专项资金用于民风建设ꎬ ２０
个重点示范县财政投入民风建设资金 ９８００ 余万

元ꎬ 有力地保障 “十个一” 任务的落地生根ꎮ
在工作中ꎬ 除了省市县的各种宣传外ꎬ 重

点村都通过召开村 “两委” 班子会、 村民小组

会、 群众代表会、 村民大会、 农村广播、 道德

讲堂等多种形式和阵地ꎬ 广泛宣传 “美丽乡

村文明家园” 建设的目的意义ꎬ 积极发动群

众自建家园、 共享成果ꎮ 彬县在村里建起非遗

文化展室ꎬ 城固县示范村建起村史馆ꎬ 平利县

龙头村建起农耕文化园ꎬ 黄陵县文化能人撰写

«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建设 “三字经” »ꎬ 大荔

县双泉镇群众在 “文明银行” 的积分可以兑换

“绿色银行” 的绿植ꎬ 洛南县四皓镇通过建立

农户文明档案ꎬ 铜川耀州区王家砭村年年表彰

各类典型激浊扬善ꎬ 千阳县朝阳村在村活动中

心为群众办红白理事会ꎬ 等等ꎬ 形成勤劳节

俭、 互帮互助的村风ꎬ 深受群众喜欢ꎮ

铜川市深入开展 “心系未来ꎬ 做未成年人

成长最美守护者” 评选表彰活动
为充分发挥 “优秀辅导员” “成功家长”

和 “最美爱心人士” (统称为 “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最美守护者” ) 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过程中的积极作用ꎬ 铜川市深入开展 “心系未

来ꎬ 做未成年人成长最美守护者” 评选表彰活

动ꎬ 努力让广大教师、 家长和群众学有榜样、
赶有标尺、 行有方向ꎬ 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关心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ꎮ
评选委员会坚持 “实事求是、 群众公认”

的基本原则ꎬ 把学校、 社区、 村组等基层单位作

为重点推选区域ꎬ 在草根中发现、 群众中选树ꎬ
使人民群众成为发现 “最美守护者” 的主体ꎮ
建立市、 区 (县)、 街道 (乡镇)、 社区 (村) ４
级推选机制ꎬ 并结合个人自荐等渠道ꎬ 运用报

纸、 网络、 手机等载体发现、 宣传、 评议 “最
美守护者”ꎮ 特别是乡镇街道一级将推荐活动与

“善行义举榜” 相结合ꎬ 让 “最美守护者” 的事

迹上榜ꎬ 广为宣扬ꎬ 使 “最美守护者” 的评选

更接地气ꎮ 从 １９４ 名人选中推荐的 ８９ 名候选人

进入市级评选ꎬ 最终评选出 “最美辅导员” “最
美家长” “最美爱心人士” 各 １０ 名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评选表彰活动正式启动ꎬ 铜

川市文明办组织铜川日报、 铜川广播电视台、
铜川人民政府网、 铜川文明网、 “新华铜川”
和 “文明铜川” 微信和微博、 铜川发布微信客

户端等各类媒体ꎬ 通过统一指挥调度ꎬ 共建统

一发稿平台ꎬ 打造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
手机 ５ 种传播形式组成的全媒体报道矩阵ꎬ 及

时公布活动公告、 评选标准、 推荐渠道和评选

办法ꎬ 评选表彰活动自启动后顺利进入推荐报

名阶段ꎮ 在各媒体平台定期推出各类 “最美守

护者” 的先进事迹ꎬ 将推荐评选活动宣传到千

家万户ꎮ 同时ꎬ 鼓励区县将 “最美守护者” 先

进事迹的宣传与身边好人交流互动活动相结

合ꎬ 与道德讲堂相结合ꎬ 将推荐评选活动延伸

到群众身边ꎮ
评选活动除传统的纸质、 网络投票平台

外ꎬ 新增微信投票平台ꎮ 微信投票设定每个手

机只能投票 １ 次ꎬ 省去传统选票的烦琐程序ꎬ
简化投票及统计方式ꎬ 操作便捷ꎬ 备受社会各

界青睐ꎮ 在铜川文明网、 “文明铜川” 微信公

众平台公布候选人事迹ꎬ 同时开通投票机制ꎬ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ꎬ 仅 ５ 天时间ꎬ 阅读量

就达到 ７３１２ 次ꎮ 用微信进行网络投票ꎬ 既可自

主自愿ꎬ 又可方便快捷地浏览候选人先进事

迹ꎬ 分享他们的心得ꎬ 传递他们的精神ꎬ 变参

与为学习教育的过程ꎮ
举办市级几大班子领导都出席的颁奖典

礼ꎬ 用隆重的表彰仪式给予 “最美守护者” 精

神鼓励的同时ꎬ “唐孝标 ５００ 万公民道德建设

基金” 还会给予现金奖励ꎬ 让这些对社会有贡

献的人有好报ꎬ 让好人奖励好人ꎬ 不断放大

“最美守护者” 的正能量ꎬ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更好的环境ꎮ

(陕西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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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

甘肃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ꎬ 着力

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务求实效ꎬ 着力在群众性创

建活动上突出价值内涵ꎬ 通过创新工作理念和

方式、 搭建有效载体、 开展主题活动、 加强督

导检查、 强化舆论宣传等举措ꎬ 推进了年度各

项工作任务的落实ꎬ 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

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强大的精神力量、 丰润

的道德滋养和良好的文化条件ꎮ
一、 着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不断增强 “两手抓、 两手

都要硬” 的自觉
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亲切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

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对全国

道德模范表彰活动时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ꎬ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ꎬ 着力在实践中自觉见

思想、 见行动、 见成效ꎮ 坚持用讲话精神推

动工作ꎬ 大力宣传甘肃省 “３３４１” 项目工程

建设、 “１２３６” 扶贫攻坚和 “１＋１７” 精准扶

贫的重大成就ꎬ 引导各级文明委、 文明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ꎬ 增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ꎮ

二、 着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ꎬ 积极打造 “德润陇原” 等道德实

践活动品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和教育引

导为重点ꎬ 坚持把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ꎮ 通过线上线下、
户内户外集中宣传ꎬ 全年在报纸杂志、 广播电

视、 网络平台等显要位置登载刊发核心价值观

视频图片、 新闻消息、 原创评论等 ６ 万余篇ꎻ
在甘肃省重要媒体刊登 “讲文明树新风” 报刊

类公益广告 １６２ 版ꎬ 播出广播类公益广告 ２ ６
万分钟、 视频类公益广告 １ ７６ 万分钟ꎬ 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广为弘扬ꎬ 正能量更加强劲ꎮ
深化教育实践ꎬ 引导各行各业广泛开展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活动ꎬ 引导党员干

部、 公众人物、 先进模范、 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率先示范、 积极践行ꎮ 组织开展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推荐活动ꎬ 推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冷

木和丁文广等 ９ 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ꎮ
通过走访慰问道德模范、 召开道德模范座谈

会、 拍摄道德模范微电影及组织道德模范现场

观摩等丰富多彩的活动ꎬ 推动全社会形成向上

向善的力量ꎮ 推出 “甘肃好人” ５５０ 人ꎬ 推荐

报送中央文明办 ３６０ 人ꎬ 其中 ２７ 名甘肃好人荣

登 “中国好人榜”ꎮ 拍摄了以真实故事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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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道德建设风采的核心价值观题材影片 «耳
蜗»ꎬ 荣获电影百合奖优秀故事片一等奖ꎮ 组

织举办的 “华夏文明丝路长歌” 专题节目ꎬ 极

大增强了广大群众参与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

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ꎮ
三、 着力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ꎬ 不断夯实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根基
甘肃省文明办始终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作为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ꎬ 推动各

地各部门广泛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县

(区)、 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 文明单位活动ꎬ
形成了群星璀璨、 百花争艳的局面ꎮ 在第四届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活动中ꎬ 甘肃

省金昌市圆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ꎬ 实现了

甘肃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零的重大突破ꎮ
兰州市、 嘉峪关市、 庆阳市、 白银市入选新一

轮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ꎻ 敦煌市、 清水县、
静宁县入选全国文明城市 (县级) 提名城市ꎬ
永登县苦水镇等 ３０ 个村镇入选全国文明村镇ꎬ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等 ４６ 个单位入选全国文

明单位ꎮ 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命名表彰

大会ꎬ 围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ꎬ 起草制定了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

施方案» 等 ８ 个具体实施方案ꎬ 从更高层面、
更广领域谋划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使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更有指导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ꎮ 坚持不打招呼、 不要陪同、 不审材料、 不

听汇报和 “一竿子插到底” 的原则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底ꎬ 对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静宁

县、 清水县进行了暗访ꎬ 找出存在的突出问

题ꎬ 提出指导性意见ꎬ 要求限期整改ꎬ 督促抓

好落实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又组成 ７ 个暗访组ꎬ
随机抽取 １４ 个市州的 ４２ 个县市区ꎬ 采取全程

暗访、 实地抽测的方式ꎬ 重点对公共环境、 公

共秩序、 公共关系等反映城乡社会文明程度、
事关百姓福祉的内容进行考评ꎮ 考评结果原汁

原味反馈到有关县市区党委政府ꎮ 全省各地对

这一创新举措反响积极ꎬ 普遍感到既有压力ꎬ

更有动力ꎮ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ꎬ 大力推进以

“八个一” (即五星级文明户、 农村道德信贷工

程、 乡村舞台、 村民文化广场、 乡村道德讲

堂、 乡村学校少年宫、 孝道诚信红黑榜、 乡村

志愿服务队) 为载体的文明村镇创建示范工

程ꎬ 其中农村道德信贷工程已在市、 县两级农

村信用社基本实现全覆盖ꎮ 文明村镇创建工作

与双联行动、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联系更为紧

密ꎬ 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持续向

善向好ꎮ
四、 着力狠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工作水平
坚持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金种子”

工程为平台ꎬ 组织 １ ３ 万所中小学校开展 “金
种子” 美德少年评选上榜活动ꎬ 评选表彰首届

“陇原美德少年”ꎬ 一大批道德小标兵涌现出

来ꎬ 成为青少年学习的榜样ꎮ 组织全省广大未

成年人积极参与 “网上祭英烈” 网络签名寄

语、 “童心向党” 歌咏演唱、 优秀童谣征集评

选、 “向国旗敬礼” 等活动ꎬ 让青少年从中受到

了熏陶和教育ꎮ 协调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１３５ 所ꎮ 会同省教育厅等部

门ꎬ 对建成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进行专项督查ꎬ 确

保了所有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正常、 活动经常ꎮ
五、 着力强化精神文明建设重点任务

落实ꎬ 不断打造甘肃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
品牌

持续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任务分工的落

实ꎬ 指导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ꎮ 组织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ꎬ 发动全省各级

党组织、 各级各类文明单位成立党员志愿者队

伍ꎬ 广泛开展帮困解难、 清洁环境、 双联扶贫

等志愿服务活动ꎬ 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ꎮ 会

同省直机关工委发动省直机关 １ ２ 万名在职党

员志愿者ꎬ 到社区结对帮扶困难群体ꎬ 激发了

党员干部的志愿服务自觉ꎮ 向全国推出了一批

最美志愿者、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ꎬ 有力弘扬了志愿

服务精神ꎮ 牵头组织、 连续举办了 ２ 期 “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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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原共筑诚信” 甘肃省诚信 “红黑榜” 新闻

发布会ꎬ 公开褒扬 “红名单” 企业 １１２ 家ꎬ 联

合惩戒 “黑名单” 企业 １２０ 家ꎬ 营造了守信光

荣、 失信可耻的浓厚社会氛围ꎮ 人民日报、 新

华社、 工人日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密集报道ꎬ
发表评论等 ２３６０ 多篇ꎻ 中国文明网、 人民网、
央视网以及网易、 搜狐、 新浪等 １３０ 多家重点

门户网站纷纷报道ꎬ 有 ２３００ 万粉丝跟帖评论ꎮ
甘肃省诚信 “红黑榜” 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做

法ꎬ 被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 栏目制作播出

了一期正面的专题节目ꎬ 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

响ꎮ 持续推动以文明旅游、 文明餐桌、 文明交

通行动为主要内容的 “做文明有礼的甘肃人”

主题实践活动ꎮ 制定出台了 «甘肃省关于加强

文明旅游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推动成立了文明

旅游工作领导小组ꎬ 组织开展了 “百日文明旅

游宣传” 和旅游服务行业 “双倡双劝” 等文明

旅游主题活动ꎮ 协调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文明

餐桌行动ꎬ 广泛开展了限量点菜、 剩菜剩饭打

包服务ꎬ 在醒目位置设置文明用餐提示牌ꎬ 大

力推广文明餐桌规范服务用语ꎬ 文明餐桌理念

深入人心ꎮ 会同省公安厅等职能部门ꎬ 组织开

展了 “文明爱心车队” “文明雷锋车队” “陇
原最美驾驶员” 选树活动ꎬ １０ 名驾驶员荣获

“陇原最美驾驶员” 称号ꎬ 另有 ２０ 名驾驶员荣

获 “陇原最美驾驶员” 提名奖ꎮ

特色活动

嘉峪关市创新开展家风家训 “四进” 活动

共谱文明家庭新风尚
２０１５ 年ꎬ 嘉峪关市文明委从大处着眼、 小

处着手ꎬ 针对传统家庭文化传承短板ꎬ 以 “传
家风承家训兴家邦” 为立足点ꎬ 围绕家庭教

育、 家庭文化、 文明家庭创建ꎬ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优秀家风家训进机关、 进学校、 进社

区、 进农村的 “四进” 活动ꎬ 通过 “立ꎬ 挂ꎬ
传ꎬ 展” ４ 个环节ꎬ 引导广大家庭培育文明有

礼、 崇德向善的家庭文化ꎬ 使家庭这个社会的

小 “细胞” 成为了引领文明风尚的主阵地ꎮ
“四进” 活动主要以 “立” 为基础ꎬ 通过

前期报纸、 电视、 网络等媒体征集、 整理、 筛

选优秀家风家训及背后的故事 ５００ 余条ꎻ 以

“挂” 为推手ꎬ 邀请嘉峪关市著名书法家将百

余幅家风家训写成书法作品ꎬ 在机关、 学校、

农村、 社区巡回挂展ꎻ 以 “传” 为重点ꎬ 邀请

市委讲师团围绕家风家训进行主题宣讲ꎬ 并在

活动现场由书法家义务为干部职工、 市民群众

书写各自家风家训ꎻ 以 “展” 为平台ꎬ 编印展

播 «有爱就有家———嘉峪关市 “最美家庭” 故

事汇编»ꎬ 创作展播家风家训专题电视访谈、
优秀家庭家风家训故事短片ꎬ 网上展播优秀家

风家训书法作品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随着首场 “四进” 活

动在嘉峪关市委老干局举办ꎬ “传家风承家训

兴家邦” 活动帷幕正式拉开ꎮ 在机关、 学校、
社区、 农村各活动现场ꎬ 干部职工、 城镇市民

群众认真观看展出的优秀家风家训书法作品ꎬ
积极踊跃参与 “传家风承家训兴家邦” 话题互

动ꎬ 秀出自家的家训ꎬ “大话” 自己的家风ꎬ
收到书法作品的家庭视如珍宝ꎬ 纷纷与书法老

师合影留念道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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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 活动开展以来ꎬ 覆盖机关、 学校、
城乡ꎬ 共举办 ６０ 余场次ꎬ 参与群众达 １０ 万余

人ꎬ 相关单位、 城乡社区更是以此为契机ꎬ 积

极组织起了 “ ‘最美家庭’ 评选” “寻访家风

家训” “立家训承家风” 等系列活动ꎬ 在全市

掀起了重家教、 树家风、 立家训的热潮ꎮ

甘肃省华亭煤业集团运用道德大讲堂

汇集文明正能量
２０１５ 年ꎬ 结合企业实际ꎬ 甘肃省华亭煤业

集团将道德讲堂与精神文明创建相结合、 与提

升职工道德素质相结合ꎬ 用最朴实、 最有效的

方式ꎬ 让大家讲自己、 讲他人、 讲身边的道德

故事ꎬ 营造了 “讲道德ꎬ 做好人ꎬ 树新风” 的

浓厚氛围ꎬ 保证了道德讲堂的顺利开展ꎬ 发挥

了大讲堂汇聚正能量的作用ꎮ
在道德讲堂策划中ꎬ 围绕华亭煤业集团

“忠诚于岗位、 诚信于安全、 友善于他人、 回

馈于社会” 的道德理念ꎬ 确定符合企业实际的

主题ꎬ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让职工易于

参与、 乐于参与ꎬ 在参与中进行自我教育、 自

我提高ꎬ 道德讲堂在公司内部实现了全覆盖ꎮ
在活动设计上采取了常规项目与自选项目相结

合的方式ꎬ 在道德讲堂 ８ 个流程的基础上ꎬ 根

据讲堂主题的需要ꎬ 采用讲道德课、 表演情景

剧、 观看事迹短片、 相声小品、 故事宣讲等方

式ꎬ 把需要让职工明白、 遵守、 践行的价值理

念转化为具体行动ꎬ 让道德元素入脑、 入耳、
入心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在华亭煤业集团砚北

煤矿开展的 “做忠诚于岗位的华煤人” 主题道

德讲堂ꎬ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ꎬ 讲述了砚北煤矿

后勤服务战线上普通的管道工贾国庆ꎬ 扎根矿

山从事管道工 ２２ 年来ꎬ 勤勤恳恳ꎬ 兢兢业业ꎬ
坚守在岗位上不喊累不叫苦ꎬ 任劳任怨埋头

干ꎬ 危难险急带头干ꎬ 脏活累活抢着干ꎬ 分内

分外一样干ꎬ 成为了矿工心中最温暖的形象ꎮ
道德讲堂在职工积极参与中践行核心价值ꎬ 通

过道德来涤荡心灵ꎬ 树立了企业职工、 社会公

民的精神高度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华亭煤业集团共举办

主题道德讲堂 ６ 期ꎬ 各单位开展道德讲堂 １７０
余场次ꎬ 累计受教育人数 ２ 万余人次ꎮ

一年来ꎬ 道德讲堂活动的开展ꎬ 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ꎬ 在道德的感召和引领下ꎬ
促进职工行为方式的改变ꎬ 在潜移默化中强化

职工素质的提升ꎬ 涌现出来张云吉、 何晓辉等

一批彰显时代精神的道德楷模ꎬ 成为职工学习

的榜样ꎮ 道德讲堂不仅受到职工的欢迎和认

可ꎬ 更转化为职工提升自身道德素养的主动

性ꎬ 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在企业内日渐

形成ꎮ

甘肃省委网信办开展网络植树公益活动

开启网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新模式
２０１５ 年甘肃省委网信办创新网络志愿服务

活动新模式ꎬ 组织发动每日甘肃网等省内知名

门户网站开展 “播绿陇原拥抱蓝天———２０１５ 年

万名网友植树公益行” 活动ꎬ 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ꎬ 借用新兴媒体的传播力量ꎬ 调动网民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ꎬ 在网络上掀起了 “网民参

与公益、 争当优秀网民” 的活动热潮ꎮ
突出网络特色ꎬ 动员网民参与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初活动拉开帷幕以来ꎬ 网络植树公益活动

的宣传报道工作、 网友报名工作等环节有序展

开ꎬ 各个部门围绕各自分工ꎬ 充分发挥网络特

长ꎬ 对活动进行集中报道ꎮ 微信、 微博、 ＰＣ
端、 采访、 手机客户端等平台衔接紧密ꎮ 微信

推出活动报名微信后ꎬ 微博同步发布并置顶推

荐ꎬ 记者配发活动报名稿件ꎬ «甘肃日报» «兰
州晨报» «西部商报» 等纸媒同步刊登报道ꎬ
专题也开辟专门栏目详细展示ꎬ 报名通道在手

机客户端、 头条号等平台也都同步发布ꎮ
推出报道专题ꎬ 加强推广力度ꎮ 每日甘肃

网推出了 “播绿陇原拥抱蓝天” 大型专题ꎬ 全

程集纳活动所有稿件和图片ꎬ 并在首页最上方

通栏及首屏多个显著位置长期显示ꎮ 专题内容

包括独家音视频、 系列原创策划、 参与企业机

关团体展示、 微博直播等多类型内容ꎮ 以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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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ꎬ 头条稿件、 热点新闻及高清图板块及

时将活动要闻及新闻推送到页面ꎮ 共集纳整理

文字稿件超百篇ꎬ 图片 ３００ 余幅ꎮ 截至活动结

束ꎬ 专题页面访问量近 １５０ 万次ꎮ 在做好省内

报道的同时ꎬ 还下功夫加强活动省内省外宣传

推广力度ꎬ 展示网友风采、 传播正能量ꎬ 这些

外界外省报道本身就是对活动的一个正面肯定

和褒奖ꎬ 极大地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ꎬ 塑造

了品牌形象ꎮ
发挥新媒体优势ꎬ 引导网民义务植树ꎮ 每

日甘肃网微博、 微信在活动前推出 “２０１５ 甘肃

网友植树行” 话题和 Ｈ５ 微杂志ꎬ 为活动做了

很好的预热和铺垫ꎬ 在活动期间ꎬ 通过微博对

活动进行了全程互动直播ꎬ 发布图文微博近百

条ꎬ 阅读量达 ６０ ８ 万次ꎬ 收获网友评论近 ３００
条ꎬ 形成了多次反复传播效应ꎬ 在很短时间内

就为活动积累了大量人气ꎬ 引起了强烈关注ꎬ
这场绿色的盛会ꎬ 传播力惊人ꎬ 为 ２０１６ 年成功

举办第二届网络植树公益活动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ꎮ

兰州市探索运用网络文明传播新途径

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２０１５ 年ꎬ 兰州市根据中央及甘肃省文明办

的要求ꎬ 充分发挥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作

用ꎬ 积极主动在网络空间传播文明、 引领风

尚ꎬ 推动公民道德建设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ꎮ 通过微博、 博文、 微信、 “好活

法” 客户端等渠道ꎬ 大力宣扬好人好事ꎬ 传导

文明理念ꎬ 引领社会风尚ꎬ 传播社会正能量ꎮ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兰州市专门成立 “网络文明

传播工作领导小组”ꎬ 由市文明办主任亲自抓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的招募和使用工作ꎮ 全市

各级文明办、 辖区各级文明单位成立相应组

织ꎬ 在全市范围开展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推

荐、 选拔工作ꎬ 加快招募、 组建网络文明传播

志愿者队伍ꎬ 探索建立了覆盖市、 区、 街、 居

的四级志愿者队伍模式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全

市在中国文明网注册登记 ５１ 个网络文明传播志

愿者小分队ꎬ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人数达到

４４１ 人ꎮ
全市各单位积极组织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ꎬ 运用微博、 博客、 论坛、 跟帖等多种手

段ꎬ 通过转发、 推荐、 评论等多种形式ꎬ 积极

主动在网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在网络空间广泛宣传 “我们的节日”、 “凡人善

举和你一起” 兰州好人评选、 文明旅游、
“好人 ３６５” 等活动ꎮ 全年ꎬ 网络文明传播志愿

者队伍累计播发、 转发博文 ３５００ 多篇ꎬ 播发、
转发微博 ２ ８ 万余条ꎬ 营造了浓厚的网络文明

传播氛围ꎬ 传递了社会正能量ꎮ
兰州文明网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我们的节日”、 文化建设等主题ꎬ 精

心策划开展了一系列网络活动ꎬ 吸引了众多网

民参与ꎮ 兰州文明网联合西安文明网、 黄山文

明网等多家网站共同策划 “全民阅读晒好书”
“当端午节遇到父亲节” “家的味道” “为道德

模范写歌” 等网络主题活动ꎬ 在微博、 微信上

引发网民强烈共鸣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ꎬ 兰州市

皋兰县九合镇兰沟村姐弟俩烧伤事件被媒体报

道后ꎬ 兰州文明网第一时间发布消息ꎬ 制作专

题页面ꎬ 集中向社会报道孩子的救治过程和社

会爱心捐助情况ꎬ 并开展网评ꎬ 以微善之行ꎬ
筑起这座城市的大爱ꎮ 仅仅两天时间ꎬ 募集爱

心捐款达到 １１ 万元ꎮ 一年来ꎬ 兰州文明网共策

划参与 “百姓百件文明顺眼事征集” “２０１５
‘兰州十佳志愿者评选’ ” “为道德模范写歌
赞道德模范精神” “家的味道” “千万里也不会

忘记” “ ‘讲文明树新风’ 原创公益广告有奖征

集” “兰州好家风好家训征集” “我给道德模范

点个赞” “全民阅读晒好书” “兰州向国旗敬

礼” “我的绿色承诺” “家庭美德大家谈” “中
秋ꎬ 道出你的思念情” “学习好人 ３６５” “生态

文明志愿者” 等 １５ 个网络传播活动ꎬ 极大丰

富了网民参与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的载体ꎬ 参与网民累计超过 １００ 万人次ꎮ

(甘肃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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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以及

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委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改革创新、 依法治理ꎬ 坚

持问题导向、 利民惠民ꎬ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ꎬ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ꎬ 扎实推进思想道德建设ꎬ 不断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深入推进文明青海建

设ꎬ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ꎬ 加快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建设ꎬ 提供有力的思想保

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一、 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ꎬ 制定印

发 «青海省 ２０１５ 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行动方案»ꎮ 召开全省贯彻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暨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动员大

会ꎬ 有效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ꎮ 做好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公益广告创作刊播工作ꎬ
广泛运用报纸刊物、 户外广告、 广播电视、 互

联网、 手机短信等各种宣传渠道和方式ꎬ 深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ꎮ
１. 制定印发 «青海省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

度化工作的实施意见»ꎮ
２. 制定印发 «关于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接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

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

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

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精神的意见»ꎮ
３. 着眼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ꎬ 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联合下发 «关于印发 “践行核心

价值ꎬ 开展全民公益活动” 的通知»ꎮ 把法治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 纳入精神文明创建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宣传教育活动ꎮ

４. 加强调研工作ꎬ 认真完成中央文明办交

办的 １６ 个专题调研课题任务和省委宣传部部务

会交办的家庭文明创建工作调研任务ꎻ 青海省

志愿服务工作调研报告入选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 «优秀论文集»ꎮ
５. 印发 «关于做好重点景区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的紧急通知»ꎬ 对环青海湖周边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集中督导检查ꎮ
６. 为了充分体现全社会对道德模范的关心

关爱ꎬ 树立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ꎬ 省文明办、
海东市文明办、 互助县文明办在全省范围内联

合发起为全国第四届道德模范陶恩德募捐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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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费用的倡议ꎬ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和大力支持ꎬ 在短期内共募捐烧伤治疗费用

１２０ 余万元ꎮ 积极协调安排陶恩德实施烧伤治

疗手术ꎮ
７.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

育ꎬ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ꎬ 组织编写 «青海

省公民道德规范知识读本» 学习题库ꎬ 在全省

各市州、 省直机关各单位、 厂矿企业、 社区学

校开展学习读本知识竞赛活动ꎮ 各地、 各单

位、 大型企业、 各高校共组织 ８５ 场次 (含县、
区、 行委组织的场次) 知识竞赛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下半年以来ꎬ 组织社科理论专家、 文化艺术研

究人员、 各市州宣传部门的有关人员收集有关

资料ꎬ 编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辅导试

题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省广播电视台举办全

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竞赛ꎬ
各市州、 省直机关、 省教工委、 省国资委等 １２
支参赛队参加知识竞赛活动ꎮ 青海都市频道、
经济生活频道播放了核心价值观知识竞赛活动

实况录像ꎬ 进一步推动全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向纵深发展ꎮ
二、 深入推进 “文明青海” 建设活动
以 “做文明公民ꎬ 建文明青海” 为主题ꎬ

在全省广泛开展公共文明引导活动ꎬ 不断提升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ꎮ 弘扬道德模范

崇高精神ꎬ 开展第二届 “最美青海人” 推荐评

选活动ꎮ 大力推进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

服务、 文明餐桌等活动ꎮ 省文明办、 省公安厅

共同部署开展 “文明交通” 活动ꎮ 召开全省文

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ꎬ 制定印发 «关于做好全

省文明旅游宣传掀起文明出游热潮的工作方

案» 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实施

意见»ꎬ 推动公民文明出行、 文明旅游ꎮ 开展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活动ꎬ 组织开展

“祭英烈、 继传统” 活动、 “童心向党” 歌咏比

赛和中华经典诵读活动ꎮ 大力推进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ꎬ 出台了 «青海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ꎬ 推动诚信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发展ꎮ 省文

明办、 省工商局、 省消协联合举办全省文明经

营企业、 文明个体工商户评选表彰活动ꎮ 广泛

利用各种公益广告宣传 “诚实守信、 合法经

营”ꎬ 在全省营造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的

舆论氛围ꎮ 结合 “９ ２０” 公民道德宣传日ꎬ 在

全省部署开展 “以道德立身ꎬ 以诚信兴业ꎬ 做

文明有礼中国人” 为主题的公民道德宣传

活动ꎮ
三、 不断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水平
一是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制度

化、 规范化水平ꎮ 制定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群

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ꎬ 召开全

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经验交流会ꎬ 规范了

“四大创建” 工作协调、 配合、 指导、 督查、
宣传、 评比、 考核、 表彰等工作机制ꎬ 解决了

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ꎬ 推动 “四大创

建” 工作健康、 有序、 深入发展ꎬ 为青海省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制度化、 科学化、 规范

化提供有力遵循ꎮ 二是认真做好文明家庭创建

工作ꎮ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家庭建设ꎬ 注

重家庭、 家教、 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ꎬ
召开青海省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动员大

会ꎮ 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省深

入开展 “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工作的意见»
(青办发 〔２０１５〕 ４１ 号)ꎮ 三是加强农村牧区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ꎮ 以最美乡村和最美

城镇建设为主题ꎬ 以民风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

为重点ꎬ 全面推进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ꎮ 召开青海省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

验交流会暨 “最美乡村” 建设推进会ꎬ 总结交

流经验ꎬ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ꎬ 持续深化美

丽乡村建设ꎮ 会议对 ８ 个先进县、 １３ 个先进单

位、 １３ 个先进个人和 １０ 个最美乡村进行了表

彰奖励ꎮ 从最美乡村到最美城镇ꎬ 区分对象和

层次ꎬ 努力提升农牧民文明素质和农牧区文明

程度ꎬ 在全面推进最美乡村建设的同时ꎬ 实施

城乡文明结对共建最美城镇建设行动ꎬ 形成推

动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 “车之双轮” “鸟
之双翼”ꎬ 为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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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ꎬ 促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ꎮ
四、 着力加强城乡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一是做好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工

作ꎮ 印发 «关于做好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推荐

工作的通知»ꎬ 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踊跃推荐身

边道德模范ꎬ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共推荐候选人

５２ 名ꎬ 经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研究ꎬ 向中央文

明委推荐了爱岗敬业、 见义勇为、 孝老爱亲、
诚实守信、 助人为乐 １０ 名候选人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中央文明委在北京隆重召开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座谈会及授奖仪式ꎬ 授予青海省贺频同

志第五届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 荣誉称号ꎬ 授

予马明全、 马宝祥、 崔宝巍、 马生刚、 尤良

山、 李桂花、 赵新录、 仁青、 王龙等 ９ 名同志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二是切实推进学雷锋志

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ꎮ 召开全省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电视电话会议ꎬ 对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ꎮ 利用

“３ ５” 学雷锋日、 “９ ２０” 公民道德宣传日、
“１２ ５” 国际志愿者日开展主题宣传与实践活

动ꎬ 组织开展了 “践行雷锋精神从我做起” 大

型志愿服务活动、 “清洁三江源ꎬ 保护母亲河”
环保志愿服务活动ꎮ 以创建文明行业、 文明单

位为有力抓手ꎬ 督促指导各级文明村镇、 文明

行业、 文明单位发展注册志愿者、 成立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ꎬ 并开展经常性活动ꎬ 以此作为文

明创建考评的重要内容ꎮ 三是组织开展道德模

范学习宣传表彰活动ꎮ 举办第二届 “最美青海

人” 评选表彰活动ꎬ 以群众投票评选的方式ꎬ
在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推荐的 １７６ 位候选人中ꎬ
评选出 ２１ 位 “最美青海人”ꎮ 营造宣传道德模

范、 学习道德模范、 崇尚道德模范、 争做道德

模范、 关爱道德模范的良好社会氛围ꎬ 不断扩

大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力ꎮ
五、 加强组织协调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深入开展
１. 加强对各地领导班子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考核力度ꎬ 省文明办制定了 ２０１５ 年度市州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考核目标ꎬ 报送省考核办ꎮ
２. 推进志愿服务工作ꎬ 组织开展学雷锋日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ꎮ 海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被

全国志愿服务团队命名为优秀志愿服务团队ꎮ
３. 大力推进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文明服

务、 文明餐桌、 生态文明建设等活动ꎮ 在春节

前下发 «关于在春节期间倡导文明旅游的通

知»ꎮ 与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联合举办文明

交通知识竞赛、 文明交通读书演讲活动ꎮ 与省

旅游局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旅游行业全省文明

旅游先进单位选树活动的通知»ꎮ
４.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青海省文明办研

究制定印发 «青海省命名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

岗位学雷锋标兵工作方案»ꎬ 开展系列富有时

代精神、 并具地方特色的学雷锋主题活动ꎬ 命

名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 “雷锋班组”
等 ２０ 个单位为 “青海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ꎬ
命名西宁市城中区地方税务局蒋美蓉等 ２０ 名同

志为 “青海省岗位学雷锋标兵”ꎮ
５. 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ꎬ 深入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ꎮ ①省文明办、 省国税局联合开展

全省国税系统首届 “最美高原国税人” 推荐评

选活动ꎮ ②与省关工委、 省教育工委、 省教育

厅共同开展第五届 “关工杯” 全省青少年作文

大赛ꎮ ③与省妇联、 省广电局、 省广播电视台

联合开展寻找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 “最美家庭” 活

动ꎮ ④协调青海省 “心中的歌” 艺术团举办

“铭记抗战史、 传唱爱国歌、 实现中国梦”
２０１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群众广场歌会公益

演出活动ꎬ 演出面向一线、 面向基层ꎬ 先后为

公交职工、 武警官兵、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城

乡社区居民群众进行 ６ 场次巡回演出ꎮ ⑤与省

民政厅开展民政爱心使者评选表彰活动ꎮ ⑥与

省公安厅开展 “最美司机” “最美交警” 评选

表彰活动ꎮ ⑦加强诚信建设ꎬ 与省工商局、 个

体私营协会联合开展了全省 “文明诚信私营企

业、 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 推荐评选表彰活

动ꎮ ⑧与卫计委共同开展了 “无偿献血先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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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先进个人” 推进评选表彰暨 “关爱生命、
无偿献血” 系列活动ꎻ 与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开

展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ꎮ ⑨与共青团青海省委

共同举办了 “诵读经典、 励志尚贤———青海省

大学生经典诵读会”ꎮ
６. 认真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ꎮ ①引导未成

年人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ꎮ 广泛开展爱学

习、 爱劳动、 爱祖国活动ꎬ 促进未成年人的全

面发展ꎮ ②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ꎬ 积极营造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ꎮ ③认真做

好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 先进

个人推荐评选活动ꎬ 海北州电视台少儿栏目主

持人仁青措毛同志代表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在全国表彰大会上进行了发

言ꎬ 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ꎮ
７. 切实做好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争取新建项目 ４９ 所ꎬ
争取专项资金 １４５０ 万元ꎮ 为总结交流全省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建设成果ꎬ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省文明

办、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在西宁市阳光小学举

办 “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经验交流会暨成果展

示” 活动ꎬ 会议表彰全省先进学校、 先进地

区、 优秀教师ꎮ 选调近 ７００ 余件学生少年宫活

动作品进行展出ꎮ 同时ꎬ 选调舞蹈、 器乐、 武

术等节目进行展示ꎮ
８. 发挥典型引领作用ꎬ 认真做好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全国第四届全国

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表彰大会上ꎬ
青海省 ４ 个城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１２ 个村镇荣获全国文明村镇ꎬ ４０ 个单位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ꎬ １７ 个村镇、 ５０ 个单位继续保留

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资格ꎮ 全体参会代表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ꎮ 西宁市、 格尔木市、
互助县、 门源县启动全国文明县城创建工作ꎮ

９. 丰富农牧区精神文化生活ꎬ 传播文明风

尚ꎮ 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 省文化和新闻出

版厅联合举办第五届 “欢乐乡村” 巡演活动ꎮ
演出共计 ２５ 场次ꎬ 采取送歌舞到农村、 送欢乐

到基层、 送服务到农家的形式ꎬ 深入西宁市、
海北州、 海南州等地乡村、 社区巡回演出ꎮ 为

丰富城镇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ꎬ 由省委宣传

部、 省文明办、 省心中的歌艺术团联合举办

“为中国梦放歌、 进基层、 送欢乐” 文艺巡演

活动ꎬ 先后深入西宁市城东区、 城西区、 城中

区、 城北区所辖社区、 企业、 学校、 机关、 建

筑工地及驻军部队进行演出ꎬ 各界干部群众

１ 万余人次观看了演出ꎮ

(青海省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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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宁夏回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坚

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ꎬ 认真贯彻

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主线ꎬ 深入推进思想道德建

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ꎬ 扎实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 诚信建设制度化和文明旅游三项

创新性工作ꎬ 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

一步提升ꎬ 为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宁夏提供

了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ꎮ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持续

推进
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

建设的根本任务ꎬ 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 和自治区的实施意见ꎬ 印发自治区 «贯
彻落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

动方案› 具体工作分工方案»ꎬ 明确任务、 抓

好落实ꎮ 组织专家学者和理论宣讲骨干等深

入基层宣讲ꎬ 增进干部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

认知认同ꎮ 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和群众性文明

创建ꎬ 广泛开展践行活动ꎬ 把价值观建设融

入国民教育全过程ꎬ 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

社会治理中ꎬ 做到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ꎮ 印

发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工作方案»ꎬ 深化

节俭教育实践活动ꎬ 评选表彰了 １００ 家 “文

明餐桌示范店”ꎬ 发挥导向作用ꎮ 以爱国主义

为主题ꎬ 广泛开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

活动ꎬ 组织为全区 ４００ 多名老兵发放纪念章ꎮ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和管理ꎬ 举办

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人员培训班ꎮ 在

广大城乡采取设置宣传栏、 打造文化墙、 开

展征文演讲等形式ꎬ 推进核心价值观 “六进”
活动ꎮ 组织召开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讲文

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推进会ꎬ 围绕理想信念、
传统美德等主题ꎬ 开展 “宁夏第二届原创平

面公益广告大赛” 和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

广告招标征集活动ꎬ 在各类媒体和社会媒介

持续推进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刊播ꎬ 使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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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众日常生活ꎬ 做到落地生根ꎮ
二、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扎实有效
深化道德实践活动ꎬ 引导人们追求讲道

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ꎬ 推动形成崇德向

善的社会风尚ꎮ 在加强 “四德” 教育基础上ꎬ
以深化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为重点ꎬ 开

展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选树活动ꎬ 评选表

彰了一批第四届 “自治区道德模范”、 第二届

“宁 夏 好 人 ” 和 “ 最 美 人 物 ” 等ꎬ 市、 县

(区) 和行业一批 “最美人物” 相继涌现ꎮ 周

淑琴等 １０ 人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

奖ꎻ １２ 人入选 “中国好人榜”ꎮ 召开全区道德

模范座谈会ꎬ 对学习宣传道德模范作出部署ꎮ
以自治区和地级市为主ꎬ 以全国和自治区道德

模范为主体ꎬ 开展 “德耀宁夏” 道德模范基层

巡讲活动ꎮ 组织举办了 “感动宁夏２０１４ 年度

人物”、 首届 “百孝之星” 等颁奖典礼ꎮ 举办

第四届宁夏公民道德论坛ꎮ 各地通过社会捐

助、 慈善救助、 走访慰问等方式ꎬ 关爱和帮扶

道德模范ꎮ 银川市拿出 ２０５ 万元ꎬ 对被表彰的

１９７ 名 “最美银川人” 等进行奖励ꎮ
三、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

发展
持续打造文明创建这一品牌ꎬ 创新载体、

丰富内容ꎬ 不断激发创建工作的生机活力ꎮ 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ꎬ 印发 «关于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的意见»ꎬ 强化各级文明委组织协调和

动态管理责任ꎬ 银川市全国文明城市成果进一

步巩固ꎬ 石嘴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有新

的提升ꎬ 吴忠市、 灵武市、 永宁县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创建工作全面启动ꎮ 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创建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以

民风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ꎬ 深化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ꎮ 印发 «关于推进美丽乡村文明创建工

程实施意见»ꎬ 召开全区美丽乡村文明创建工

作推进会ꎬ 命名表彰隆德县张树村等 ２２ 个

“美丽乡村文明创建工程示范村镇”ꎮ 各地评选

一批 “星级文明户” “乡村好人家” “民风建

设示范户” 等ꎬ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宁夏做

法”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清真寺的实践经

验入选中宣部百佳创新案例ꎮ 推进文明单位创

建ꎬ 强化自治区、 市、 县三级联创格局ꎬ 推进

农垦系统文明创建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等创建工作ꎬ 扩大覆盖面ꎮ 区直机关 ９５％的单

位开展了 “文明处室” 创建工作ꎮ 住房与建设

系统、 水利系统创建自治区文明行业工作启

动ꎮ 推进文明家庭创建ꎬ 按照 “注重家庭、 注

重家教、 注重家风” 的要求ꎬ 会同自治区妇联

对家庭文明建设进行调研ꎻ 以 “弘扬家庭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 为主题ꎬ 在全区开展寻找

“最美家庭” 活动ꎬ 全区有 １ 万多个家庭、 ６ ５
万群众参与活动ꎮ 评选表彰区级 “最美家庭”
５０ 户ꎮ

四、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取得积极

进展
深入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诚信建

设制度化的意见»ꎬ 加大工作落实力度ꎮ 利用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 “诚信兴商宣传月”
“全国质量月” 等重要时间节点ꎬ 开展诚信美

德宣传ꎬ 营造诚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良好舆

论氛围ꎮ 加强诚信制度建设ꎬ 印发 «宁夏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宁夏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暂行办法» «宁夏社会法人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暂行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ꎮ 推进信息共

享ꎬ 在 １２ 个重点行业开展行业信用记录建

设ꎬ 实行分类监管ꎬ 向社会提供企业法人信

用信息发布和查询服务ꎮ 按照中央文明办、
国家发改委等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

戒合作备忘录» 要求ꎬ 建立失信 “黑名单”
制 度ꎬ 全 年 通 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７５００
余人ꎮ

五、 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有新的发展
按照中央文明委 «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

化的意见»ꎬ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ꎬ 推进学雷锋

志愿服务深入开展ꎮ 各地以党政机关、 城乡社

区、 高等院校等为重点ꎬ 以广大党团员、 青年

和社会爱心人士为骨干ꎬ 依托文明城市、 文明

单位和各类公益组织ꎬ 进一步发展壮大志愿者

１３８



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队伍ꎮ 组织召开宁夏志愿者协会第三次会员代

表大会ꎬ 做好协会换届工作ꎮ 全区注册志愿者

达 ５３ ４ 万人ꎬ 有各类志愿者服务队 １３００ 多支ꎮ
银川市、 中卫市财政安排 ５０ 万元资金ꎬ 对公益

志愿服务组织给予 ２ 万—５ 万元扶持ꎮ 各类志

愿服务组织以关爱空巢老人、 农民工、 留守儿

童、 残疾人等为重点ꎬ 以开展家政服务、 健康

抚慰、 亲情陪伴、 文化体育、 法律援助等为主

要内容ꎬ 采取 “全民公益日” “学雷锋服务月”
等形式ꎬ 深入推进社区 “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

活动ꎮ 宁夏义工联 ２０１５ “快乐雷锋工程———雷

锋饺子计划” 新春走访慰问活动ꎬ 筹资 ４１８ 万

元ꎬ 为全区一万多户道德模范、 农民工、 孤寡

老人、 残障人、 困难教师等家庭送温暖ꎻ 银川

市在 １３３ 个社区普遍建立志愿服务积分、 嘉许、
回馈、 激励机制ꎻ 宁夏大学等 １３ 所高校 ７３００
多名志愿者ꎬ 与 ４８ 个社区及部分公益机构开展

“校地共建” 活动ꎻ ８９ 个区直机关党组织与属

地基层党组织结成共建对子ꎬ 组织党员到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ꎮ 自治区评选表彰了一批优秀志

愿服务组织、 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ꎮ
六、 文明旅游工作在实践中稳步推进
深入贯彻中央文明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明旅游工作的意见»ꎬ 健全和完善各级文明旅

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ꎬ 印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提升

公民文明旅游素质行动计划»ꎮ 加强文明旅游

宣传教育ꎬ 自治区文明办会同旅游局印制 «旅
游法» «中国公民出国 (境) 旅游文明行动指

南»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文明

旅游十大提示语» 等公益广告和宣传折页 ３ 万

份ꎬ 分发给各相关行业、 旅行社和旅游景点ꎮ
指导各地坚持国内游与出境游两手抓ꎬ 把好护

照关、 组团关、 出境关、 交通关、 落地关和行

程关等关口ꎬ 推广使用 «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

规范» 和 «导游领队文明旅游引导规范» 两个

行业标准ꎮ 以旅行社、 导游、 领队为重点ꎬ 加

强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ꎬ 推进 «游客旅游

不文明记录管理办法» 的落实ꎮ 深化文明旅游

区、 文明星级饭店、 文明旅行社等创建ꎬ 开展

“寻找最美导游” 网络评选活动ꎬ 全区评选表

彰 “最美导游” ２０ 个ꎮ 组织召开 “学习李玲

玉推进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电视电话会

议ꎬ 推动文明旅游工作落实ꎬ 游客文明素质和

旅游文明程度得到提升ꎮ
七、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不断

深化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ꎬ 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ꎮ 深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主题实践活动ꎬ 在清明、 六一、 七一、 十一等

重要时间节点ꎬ 广泛开展网上祭英烈、 “争做

美德少年” “童心向党” “向国旗敬礼” 等系

列活动ꎮ 会同宁夏广播电视台开展 “经典诵

读书香宁夏” 进校园、 进广播、 进舞台活

动ꎬ 组织优秀节目在银川集中展演ꎮ 举办 “传
优良家风做美德少年” 中小学生优秀征文分

享会暨颁奖活动ꎬ 对获奖师生和家长代表、 优

秀组织奖单位进行表彰ꎮ 建好用好乡村学校少

年宫ꎬ 以阵地建设、 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开展活

动为重点ꎬ 对 ２０１１ 年以来实施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情况进行评估ꎻ 争取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 ３３ 所ꎬ 总数达到 ２８１ 所ꎻ
在固原市举办 ２０１５ 年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推进

会暨业务骨干和辅导员培训班ꎮ 加强高校及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 建设ꎬ 组织心理

健康教育专家深入学校、 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巡讲 ２０ 场ꎮ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ꎬ 加强对校园

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ꎬ 创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社会环境ꎮ
八、 “我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深入开展
围绕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以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重点ꎬ 各地利用春节、 元宵、 清

明、 端午、 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ꎬ 在基层广

泛开展经典诵读、 节日民俗、 文化娱乐、 民族

体育等活动ꎬ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ꎮ 春节期

间ꎬ 各级制作悬挂一批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

吉祥灯笼ꎻ 组织书法爱好者下基层ꎬ 开展送

“福” 字、 写春联等活动ꎮ 各地广泛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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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诗歌朗诵、 农民艺术节、 民间社火表演等

活动ꎬ 许多县 (区) 分别开展 “中秋话团圆”
“端阳敬老人” 等活动ꎬ 传扬道德文化ꎮ 各地

把过好传统节日与群众文化活动结合起来ꎬ 与

农民文化大院活动结合起来ꎬ 发展基层文化社

团ꎬ 开展群众文化、 非遗展示、 体育健身等活

动ꎬ 把传统节日过成爱国节、 文化节ꎬ 丰富了

城乡基层文化生活ꎮ

特色活动

中卫市打造农村民风建设升级版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把民风建设作为统

领农村工作的龙头工程ꎬ 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民

生工程ꎬ 坚持与 “美丽乡村” 建设统筹推进ꎬ
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ꎬ 率先在全区启

动了以法治教育、 文明新风培育、 综合环境整

治、 基层民主管理和民生保障 “五大工程” 为

主要内容的民风建设ꎬ 初步探索了一条适应当

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际的新路子ꎮ
统筹谋划、 形成合力ꎮ 坚持规划先行目

标引领ꎬ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ꎬ 制定出

台了 «关于加强民风建设的实施方案»ꎬ “五
大工程” 分别成立推进小组ꎬ 明确由 ５ 名市

级领导包抓ꎬ 各责任部门和乡镇也层层建立

了领导干部包抓民风建设责任制ꎬ 实行一个

工程一套班子、 一套实施方案、 一套工作机

制和一套考核办法ꎮ
营造氛围、 凝聚共识ꎮ 以市属媒体为主阵

地ꎬ 充分发挥 “一报一台一网络” 传统媒体和

微博、 微信等新兴媒体作用ꎬ 开辟文明城市监

督岗、 凡人善举、 点亮道德灯塔等专栏ꎬ 曝光

不文明行为 ５００ 余起ꎬ 印发文明行为规范歌等

知识宣传品 ２０ 多万册 (份)ꎬ 并发挥民风文化

墙形式新颖内容活泼的特点ꎬ 扮 “靓” 农村环

境ꎬ 做 “活” 农村文化ꎬ 带 “好” 乡风文明ꎮ

丰富载体、 引领新风ꎮ 深化民风建设 “七
个一” 活动为重点推进 “五大工程” 建设ꎬ 推

出 “最美人物” ２０ 名、 建立 “善行义举榜”
６００ 多块、 设立民风文化墙 １８４ 个、 每年办好

一个主题培训班、 评选十星级文明户 ３０００ 余

户、 每年打造民风示范村 ３０ 个、 建立志愿服务

队 ６３３ 支ꎬ 以扎实有效的载体活动把重点工作

做实ꎬ 把创新工作做活ꎮ
优化环境、 改善民生ꎮ 通过推行 “户分

类、 村收集、 乡镇转运、 县区处理” 的农村保

洁机制ꎬ 大力建设起覆盖全市城乡的环境卫生

服务体系ꎬ 大力推进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险、 养

老保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高龄老人津贴、
孤儿最低养育津贴、 重度残疾人福利津贴制度

“六个全覆盖”ꎬ 让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民风建

设带来的变化和实惠ꎮ
完善机制、 强化保障ꎮ 市县区、 乡镇层层

建立民风建设激励机制ꎬ 对市级文明村给予 ８
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补助ꎬ 并在保持荣誉期间村

干部享受工资上浮 １５％的奖励ꎬ 累计投入奖励

激励资金近 ４００ 万元ꎬ 为激发基层开展民风建

设的积极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青铜峡市唐滩村巾帼志愿者

服务温暖一座村庄
唐滩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陈袁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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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一个靠近黄河的村庄ꎬ ７０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

１３２ 人ꎬ ８０ 岁以上 ６２ 人ꎬ 贫困单亲妇女家庭

３０ 户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为帮助孤寡、 空巢老人ꎬ
唐滩村正式成立由村妇代会主任和 １０ 个妇代组

长组成的巾帼志愿服务队ꎮ 服务对象定位为全

村 ８０ 岁以上孤寡、 空巢老人ꎬ 确立 “一帮一”
服务对象ꎬ 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ꎮ 唐滩村

巾帼志愿服务队立足服务群众ꎬ 打造创新品

牌ꎬ 开展了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的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ꎮ
开展敬老、 爱老、 助老行动ꎮ 巾帼志愿服

务队对本村老人进行分类统计ꎬ 建立专门爱心

档案ꎬ 明确敬老爱老助老志愿服务需求ꎮ 每月

开展一次大型活动ꎬ 全部志愿者到一户服务对

象家中 “送温暖、 献爱心”ꎮ 每周五固定为小

型 “一对一” 帮扶活动ꎬ 即志愿者到自己所帮

扶对象家中开展志愿服务ꎬ 了解情况并进行反

馈ꎬ 服务队结合实际确定下一次大型服务活动

所要帮助的对象ꎮ
开展生产自助互助活动ꎮ 针对唐滩村耕地

多ꎬ 外出务工人员多ꎬ 留守老弱多的情况ꎬ 巾

帼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生产自助互助活动ꎬ 使

邻里互助在村里蔚然成风ꎮ 队员们自发在村部

附近承包了土地 ２００ 余亩ꎬ 建设了巾帼创收项

目基地ꎬ 该镇还将滨河大道唐滩段林带承包给

巾帼志愿服务队管护ꎬ 为巾帼志愿服务活动提

供经费保障ꎮ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ꎮ 巾帼志愿服务

队成立后ꎬ 吸引广大妇女不断加入ꎮ 志愿服务

队利用村部的电脑自学自编了 １１ 个健身操和 ４
个小品ꎬ 每周定时定点进行排练ꎬ 每逢节假日

在村部广场或到孤寡老人家中进行表演ꎬ 不仅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ꎬ 拉近了邻里关系ꎬ 还让

巾帼志愿服务队的服务理念深入人心ꎮ
开展心理疏导、 维权互助活动ꎮ 唐滩村是

个回汉杂居村ꎬ 队员们充分发挥女性的自身优

势ꎬ 积极充当 “和事佬”ꎬ 解决村民之间的纠

纷或家庭矛盾ꎬ 组织姐妹们召开 “家长里短”
评议会ꎬ 为村民们调解矛盾纠纷ꎬ 开展姐妹式

谈心交流ꎬ 帮助留守妇女疏缓情绪、 化解家庭

矛盾ꎮ 同时ꎬ 志愿者们也积极学习宣传法律知

识ꎬ 向群众们讲解计生政策、 婚姻法规、 妇女

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ꎬ 帮助妇女儿童维护合

法权益ꎮ
唐滩村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ꎬ 解决了

空巢老人之难ꎬ 让空巢老人感受到关怀和温

暖ꎻ 架起了邻里沟通之桥ꎬ 使邻里互助逐渐成

为村里人的习惯ꎻ 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ꎬ 真正

担起 “政府想担而无从担当、 想办而无法办

到” 的重任ꎬ 上为政府分忧ꎬ 下为百姓解难ꎮ
村民们这样评价服务队: 她们是孤寡老人的

“好女儿”ꎬ 是留守儿童的 “好妈妈”ꎬ 是贫困

单亲母亲的 “好姐妹”ꎬ 是女性维权的 “娘

家人”ꎮ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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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在中央文明办的关怀指导下ꎬ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ꎬ 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

近群众ꎬ 按照 “到人、 管用、 有效” 的工作要

求ꎬ 大力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深化ꎬ 公民道德建

设工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正风正气ꎬ “三大创建”
更加符合新疆实际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

进了各族青少年健康成长ꎬ 为推动实现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

滋养ꎮ
一、 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新进展
１.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有声有色ꎮ ２０１５ 年

启动了第四届自治区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ꎬ
评选出周丽娜、 艾米尔拉卡地尔、 早日古丽

依米提等 ３０ 名自治区道德模范ꎬ 新疆电视台

录制了 “天山骄傲” 第四届自治区道德模范授

奖仪式ꎬ 并在自治区各地电视台进行了播出ꎮ
周丽娜、 沙吾尔芒力克、 阿不力孜买买提

尼牙孜、 陈明等 ４ 人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ꎬ
在世人面前展示了新疆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

爱国、 感恩的良好形象ꎮ
２. 用好 道 德 模 范 资 源ꎬ 推 动 “ 去 极 端

化”ꎮ 用道德模范的影响力激励人、 感召人、
带动人ꎬ 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ꎬ 推进

“去极端化” 宣传教育工作ꎮ 组织庄仕华、 热

汗古丽依米尔、 艾克拜尔依明等 １１ 名全国

和自治区道德模范ꎬ 分两组赴五地州的重点乡

镇 (村) 开展了 １３ 场宣讲活动ꎬ 近万名农民

面对面聆听了道德模范的宣讲ꎮ 同时ꎬ 各地州

市也广泛开展 “道德模范走基层” 活动ꎬ 与百

姓面对面交流讲道德ꎬ 在全社会传递正能量ꎮ
３. 在网络上传播道德模范正能量ꎮ 先后选

树汪正英、 夏克力江艾力等 ２４０ 名 “最美新

疆人”ꎬ 在网上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ꎮ 其

中ꎬ ２３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ꎮ 在自治区成立 ６０
周年之际ꎬ 依托网络媒体建立了 “建大美新疆

　 筑道德高地———道德模范网上展馆”ꎬ 宣传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ꎮ
４. 用好新疆元素弘扬社会正能量ꎮ 运用农

民画、 阿凡提形象等新疆元素ꎬ 创作刊播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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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去极端化” “民族团结” “阿凡提倡导文

明系列”、 道德模范、 自治区成立 ６０ 周年发展

成就等体现新疆精神、 新疆形象、 新疆文化和

新疆表达公益广告ꎬ 在各族群众中产生了强烈

共鸣ꎮ
二、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有新突破
１. 石河子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ꎮ

克拉玛依市连续两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ꎬ 库尔

勒市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ꎬ 新疆全国文

明城市数量达到了 ３ 个ꎬ 位居西北五省区之首ꎬ
在全区城市建设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ꎬ 展示

了新疆新形象ꎮ
２. 修订完善自治区文明城市、 文明乡镇

(村)、 文明单位测评体系ꎮ 按照符合新疆实

际、 简化工作程序、 便于基层操作的要求ꎬ 加

入新疆精神、 现代文化引领、 民族团结宣传教

育、 “去极端化”、 道德与法治建设、 生态文明

等重点内容ꎬ 作为硬性指标ꎮ 文明单位创建重

点向基层一线倾斜ꎬ 重点向与窗口服务单位倾

斜ꎬ 重点向条件艰苦的南疆地区倾斜ꎮ
３. 制定符合新疆实际的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创建规划ꎮ 围绕 ２０１７ 年第五届和

２０２０ 年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评选ꎬ
对全区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创建的基本目标、
实施步骤、 主要任务等进行统筹规划ꎬ 进行安

排部署ꎬ 要求各地州市、 各有关部门以三年一

届的评选表彰为周期ꎬ 制定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具体创建规划ꎬ 做到有规划、 有

重点、 有步骤地推进全区的文明城市、 文明村

镇、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ꎮ
４. 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创建成果ꎮ 新疆共有 ３ 个全国文明城

市ꎬ ６ 个提名资格城市ꎬ ５４ 个全国文明村镇ꎬ
１３３ 个全国文明单位ꎮ 先后在库尔勒市、 克拉

玛依市召开自治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资格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会ꎬ 总结交流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经验ꎬ 学习 ２０１５ 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ꎬ 研究制定符合新疆实际的自治区文明城市

测评体系ꎮ
三、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见到新

成效
１.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稳步推进ꎮ 积极争

取中央和自治区支持ꎬ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纳入自治区民生工程ꎬ 中央文明办和自治区民

生工程分别投入 ３６７９ 万元和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建设

了 １６４ 所乡村学校少年宫ꎬ 建设数量为历年最

多ꎮ 目前ꎬ 新疆全区已建成各类乡村学校少年

宫 ４３８ 所ꎬ 其中南疆四地州 １７９ 所ꎮ
２. 主题教育丰富多彩ꎮ 开展中国梦主题教

育活动ꎬ 以引导未成年人 “心向党、 爱劳动、
有礼貌” 为目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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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心教育” 主题活动ꎻ 开展 “学习雷锋ꎬ 争

做民族团结好少年” “向国旗敬礼、 做一个有

道德的人” 网上签名寄语、 “童心向党” 歌咏

活动等主题系列活动ꎬ 让广大未成年人受到道

德教育ꎮ
３.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效果明显ꎮ 与自治区

文管办 (扫黄办) 等部门组成检查组ꎬ 加大对

校园周边文化环境的治理督查力度ꎬ 对校园周

边文化市场进行了检查ꎮ 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ꎮ

６３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特色活动

四种语言 “道德模范网上展馆” 上线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由天山网、 新疆文明

网、 新疆新闻在线网联合推出的维吾尔语、 汉

语、 哈萨克语、 蒙古语版 “建大美新疆筑道

德高地———道德模范网上展馆” 正式上线ꎬ 网

上展馆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新疆 １２１ 位全国、 自

治区道德模范的典型事迹ꎬ 生动体现了道德模

范的时代精神ꎬ 传递了温暖人心的道德力量ꎬ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ꎮ

这 ４ 种语言的 “建大美新疆筑道德高

地———道德模范网上展馆” 开设了敬业奉献、
助人为乐、 团结友爱、 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
孝老爱亲 ６ 个类别的网上展厅ꎮ 网民可随时通

过点击网站走进展馆ꎬ 近距离、 全方位地了解

近年来新疆涌现出的道德模范先进事迹ꎮ 广大

网民认为ꎬ 浏览 “道德模范网上展馆” 可以随

时随地感受道德模范传递的温暖ꎬ 在社会传播

正风正气ꎬ 传递正能量ꎮ

库尔勒市全力打造

志愿服务工作新名片
学雷锋志愿服务是加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

建设的有力抓手ꎬ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ꎮ 库尔勒市围绕 “爱在梨城

　 志愿同行” 主题ꎬ 打造专属库尔勒的志愿服

务名片ꎮ
库尔勒市志愿服务协会在库尔勒市规划展

示中心建成了 ２７３ 平方米的办公、 交流、 会议、
培训中心ꎬ 免费为社会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

大志愿者开放ꎮ 建立了志愿服务协会—志愿服

务中心—志愿服务站—志愿服务队的 ４ 级志愿

服务组织ꎬ 涵盖党员、 妇女、 青少年、 老年、
教育、 文化、 卫生、 乡镇 (街道) 等不同群

体、 不同行业、 不同专业特长的志愿者ꎮ 并在

全市 ８０ 个社区建设了志愿服务工作站ꎬ 设计了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手册ꎬ 明确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的流程和活动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库尔勒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达到

５８４３５ 人ꎬ 志愿服务组织达到 ７８２ 个ꎬ 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时间累积超过 １５０ 万小时ꎬ 社会

捐赠志愿服务物资 １３０ 万余元ꎬ 举行志愿服务

活动超过 ４０００ 次ꎬ 常态化运行志愿服务项目

１６ 个ꎬ 涵盖社会文明、 助残、 扶贫、 老年人关

怀、 法律援助、 文化艺术、 应急救援、 心理健

康等各个领域ꎮ 以党政统一领导、 社会多方支

持、 文明办具体实施、 公众广泛参与的志愿服

务管理机制在全市初步形成ꎮ
为积极整合各类资源ꎬ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志愿服务热情ꎬ 在全社会形成志愿服

务人人可为、 处处可为的良好氛围ꎬ 库尔勒市

充分发挥 “天鹅志愿岛” 阵地作用ꎬ 将 “天鹅

志愿岛” 打造成库尔勒市志愿者之家、 志愿服

务组织孵化基地和志愿人才培训基地ꎮ 通过举

办公益沙龙、 培训讲座ꎬ 为各志愿服务组织提

供培训、 学习、 办公、 交流场地ꎬ 促进志愿服

务组织拓展服务范围、 提升服务水平、 提高服

务技能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 “天鹅志愿岛” 举办的各

类活动达到 ５４ 次ꎬ 参与志愿者人数超过 ２０００
人ꎮ 另外ꎬ 在党政强力支持下ꎬ 协调机关单

位、 学校、 社区、 爱心企业、 民间志愿服务团

队、 媒体等各类有益资源ꎬ 建立志愿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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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平台ꎬ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市参与志愿服务合作单位超过 １００ 家ꎬ 跨界

合作达到 ２００ 余次ꎮ
志愿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志愿服务的品

牌化、 科学化和规范化ꎮ 一是将原有短期、 临

时、 分散的志愿服务活动重新改造成专业化和

针对性的志愿服务项目ꎮ 如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在驾校志愿者、 社区志愿者的基础上ꎬ 新增吸

纳了文明单位志愿者、 残疾志愿者等社会志愿

者广泛参与ꎬ 在更大范围、 管理模式上进行了

积极的尝试ꎮ 二是支持和培育民间团队志愿服

务项目ꎬ 生活乐语志愿服务队的铁门关环保服

务ꎬ 胡杨爱心互助协会 “心目影院” 志愿服务

项目、 阳光志愿服务协会春运、 扶老助老等项

目等都已经运作成型ꎬ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力ꎮ 三是积极开展全国性项目交流和合作ꎮ 胡

杨爱心互助协会 “心目影院”、 大像微电影的

“戏剧故事　 影像人生” 公益剧场项目和佳和

社工综合服务中心日间照料 ３ 个志愿服务项目

成功入选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

赛ꎬ 并分获大赛金奖和银奖ꎮ 继续实施的壹基

金温暖包项目在库尔勒良性运转ꎮ
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主动参与志愿服

务ꎬ 库尔勒市广泛开展社会化合作ꎬ 促进志愿

服务多样化发展ꎮ 一是开展社会化合作志愿服

务活动ꎮ 在每年的 ３ 月 ５ 日、 清明节等重要节

庆纪念日协会积极与爱心企业、 社会组织和社

会热心人士广泛开展内容丰富的志愿服务活

动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社会化合作志愿服务活动总计达

到 ２００ 余次ꎮ 二是引进社会捐助ꎬ 为志愿服务

提供物资保障ꎬ 为志愿服务提供有效载体ꎮ 爱

心企业不仅为服务对象捐赠实物、 为重大病患

募集资金ꎬ 也为志愿者提供体检、 赞助优秀志

愿者奖品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库尔勒市志愿服务社会化

合作引进志愿服务物资累计达 １３０ 余万元ꎮ 三

是以社会化合作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管理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协会和交通银行合力打造集合注册登

记、 服务记录、 星级认定和回馈等功能为一体

的电子志愿卡ꎬ 纳入社会力量进行志愿者队伍

管理ꎬ 促进提升志愿服务管理水平ꎮ

克拉玛依市完善诚信体系建设

打造信用城市
克拉玛依市着力打造诚信体系信息系统ꎬ

以相关职能部门为依托ꎬ 以培育诚信文化为根

本ꎬ 以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为手段ꎬ 以树立品

牌为引领ꎬ 狠抓诚信体系建设ꎬ 营造了 “守信

受益、 失信必损” 的价值导向和 “明信知耻、
惩恶扬善” 的社会道德风尚ꎮ

一是构筑诚信体系ꎮ ２０１１ 年年底ꎬ 克拉玛

依市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ꎬ 为深入开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市整体文明程度ꎬ 大力推进诚信体系建

设等八大工程ꎬ 成立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ꎬ 由市长亲自挂帅ꎬ 市政府牵头ꎬ ５３
个成员单位ꎬ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ꎬ 协调推进全

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ꎮ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并配备专人ꎬ 对涵盖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

的信用体系、 行政规章和行业自律规则等体制

机制进行了顶层设计ꎬ 全力推进 “诚信政府”
“诚信企业” “诚信社会组织” “诚信个人” 的

诚信体系建设工作ꎮ
二是构建制度体系ꎮ 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

加快克拉玛依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克拉玛依市自然人和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

法»ꎬ 逐步建立起诚信 “红黑榜” 定期发布制

度ꎬ 信用信息共享和守信激励、 失信联合惩戒

等机制ꎬ 惩戒企业拖欠税款和员工工资、 扰乱

市场经济秩序、 造成环境污染等失信行为ꎬ 个

人乱搭乱建、 骗提住房公积金、 诈取社保、 交

通违章等失信行为ꎬ 通过诚信网等平台予以披

露ꎮ 建立文明单位创建 “失信一票否决” 制

度ꎬ 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ꎬ 评比时采取一

票否决ꎮ 为提升食品行业监管的针对性、 科学

性ꎬ 制定了 «克拉玛依市食品药品企业安全信

用分级管理办法»ꎬ 有效提高了食品经营者的

诚信意识、 质量意识和自律意识ꎮ 同时实施守

信优惠机制ꎬ 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和个人ꎬ

８３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有关部门可在工商年检、 纳税服务、 政府

采购、 行政许可等方面给予政策性鼓励ꎬ 对金

融、 商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给予优惠或便利ꎮ
三是构建信用体系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起ꎬ 逐步建

立了 “四库一网一平台” 的社会诚信体系信息

系统ꎬ 即政府信用信息数据库、 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数据库、 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个人信用

信息数据库、 克拉玛依诚信网、 市社会诚信体

系综合管理平台ꎮ 目前ꎬ 共梳理行政许可、 行

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裁决、 法院判决、 欠

税欠费 ６ 大类ꎬ １３１ 子类ꎬ 征集工商、 质监、
环保、 法院等 ５８ 家单位报送信用数据 ２８１ ５７
万条ꎬ 为 ２４８２６ 家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ꎬ 企业

信用建档率 ８１ ７３％ꎬ 归集了 ４５ １３ 万条个人基

础信用信息ꎬ 共梳理重点人群分类 １９ 个ꎬ 已为

监理师、 教师等 １３ 类重点人群的 ４７５８ 人建立

了信用档案ꎮ
四是强化诚信意识ꎮ 克拉玛依市委、 市政

府领导多次在媒体上谈诚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ꎻ 在克拉玛依电视台 “相约演播室”
制作了 “诚信网” 专题访谈ꎻ 举办 “诚信克拉

玛依” 在线访谈ꎮ 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 报

刊、 图书、 电子大屏等各类媒体以及网络、 手

机等现代化传播手段ꎬ 全面、 系统地宣传信用

政策ꎬ 播放 “诚信系列” 公益广告ꎬ 推广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成果和经验ꎮ 加强诚信文化宣

传ꎬ 着重以每年的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 “１２４” 法治宣传日等活动为载体ꎬ 普及

与老百姓切身生活相关的信用、 法律知识ꎮ 通

过全民宣传、 社区活动、 课堂教育、 行业管

理、 舆论监督等方式ꎬ 提高市民的诚信意识和

道德素养ꎮ
五是多层次教育ꎮ 广泛深入地开展重点人

群职业道德建设ꎬ 通过道德讲堂、 市民学校等

载体ꎬ 对公务员、 企业经营管理者、 个体工商

户、 中小学生等进行诚信教育ꎬ 感悟传统文化

中 “失信不立” 的价值观ꎮ 在食品行业质量安

全诚信宣誓会上ꎬ 所有商户公开签名ꎬ 立下了

“诚实守信经营ꎬ 保障食品安全” 的承诺ꎮ 持

续推进企事业单位信用管理岗位培训ꎬ 探索建

立企事业单位信用管理岗位认证机制ꎮ 建立诚

信教育体系ꎬ 把诚信意识、 认知融入学校教育

教学和社区教育ꎬ 并将诚信内容纳入幼儿园、
中小学、 大学的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中ꎮ 在全

市未成年人中开展 “树诚信学风ꎬ 做诚信学

子” 主题教育活动ꎬ 牢固树立诚信为本、 操守

为重ꎬ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信用意识和道德

观念ꎮ
六是重实效创建ꎮ 发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

与社会诚信创建ꎬ 促使诚实守信真正成为公民

道德、 职业道德的重要基础ꎮ 广泛开展 “百城

万店无假货” “诚信守法示范企业” “守合同重

信用” “诚信之星” “诚信兴商” 等诚信主题

创建活动ꎬ 提高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ꎬ 把诚

信价值观融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业规范ꎬ
打击制假售假和商业欺诈违法行为ꎬ 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ꎬ 创造良好市场秩序和服务环境等

方面迈出新步伐ꎬ 营造了诚信和谐的社会氛

围ꎮ 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设立了两个无人看

守的 “自助取水” 摊点ꎬ ３ 天共售出矿泉水

６４９ 瓶ꎬ 收回货款 ５４９ ８ 元ꎬ 付款率超过 ８４％ꎬ
诚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ꎮ

七是打造诚信品牌ꎮ 一是推广诚信标识ꎮ
注重加强食品行业信用监管和行业自律ꎬ 针对

熟食品加工小作坊普遍存在 “散、 乱、 脏、
差” 等问题ꎬ 政府投资建立了 ３ 个总面积 １１ １
万平方米的熟食品加工基地ꎬ 率先开创了统一

规划、 集中管理、 定期检测、 诚信为先的管理

新模式ꎮ 基地特制了带着笑脸厨师竖起 “大拇

指” 的诚信标识ꎬ 凡经检测合格的食品才能贴

上 “大拇指”ꎬ 由专车配送到全市各大超市及

专卖店ꎮ 经调查ꎬ “大拇指” 标识熟食品占销

售市场 ９５％以上ꎮ 如今ꎬ 市民买熟食品就认

“大拇指” 标志ꎬ 它已成为克拉玛依食品行业

的一张诚信名片ꎮ
八是树立诚信典型ꎮ 为引导和规范企业和

个人信用行为ꎬ 在全市范围开展 “十大诚信企

业” “诚信之星” “光彩之星” 评选ꎬ 选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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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张元清、 “诚信

之星” 弯光今等一大批诚信标兵ꎬ 发挥了示范

典型在优化管理、 诚信经营方面的示范作用ꎮ
一批批诚信企业和个人的涌现ꎬ 见证着克拉玛

依企业诚信的发展ꎬ 也见证着诚信体系建设的

不断完善ꎮ

若羌县扎实推进 “美丽乡村” 建设
村貌之变、 文化之变、 理念之变ꎬ 这些交

错纷呈的密集转变ꎬ 以最直观的方式重新界定

出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ꎬ 见证着若羌县美丽乡

村建设化蛹成蝶的缤纷过程ꎮ
超前规划ꎬ 精细管理ꎬ 实现 “村庄美”ꎮ

高起点定位ꎬ 彰显区域特色ꎮ 着眼于新疆作为

“一带一路” 核心区ꎬ 积极把若羌打造成 “一
带一路” 上的战略支点ꎮ 分别委托疆内外 ６ 家

设计院对全县分项工程实施规划设计ꎬ
确保各项工程建设科学、 有序实施ꎮ 同

时ꎬ 充分结合乡村特点、 时代特征、 民族特

色ꎬ 深度挖掘楼兰文化、 红枣文化、 胡杨文化

内涵ꎬ 不断拓展思路、 优化工作方案ꎮ 特别是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ꎬ 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ꎬ
提升农牧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为主旨ꎬ 充分

结合乡村特点、 民族特色ꎬ 全力推进新农村建

设ꎬ 全县 ９７％ 以上农牧民住上了抗震安居

住房ꎮ
坚持因地制宜ꎬ 精细化实施ꎮ 村容村貌得

到了极大改善ꎬ 一批体现时代特征、 民族特

色ꎬ 彰显美丽乡村魅力的现代化乡村已初步显

现ꎬ 成为对外展示若羌新农村、 新面貌建设成

就的一张亮丽名片ꎮ
大力实施人民满意教育工程ꎮ 在全疆率先

免除学龄前至高中阶段 １５ 年的学费、 学杂费ꎮ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通过国家评估认定ꎬ 走在了全疆前列ꎮ
启动人民满意医院建设ꎬ 率先实行 “先住

院后结算” 服务和药品零差率制度ꎬ 取消门诊

挂号费ꎬ 实现与华西医院、 北京 ３０１ 医院、 中

日友好医院等知名医院远程会诊ꎬ 四川省中医

院无私在若羌援建分院ꎬ 让各族群众就地享受

优质的医疗服务ꎬ 群众满意率不断提升ꎮ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ꎮ 以 “一年高标准脱

贫、 四年稳定致富” 为目标ꎬ ２０１６ 年将实现

１２４５ 户 ３０８９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人均纯收

入达到 ５０００ 元以上ꎬ 到 “十三五” 末达到 １
万元ꎮ 全县 ９７％以上农牧民住上了抗震安居住

房ꎻ 在全疆率先将享受老龄补助的年龄条件从

８０ 岁放宽至 ７０ 岁ꎻ 在全疆率先实现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ꎬ 实现 “老有优养”ꎮ
积极构建乡村良好风俗ꎮ 坚持用 «村规民

约» 促进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约

束ꎬ 每个村全部建立 «村规民约»ꎬ 使之成为

村民自觉遵守和践行的村级 “宪法”ꎮ «村规民

约» 实施后ꎬ 村里街道整洁了ꎬ 不文明行为减

少了ꎻ 热心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人多了ꎬ 产业致

富的人多了ꎬ 游手好闲的人少了ꎮ
建立 “乡村大舞台”、 文化活动中心及乡

镇文体竞技俱乐部ꎮ 开办麦西来甫舞蹈培训

班ꎬ 利用乡村百日文体竞赛、 百日广场文化、
每周五周末文化活动日等契机ꎬ 常态化的文体

活动ꎬ 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ꎮ 同

时ꎬ 社火、 运动会、 专场晚会、 书法、 农民画

展、 十星级和谐文明家庭评选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ꎬ 让乡村民俗文化 “活” 起来ꎬ 让老百

姓的精气神提振起来ꎮ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配备ꎮ 本着让农民鼓

“口袋”、 富 “脑袋” 的理念ꎬ 加强基层文化活

动室和农家书屋建设ꎬ 乡镇 １００％建成标准综

合文化站、 农家书屋ꎬ 每个书屋均拥有 １５００ 册

以上图书和 ３０ 多种报刊ꎬ 书屋还配备了音像电

子出版物、 电视机等设施ꎬ 保证了村民活动有

“阵地”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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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综述

２０１５ 年ꎬ 兵团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中央

文明办工作部署和兵团党委中心工作ꎬ 聚焦新

疆工作总目标和发挥兵团 “三大作用”ꎬ 把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始终ꎬ 着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切实加强

干部职工群众思想道德建设ꎬ 广泛开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和兵地文明共建活动ꎬ 扎实推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为推动兵团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

滋养ꎮ
一、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取得重点突破
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得到加

强ꎮ 根据工作需要ꎬ 经过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ꎬ 将兵团文明委成员单位由 ２３ 个扩大为 ３１
个ꎬ 报请兵团党委批准ꎬ 组成了新一届兵团文

明委ꎮ 壮大了组织力量ꎬ 扩大了工作覆盖面ꎮ
３ 次召开文明委全体会议ꎬ 研究部署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点工作ꎮ ３ 月底ꎬ 召开兵团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ꎬ 包括兵团两名主要领

导在内的 ６ 名常委ꎬ 受全国表彰的兵团全国文

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 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

代表ꎬ 以及兵师团三级机关各部门 (含文明委

成员单位) 主要领导参加会议ꎬ 传达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精

神ꎬ 兵团党委主要领导讲话ꎬ 安排部署兵团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２.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ꎮ

紧紧围绕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大力弘扬

新疆精神、 兵团精神和老兵精神ꎬ 聚焦发挥

“三大作用” 大力传播弘扬先进文化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ꎬ 适应 “三化建设” 发展趋势创新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紧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

细落小落实ꎬ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层次、 上水

平ꎮ 石河子市经过 １５ 年持续不断的艰苦创建被

评为 “全国文明城市”ꎬ 为推动兵团城镇化发

展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ꎮ 七师党委 “弘扬军垦

文化ꎬ 建设美丽团场” 的做法在全国农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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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工作交流会上作了交流ꎮ 命名表彰了

４３ 个兵团示范文明单位和 ３１９ 个兵团文明单

位ꎮ 同时ꎬ 积极适应兵团城镇化建设发展ꎬ 开

展创建文明城市、 文明场镇、 文明社区工作调

研ꎬ 起草实施办法ꎬ 推广八师创建文明城市的

经验ꎬ 与自治区文明办联合召开创建文明城市

推进会ꎬ 实地参观学习克拉玛依市创建做法ꎮ
１ 个城市、 １０ 个团场和连队、 １７ 个单位获评全

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ꎮ
３. 兵地文明共建活动广泛开展ꎮ 着眼发挥

大熔炉、 示范区作用ꎬ 指导基层建立健全兵

地文明共建的领导和工作机制ꎬ 围绕增进

“五个认同”、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加强民族

团结、 传播先进文化ꎬ 开展多种形式的兵地

文明共建活动ꎬ 并对优秀案例进行了征集和

评选ꎮ 特别是组织和指导兵团各单位尤其是

驻乌单位积极参与乌鲁木齐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ꎬ 两次召开兵地 “双创”
联席会议进行部署ꎬ 兵地文明委领导现场办

公解决问题ꎬ 兵地文明办联合开展检查ꎬ 各

级各单位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逐一落实ꎬ 作为

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去抓ꎬ 积极主动

落实各项创建任务ꎬ 受到乌鲁木齐市各级党

委政府的高度赞誉ꎮ
４.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入ꎮ 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

愿服务大会精神ꎬ 与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共同

开展了调研ꎮ 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ꎬ 建立健

全志愿服务队伍、 志愿服务管理组织和工作机

制ꎬ 以 “服务他人、 快乐自己” 为宗旨ꎬ 以关

爱孤寡老人、 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和提供技术

服务为重点ꎬ 以社区志愿服务和重大活动为主

要载体ꎬ 开展敬老爱幼、 老少牵手、 民族互

助、 邻里守望、 文明交通等多种形式的志愿服

务活动ꎬ 总结推广了六师、 八师等单位开展志

愿服务的经验ꎬ 不断扩大志愿服务的覆盖面ꎬ
保持志愿服务的常态化ꎬ 对 １７ 个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１６ 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１２ 个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和 ２３ 个最美志愿者进行了通报表彰ꎬ

其中的 ８ 个先进典型受到中央文明办等 ９ 部门

联合表彰ꎮ
二、 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扎实推进
１. 加强对思想道德建设的谋划和部署ꎮ 召

开思想道德建设专题电视电话会议ꎬ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模范表彰活动的重要批

示、 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议精神ꎬ 围绕构建兵

团价值、 弘扬兵团精神、 凝聚兵团力量ꎬ 对兵

团思想道德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和安排ꎬ 明确了

加强兵团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和抓手ꎬ 明确了

各级和各条战线的职责和任务ꎬ 进一步统一了

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ꎮ
２.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把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作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ꎬ 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ꎬ
全面贯彻落实 «兵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行动方案»ꎮ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ꎬ 利用公益广

告、 宣传图册、 板报墙报、 各类媒体广泛传播ꎬ
运用道德讲堂、 学校课堂、 职工培训进行系统性

宣讲ꎬ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干部职责、 学

生守则、 乡规民约并自觉践行ꎮ 开展了 “引领绿

洲新风尚” 公益广告征集活动ꎬ 采取广泛征集与

重点委托制作相结合的方式ꎬ 组织创作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兵团精神为主题ꎬ 以历届兵

团道德模范为原型的公益广告ꎬ 共征集到平面、
视频、 网络公益广告 ２４８幅 (条)ꎬ 从中选出优秀

作品制作下发基层张贴和刊播ꎮ 向各级各类媒体

提供中央文明办发布的公益广告通稿 ７０ 余幅ꎬ 委

托制作并发布原创公益广告 ２１ 幅ꎮ «兵团日报»
全年刊登公益广告 １０８ 篇 ７５ 个整版ꎻ 兵团广播电

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１０５６７ 分钟ꎮ 把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

选树之中ꎬ 贯穿于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始终ꎮ
引导职工群众以建设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国

家为理想追求ꎬ 以维护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的社会秩序为责任义务ꎬ 以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为自觉遵循ꎬ 树立崇高道德理想ꎬ 遵守社会

公德ꎬ 恪守职业道德ꎬ 维护家庭美德ꎬ 涵养个人

品德ꎬ 不断夯实屯垦戍边的思想道德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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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广泛开展宣传学习道德典型活动ꎮ 兵团文

明委下发 «关于开展 “德行兵团” 为主题的典型

宣传学习活动实施意见»ꎬ 对发现、 培育、 宣传、
评选、 学习、 关爱道德典型各个环节的工作提出

要求ꎮ 组织开展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荐活

动ꎬ 协调兵师团三级 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第五届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电视电话会议ꎮ 结合兵团实

际ꎬ 成立兵团组委会ꎬ 广泛征求基层意见ꎬ 提出

候选人ꎬ 在媒体公示和组委会审查的基础上ꎬ 推

荐上报了 ５ 名候选人ꎮ 组织 ３３０ 名公众代表参加

万名公众代表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活动ꎬ 三师陈明

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ꎬ 张永进、 柳斌、 付江录、
张树红获提名奖ꎮ 道德模范载誉归来时ꎬ 自治区

党委和兵团党委主要负责人分别会见ꎬ 并与他们

座谈ꎮ 组织各级各类媒体对道德模范的事迹进行

了深入宣传ꎬ 形成了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 德行

天下的浓厚氛围ꎮ 坚持抓好 “我评议、 我推荐身

边好人” 活动ꎮ 每月向中国文明网推荐先进好人ꎬ
协调媒体进行宣传报道ꎬ 张树红等 １１人荣登 “中
国好人榜”ꎮ

三、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到进一

步加强
１. 运用重要时间节点深化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ꎮ 兵团文明办、 教育局、 团

委、 妇联、 关工委、 直属机关党委等单位联合

下发 «关于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的通知»ꎬ 组

织 ２ 万多未成年人开展祭扫、 公祭、 主题班

(队) 会以及网上祭英烈等活动ꎮ 各师组织开

展 “童心向党” 歌咏活动ꎬ 并遴选 ５ 个优秀节

目录制上报中央文明办ꎮ
２. 评选表彰第三届 “兵团美德少年” 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

工作者ꎮ 在各师推荐上报的基础上ꎬ 评选表

彰 ３０ 名第三届 “兵团美德少年”、 ２０ 个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 ２０ 名先进

工作者ꎮ
３. 扎实推进团场学校少年宫建设ꎮ 在中央

文明办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ꎬ 新建 ２０ 个团场学

校少年宫ꎮ 依托八师石河子市ꎬ 举办了 １０７ 人

参加的少年宫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专题培训班ꎮ
４. 组织兵团美德少年赴内地参观游学ꎮ 与援

疆办共同制定方案ꎬ 与河北、 河南、 上海等对口

援建省市文明办对接协调ꎬ 组织二师、 十一师、
十二师、 十三师共计 ４５ 名美德少年代表开展以

“感知伟大祖国” 为主题的游学交流活动ꎮ

特色活动

“美德少年” 对口游学
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ꎬ 在上海、

河北、 河南等对口援建省市的大力支持下ꎬ
２０１５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以 “感知伟大

祖国” 为主题开展了 “兵团美德少年赴内地游

学交流活动” 试点工作ꎬ 成功组织了 ４ 个师、

三批次共 ４５ 名兵团美德少年赴对口援建省市开

展游学交流活动ꎬ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ꎮ
兵团文明办对活动的内容、 形式及组织等

方面进行了认真筹划ꎬ 制定了 «关于开展 “感
知伟大祖国” ———兵团美德少年赴内地游学交

流活动的方案»ꎬ 兵团文明办及时与上海、 河

北、 河南相关部门沟通对接ꎬ 接洽兵团 “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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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赴对口援疆省市开展游学交流活动事

宜ꎮ 对口援建省市对此作出精心安排ꎬ 分别带

领兵团 “美德少年” 参观浏览当地革命遗址、
名胜古迹和现代化建设成果ꎬ 有的组织 “美德

少年” 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ꎬ 有的还组

织 “美德少年” 欣赏音乐会ꎬ 有的组织当地少

年与兵团 “美德少年” 开展了手拉手结对交友

活动ꎬ 有的开展了两地 “美德少年” 座谈交流

活动ꎬ 使兵团 “美德少年” 对祖国悠久历史、
灿烂文化、 现代文明有了更加直观感性的认

识ꎬ 深深感受到祖国历史的厚重ꎬ 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ꎬ 感受到祖国正在崛起的力量ꎬ 进

一步激发了他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ꎮ 为扩大活

动效果ꎬ 兵团媒体及时对活动作了宣传报道ꎬ
带队老师引导 “美德少年” 坚持把自己的所见

所闻写成游记、 编发成微信和小报供大家分

享ꎬ 各学校通过图片展板、 影像专题片、 演讲

会、 主题班会等形式将游学交流成果进行汇报

交流ꎬ 达到少数人出游、 多数人受教育的

效果ꎮ
游学交流活动结束后ꎬ 兵团文明办和援疆

办对游学交流试点工作进行了总结ꎬ 一致感到

赴对口援建省市游学交流活动不仅开阔了边疆

少年视野ꎬ 而且激发了兵团少年的爱国热情ꎻ
不仅为探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路子提

供了启示ꎬ 而且有益于丰富对口援建的内涵和

途径ꎮ

五师双河市高中成就困难职工子女梦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高级中学

通过组织开展以 “心手相牵、 快乐成长” 为主

题的 “六个一” 活动ꎬ 切实有效地将爱心传递

给困难职工子女ꎬ 将正能量传递给困难职工子

女ꎬ 为困难职工子女成长成才提供助力ꎮ 具体

做法如下ꎮ
为解决困难职工子女上学难问题ꎬ 学校建

立了困难职工子女高中三年及特困职工子女大

学四年全程救助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争取湖北援疆资

金为患重病、 大病、 长病的职工家庭、 单亲职

工、 遗孤儿等 ２０ 名特困职工子女申请大学四年

每年 ６０００ 元标准补助ꎬ 确立了特困职工子女从

高中到大学的全程救助ꎮ ２０１５ 年学校通过湖北

援疆资金、 国家助学金、 师市团委 “希望之

星”、 师市工会 “金秋助学”、 博乐农商行 “蒲
公英助学” 等助学项目共为困难职工子女、 特

困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 １３０ ６６ 万元ꎮ
校团委先后联手医务室、 五师医院、 博州

配镜中心每年为困难职工子女免费做一次健康

体检ꎬ 并建立健康卡及档案ꎬ 现场医务人员有

针对性地向学生提出合理的保健意见ꎬ 宣传健

康知识ꎮ ２０１５ 年共为 ２００ 余名困难职工子女免

费进行了健康体检ꎮ
学校争取师市团委、 科技局、 教育局项目

资金组织困难职工子女赴复旦大学、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开展夏令营活动ꎬ 丰富假期生活ꎬ 开

阔视野ꎮ 组织困难职工子女赴小温泉、 赛里木

湖开展 “大美新疆博州行” 夏令营活动ꎬ 让

学生感受家乡美丽山水风光ꎬ 增强爱国爱疆

意识ꎮ
团委先后通过师团委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 兵团五师关工委老同志及五

师医院心理医生定期为困难职工子女进行主题

为 “沟通从心开始” 的心理健康指导活动ꎬ 通

过活动ꎬ 教会困难职工子女拥有阳光心态ꎮ 组

织志愿服务社充分利用 “七彩小屋”ꎬ 每月组

织开展一次文娱活动ꎬ 用 “七彩小屋” 的书

籍ꎬ 电脑、 电子琴等丰富困难职工子女的业余

生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学校成立了棋艺社、 书法社、 文

学社、 音乐社、 模特社等 ３１ 个社团ꎬ 在辅导老

师的带领下ꎬ 吸引了困难职工子女参加ꎬ 为他

们才华展示、 综合素质的提高搭建了成长的平

台ꎮ 志愿服务社还建立了学生与家长、 家长与

学校领导定期通话制度ꎬ 通过家长与学生的交

流ꎬ 让学生了解、 体会父母的艰辛ꎬ 以此激发

学生以优异成绩回报父母、 回报社会的内在

动力ꎮ

４４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十一师三中开展国学经典教育
为切实开展好国学经典教育活动ꎬ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三中成立了国学教育

领导小组ꎮ 按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ꎬ 制定国学经典教育计划和实施

方案ꎮ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实际ꎬ 组织有国学造诣

的教师精心挑选经典内容ꎬ 依据年龄段编印了

«国学经典教材»ꎬ 内容涵盖 «三字经» «弟子

规» «百家姓» «千字文» «孝经» «小学生必

背古诗 ７０ 首»ꎮ 此外ꎬ 还给五年级和六年级学

生汇编了一套国学经典故事读本ꎬ 作为品德与

社会辅助教材在课堂上学习ꎮ
充分利用学生早晨进校和午间读报这两

段时间ꎬ 制定并启动 “晨诵、 午读” 制度ꎬ
让习惯成就素养ꎬ 让素质奠基人生ꎮ 要求学

生每天晨读 ２０ 分钟的国学经典ꎬ 午间读报时

间诵读 １０ 分钟的国学经典ꎬ 力争使每名学生

将 «三字经» «弟子规» «百家姓» «千字文»
«孝经» «小学生必背古诗 ７０ 首» 逐渐背诵

下来ꎮ
在教学楼走廊内、 校园文化墙上张贴 «论

语» «弟子规» «二十四孝故事» 等经典诵读

内容ꎬ 利用校园广播站等宣传阵地每周定期开

办一期古诗文赏析ꎬ 努力营造 “热爱经典ꎬ 走

近经典” 的大环境ꎮ 同时ꎬ 学校以 “读经

典———促内化———重践行” 为主题ꎬ 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 “三个一” 校园文化活动ꎬ 即 “写一

写” “说一说” “比一比”ꎮ “写一写”: 学校校

刊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实际ꎬ 写一写感悟颇深的

心得体会ꎮ 利用写读后感、 办手抄报的方式ꎬ
定期举办国学经典读书成果展ꎮ “说一说”: 各

班级每学期开展一次国学课本剧表演ꎬ 定期召

开国学主题班会ꎬ 鼓励学生畅谈自己的国学经

典学习感受ꎻ “比一比”: 每学期开展一次校级

国学经典讲故事比赛、 国学诗文写字比赛等活

动ꎬ 在活动中将国学知识融汇到学习实践中ꎬ
让学生受益匪浅ꎮ

十二师西山农牧场细小实处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２０１５ 年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西

山农牧场坚持问题导向ꎬ 从落细落小落实入

手ꎬ 大力实施三大工程ꎬ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员干部、 职工群众生

产生活的方方面面ꎬ 取得了可喜成效ꎮ
实施 “六个融入” 工程ꎬ 增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ꎮ 一是融入党员学习ꎮ
把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 干部教

育、 党员培训中ꎬ 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武装头脑、 养成实践上率先垂范ꎮ 二是

融入职工教育ꎮ 通过大宣讲、 道德讲堂等载

体ꎬ 抓好主题教育ꎬ 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ꎮ 三是融入学校教学ꎮ 贯穿于学校管

理和师德师风建设全过程ꎮ 四是融入家庭生

活ꎮ 在 “一推一拉” “一拿一放” “一开一

关” 中接受教育ꎬ 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口口相传、 人人接力ꎮ 五

是融入社会治理ꎮ 努力在创新社会治理、 维

护公平正义中彰显主流价值ꎬ 增强情感认同ꎮ
六是融入全民创业ꎮ 营造干部创事业、 能人

创产业、 群众创家业、 学生创学业的浓厚

氛围ꎮ
实施 “文化引领” 工程ꎬ 形成健康向上的

价值取向ꎮ 一是弘扬兵团精神ꎮ 借助军垦 “十
个一” 故事ꎬ 大力弘扬兵团精神ꎬ 对照兵团精

神找差距ꎬ 进一步增强对兵团事业的认同感、
归属感、 责任感和自豪感ꎬ 不断提升维稳戍边

本领ꎮ 二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ꎮ 坚持把 “我们

的节日” 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抓手ꎬ 广泛开展经典诵读、 道德讲堂活

动ꎬ 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熏陶ꎮ 三是推进精品文艺创作ꎮ 成立

“戈壁烽火职工业余文化团队”ꎬ 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生动活泼、 活灵活现地体现到文艺创

作和文艺演出之中ꎬ 达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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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德在西山” 工程ꎬ 促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ꎮ 一是以道德讲堂培育

人ꎮ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道德讲堂各环

节ꎬ 营造 “学道德、 讲道德、 尊道德、 有道

德” 的浓厚氛围ꎮ 二是以身边典型引导人ꎮ 把

身边的全国三八红旗手、 兵师优秀共产党员、
道德模范、 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写成故事、 编

成剧本、 搬上舞台、 推上微信平台ꎬ 引导人们

见贤思齐ꎮ 三是以公益广告感染人ꎮ 大力开展

公益广告宣传ꎬ 集聚和传递 “街头正能量”ꎬ
引导人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落实在行

动中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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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出席并讲话ꎬ 强调要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新要求ꎬ 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ꎬ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ꎮ

１ 月 ５—６ 日
全国文明办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 ２０１４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取得的成绩和进展ꎬ 对 ２０１５ 年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作出部署ꎮ 会议明确了 ２０１５ 年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是重在理论武装ꎬ
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ꎮ 二是突出三大创建ꎬ 切实把文明

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作为贯穿融入核

心价值观的主战场ꎮ 三是抓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 公益广告制

作刊播和文明网阵地建设 ４ 项工作ꎬ 持续深

化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ꎮ 四是注重改革创新ꎬ
着力推进文明旅游法治建设、 志愿服务制度

化、 诚信建设制度化 ３ 项工作ꎮ 五是在提高

宏观谋划能力、 实际调查能力、 改革创新能

力、 法治思维能力、 探索规律能力 “五个能

力”ꎬ 狠抓班子和队伍建设ꎮ

１ 月 １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文朝荣和李超的先进事迹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

书记文朝荣 ３０ 多年如一日ꎬ 始终牢记党的根本

宗旨ꎬ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ꎬ 带领干部群众把

“苦甲天下” 的穷村子带上了 “林茂粮丰” 的

致富路ꎮ 鞍钢集团鞍钢股份公司冷轧厂 ４ 号线

设备作业区作业长兼党支部副书记李超 ２５ 年如

一日ꎬ 始终坚定 “技术报国” 理想信念ꎬ 把实

现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ꎬ 勤学不辍、 苦练

本领ꎬ 干一行、 钻一行、 精一行ꎬ 主导完成多

项国内外首创、 国际领先的技术改造革新

项目ꎮ

１ 月 １４—１６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贵州调研

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在基

层ꎬ 工作主体在基层ꎬ 任务落实靠基层ꎬ 要坚

持重心下移ꎬ 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ꎬ 打牢基层

基础ꎬ 补齐工作短板ꎬ 使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强起来ꎮ

１ 月 ２２ 日
高德荣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
被当地群众誉为 “一心为民的好县长” 的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高德荣长期

坚守在条件艰苦的地方ꎬ 全身心致力于家乡建

设发展ꎬ 一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先进

事迹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ꎮ 报告

会前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看望报告团成员ꎬ 向高德荣表示亲切慰

问ꎬ 对学习宣传高德荣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提

出要求ꎮ

２ 月 ７ 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三

次全体会议ꎬ贯彻落实中央精神ꎬ研究部

署工作
会议审议了中央文明委 ２０１５ 年工作安排和

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表彰名

单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主任刘云山主持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紧贴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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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改革精神ꎬ 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

作ꎬ 着力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 树立新风

尚ꎬ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

力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ꎮ

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ꎬ并发表重

要讲话
接见活动结束后ꎬ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召开ꎬ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文明委主任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刘延东参加会见并在

大会上宣读表彰决定ꎬ 刘奇葆参加会见并主持

会议ꎬ 栗战书参加会见ꎮ

３ 月 ２ 日
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

报告会前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

记处书记刘云山亲切会见报告团成员ꎬ 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ꎬ 代表党中央ꎬ 向邹碧华亲属表

示慰问ꎬ 并颁发中央组织部追授邹碧华同志的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证书ꎮ 此前不久ꎬ 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ꎬ 邹

碧华同志是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 敢于担

当的好干部ꎮ 他崇法尚德ꎬ 践行党的宗旨、 捍

卫公平正义ꎬ 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ꎬ 敢啃硬骨

头ꎬ 甘当 “燃灯者”ꎬ 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

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ꎮ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政法干部要以邹碧华同志为榜样ꎬ 在全面深

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中ꎬ 坚定理想信

念ꎬ 坚守法治精神ꎬ 忠诚敬业、 锐意进取、 勇

于创新、 乐于奉献ꎬ 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

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ꎮ

３ 月 ４ 日
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布第一批 ５０ 个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 ５０ 名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
旨在组织推动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的先进经验、 学习宣传岗位学雷锋

标兵的先进事迹ꎬ 运用榜样的力量不断深化拓

展岗位学雷锋活动、 推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ꎬ
使这项工作更加多样化、 具体化ꎬ 让雷锋精神

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ꎬ 用雷锋精神

的强大感召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

细落小落实ꎮ

３ 月 ８ 日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发布李元敏、梁
芳、董明珠、王桂云、王焕荣、秦开美、王
丽萍、章金媛、次仁卓嘎、柳清菊等 １０ 位

全国“最美女性”的先进事迹
事迹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自尊、 自

信、 自立、 自强的优秀品格ꎬ 她们不愧为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典范ꎬ 不愧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ꎮ

３ 月 ２４ 日
中央宣传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

在西安召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座谈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刘淇出席会议并

讲话ꎮ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负责人在会上宣读

了 «关于命名首批 “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的决定»ꎬ 与会领导为被命名的志愿服务团队

代表颁发牌匾、 为首都医学专家代表颁发中国

志愿服务联合会个人会员证书ꎮ 陕西省委宣传

部等 ９ 个单位和个人在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ꎬ
各省 (区、 市) 党委宣传部负责人ꎬ 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各会员ꎬ “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代表ꎬ “首都医学专家志愿服务团西部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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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 陕西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 ２００ 余人参加

了会议ꎮ

３ 月 ３０ 日
中央宣传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

“时代楷模”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

柏住院部医疗队和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的先进事迹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医

疗队是一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医疗团队ꎬ 主

要承担麻风病治愈畸残者的医疗、 护理、 康

复以及重症现症麻风病人的救治工作ꎮ 他们

１０ 年如一日坚守在偏僻、 艰苦的山村ꎬ 甘于

寂寞、 无私奉献ꎬ 为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ꎬ 树立了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的

崇高形象ꎮ 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是一支由业

余冬泳爱好者组成的志愿者队伍ꎬ 目前人数

已从成立之初的 １００ 余人壮大到 １１５０ 人ꎮ 广

大队员发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愿

精神ꎬ 恪守行善立德的志愿理念ꎬ 不计得失、
不顾风险ꎬ 长年累月值守江边ꎬ 挽救了数以

百计的生命和家庭ꎬ 用善行义举诠释了人间

大爱ꎬ 谱写了一曲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的壮美乐章ꎮ

４ 月 １ 日
中央文明办在江西省井冈山市召开“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座谈会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总结交流经验ꎬ 安排部署工

作ꎬ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ꎬ 把 “我

们的节日” 主题活动开展得更加扎实有效ꎮ
会议强调ꎬ ２０１５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要以此为契

机ꎬ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ꎬ 着力抓好各具特色、
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ꎬ 弘扬伟大

的抗战精神ꎬ 引导人们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ꎬ 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圆

梦中华的实际行动ꎮ

４ 月 ６ 日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定的«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施行ꎬ全国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工作同时开展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 １—２

年ꎬ 期限自信息核实之日算起ꎮ 根据办法ꎬ 游

客不文明行为指旅游活动中因扰乱公共汽车、
电车、 火车、 船舶、 航空器或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秩序ꎬ 破坏公共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ꎬ 违反

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 民族生活习惯ꎬ 损毁、
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ꎬ 参与赌博、 色情活

动等而受到行政处罚、 法院判决承担责任ꎬ 或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ꎮ 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形成后ꎬ 旅游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

人ꎬ 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ꎬ 挽回不良影响ꎬ 必

要时向公安、 海关、 边检、 交通、 人民银行征

信机构通报ꎮ

４ 月 ８ 日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王聪颖、宝音德

力格尔、关吉文、薛军毅、孙长江、王保

军、胡敏、刘永超、黄墁、尤武健等 １０ 位
“最美基层公安民警”的先进事迹

他们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 不同警

种ꎬ 长期扎根基层一线ꎬ 满腔热情为人民群众

服务ꎬ 他们中有的倾心营造和谐警民关系ꎬ 有

的自觉维护民族团结ꎬ 有的全力保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ꎬ 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ꎮ 他们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ꎬ 展现了新时期人民警

察对党无限忠诚、 对群众无比热爱、 对事业执

着追求的高尚品格ꎬ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人民

公安为人民” 的庄严承诺ꎬ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衷心赞誉和爱戴ꎬ 树立了新时期人民警察执法

为民的良好形象ꎬ 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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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模范ꎮ

４ 月 １５ 日
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ꎬ 要把 ２０１５ 年作为宣传

文化系统 “基层工作加强年”ꎬ 坚持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ꎬ 进一步增添措施、 整合资源ꎬ 在基

层、 在群众中把工作扎实深入地开展起来ꎬ 推

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ꎮ 此前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文化部、 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意见»ꎬ 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群众ꎬ 坚持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ꎬ 坚持整

合资源、 共建共享ꎬ 坚持改革创新、 务求实

效ꎬ 着力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ꎬ 着力加大优

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ꎬ 着力加强设施阵地和

工作队伍建设ꎬ 使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强

起来ꎮ

４ 月 １６ 日
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就印发«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答记

者问
«行动方案» 提出了 １５ 项重点活动项目ꎬ

主要有: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诚信建设制

度化、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 公正文明执法

司法活动、 平安中国建设活动、 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 文明旅游活动、 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 扶贫济困活动、 爱国卫生运动、 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活动、 公众人物 “重品行　 树形象　
做榜样” 活动、 “三严三实” 教育ꎮ

４ 月 ２３ 日
在第 ２０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ꎬ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来到中华书局ꎬ参加读者开放日

活动
强调开卷有益、 读书增智ꎬ 阅读是一个国

家精神发育的基本途径ꎬ 是建设学习大国的重

要内容ꎮ 要大兴读书学习之风ꎬ 引导人们爱读

书、 读好书、 善读书ꎬ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ꎬ 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增强全社会向上向善

的力量ꎮ

４ 月 ２４—２５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河北调研

强调 ２０１５ 年是宣传文化系统 “基层工作

加强年”ꎬ 要进一步增添措施、 整合资源、 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ꎬ 在基层、 在群众中把工作扎

实深入地开展起来ꎬ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

断开创新局面ꎮ

４ 月 ２８ 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隆重

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ꎬ 纪念全世界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盛大节日———五一国际

劳动节ꎬ 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ꎬ 目

的是弘扬劳模精神ꎬ 弘扬劳动精神ꎬ 弘扬我国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ꎮ 大会表

彰了白永明等 ２０６４ 人全国劳动模范ꎬ 吴甡等

９０４ 人全国先进工作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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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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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６ 单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ꎬ启动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会议指出ꎬ 全国道德模范推荐评选活动

旨在用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引领

社会价值取向ꎬ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道德

建设ꎬ 积聚社会发展正能量ꎬ 为落实 “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有力道德支撑ꎮ 会议要

求ꎬ 要坚持高标准评选道德模范ꎬ 突出评选

的权威性、 先进性、 示范性ꎻ 广泛发动城乡

基层的候选人ꎬ 坚持群众路线ꎬ 把推荐重点

放在企业、 学校、 社区、 村镇、 连队等基层

单位ꎻ 严谨有序地做好评选组织工作ꎬ 过程

要真实可靠ꎬ 坚持公平公正ꎬ 确保评选结果

具有高度公信力ꎮ

５ 月 １４ 日
在 ２０１５ 年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ꎬ全国妇

联举行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仪式
隆重揭晓全国 “最美家庭”ꎮ 会上ꎬ 全国

“最美家庭” 向全国广大家庭发出倡议ꎮ

５ 月 ２１ 日
中央宣传部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召开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部署ꎬ 积极创新发展乡贤

文化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任务落细

落小落实ꎮ

５ 月 ２８ 日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ꎬ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向西部 １２ 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部分小学和幼儿园

赠送了一批«中华是我家»优秀童谣图书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

办、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连续开展

了五届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ꎬ 并将征集的优

秀童谣汇编成 «中华是我家» 图书ꎬ 受到广大

幼儿园、 小学师生的欢迎ꎮ

５ 月 ２９ 日— ６ 月 ７ 日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开展“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活动

宣传、 展示百名美德少年事迹ꎬ 引导未成

年人学习身边榜样ꎬ 争做最美少年ꎬ 以实际行

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５ 月 ３０ 日— ６ 月 ２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四川调研

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ꎬ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ꎬ 在重建一个

物质家园的同时ꎬ 构建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

家园ꎮ

６ 月 １０ 日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发布汪宝柱等 １０
户全国教子有方“最美家庭”的先进事迹

汪宝柱、 刘世昌、 刘聪玲、 林双凤、 王克

华、 刘时粘、 何利群、 意西泽仁、 吕昕烛、 贺

俊花等 １０ 户全国教子有方 “最美家庭”ꎬ 崇尚

家庭美德、 注重家庭教育ꎬ 悉心建设家庭这个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ꎬ 用优良家风涵养子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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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ꎬ 用言传身教促进子女成长ꎮ 在全社会公开

发布他们的先进事迹ꎬ 对于引导人们注重家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ꎬ 促进家庭和睦ꎬ 促

进下一代健康成长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６ 月 １５ 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１８ 部门ꎬ在京正式

启动 ２０１５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活动主题是 “尚德守法　 全面提升食品安

全法治化水平”ꎮ 宣传周期间ꎬ 有关部委将以每

天举办一个 “部委主题日” 的形式ꎬ 先后开展

法律法规宣讲、 道德诚信教育、 科学知识普及、
科技成果展示等 ７０ 多项食品安全主题宣传活动ꎮ

６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民政部、中国志愿服务联合

会、全国党建研究会联合在浙江省嘉兴

市召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

动共产党员志愿服务现场交流会”
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刘淇在会上指

出ꎬ 共产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ꎬ 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ꎬ 促进服务的项目

化品牌化发展ꎬ 推进制度化常态化ꎮ

６ 月 ２６ 日
中央宣传部发布“时代楷模”汪勇和毛丰

美的先进事迹
汪勇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

森寨派出所副所长、 咸东社区民警ꎮ 他以对

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

求ꎬ 立足基层、 恪尽职守ꎬ 帮扶困难群众ꎬ
化解矛盾纠纷ꎬ 着力为广大辖区群众热忱服

务ꎬ 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ꎬ
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ꎮ 毛丰美生前是辽

宁省凤城市凤山经济开发区大梨树村党委书

记、 村委会主任ꎮ 担任村书记 ３０ 多年来ꎬ 他

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ꎬ 开拓进取、 勇于担

当ꎬ 团结带领村民艰苦创业、 苦干实干ꎬ 把

昔日贫困落后的穷山村建设成为富裕文明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ꎬ 是新时期农村基层党员干

部的优秀代表ꎮ

６ 月 ２７ 日
中央宣传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开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着眼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ꎬ 深化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ꎬ 深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实践ꎬ 不断巩固全党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ꎬ 凝聚起

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ꎮ

７ 月 ７ 日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７８ 周年暨«伟大胜

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ꎮ

７ 月 １５ 日
中央宣传部在河南省濮阳市召开“全民

敬业行动”工作经验交流会
会议强调ꎬ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按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的部署ꎬ 广泛组织开

展 “全民敬业行动”ꎬ 大力弘扬敬业价值理念ꎬ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好 “八小时、 手上事”ꎬ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系统化、 具

体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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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２４ 日
中央文明办在安徽合肥召开网络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大力加强和改进网络精神文

明建设ꎬ 进一步唱响网上主旋律ꎬ 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ꎮ 会议强调ꎬ
要主动顺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ꎬ 深刻

认识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大意义ꎬ 强化

网络思维ꎬ 积极抢占信息传播技术制高点ꎬ 不

断创新内容形式、 方式方法、 途径载体ꎬ 加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 道德模范和先

进典型的网上宣传教育ꎬ 深入开展网上 “讲文

明树新风” 活动、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网络公

益、 网络文明传播活动ꎬ 大力倡导网络文明新

风ꎮ 积极拓展 “两微一端” 阵地ꎬ 做好 “微传

播” 文章ꎬ 推动 “个性化” 信息服务ꎬ 引导广

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踊跃参与 “微公益”、 传

播 “微文明”ꎬ 汇聚 “微力量”ꎬ 共同营造社会

文明风尚ꎮ

８ 月 １４ 日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浙江湖州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 中央

文明委副主任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ꎬ 秉

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ꎬ 牢

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

本任务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深化文明村

镇创建活动ꎬ 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扮靓美

丽乡村、 美丽中国ꎮ

８ 月 １４ 日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国记协联

合举办的“抵制网络低俗语言、倡导文明

用语”专题座谈会在京召开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ꎬ 中央和北京市新

闻单位、 网站以及社会有关方面代表和学者 ４０
余人出席座谈会ꎮ 中国记协、 首都互联网协会

在座谈会上发布 «抵制网络低俗语言、 倡导文

明用语倡议书»ꎬ 号召新闻媒体和网站负起主

体责任ꎬ 净化语言传播环境ꎮ

８ 月 ２５ 日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ꎬ以
“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为主题ꎬ在大中

小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
广泛进行抗战历史、 抗战精神教育ꎬ 引导

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ꎬ 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树立崇高理想

信念ꎬ 勤奋学习、 崇德向善ꎬ 在实现 “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ꎮ

８ 月 ２７ 日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

发推广应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

范»的通知
要求各地文明办、 民政部门、 团委和各志

愿服务组织要以推广应用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基本规范» 为契机ꎬ 加快推动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建设ꎮ 要通过举办培训班、 研讨会等形式ꎬ
加大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 的宣传普

及ꎬ 组织志愿服务管理人员、 信息系统开发建

设人员、 运营维护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

习ꎬ 全面了解掌握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

范» 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ꎮ 民政部等部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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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基本规范»ꎬ 将全国

志愿者队伍建设信息系统升级改造为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ꎬ 提供给各地区、 各部门和志愿

服务组织无偿使用ꎬ 尽快实现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的互通互联、 信息共享ꎮ «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基本规范» 由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和共

青团中央组织有关单位制定ꎬ 是我国志愿服务

信息化建设领域第一个全国性行业标准ꎮ

９ 月 ３ 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ꎬ 我们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就是要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

平、 开创未来ꎮ 会后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ꎮ

９ 月 １５ 日
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中央宣传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授予丁寺钟等 ５４ 名艺

术家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荣誉

称号ꎮ

９ 月 １９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ꎬ参加全国

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强调要持之以恒做好科普工作ꎬ 不断提高

全民科学文化素养ꎬ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

力ꎬ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ꎮ

９ 月 ２０—２１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云南调研

强调媒体是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和互

联互通的重要纽带ꎬ 要加强合作传播能力建

设ꎬ 采取多种方式与周边国家媒体开展交流合

作ꎬ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营造于我有利的周边舆论环境ꎮ

９ 月 ２４ 日
中央宣传部、中国记协召开新闻道德委

员会试点工作交流研讨会
要求全国各省区市 ２０１５ 年年内都要建立省

一级新闻道德委员会ꎮ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０ 月 ８ 日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中国关工委共同举办了全国未成

年人“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活动依托中国文明网、 央视网和中国未成

年人网开展ꎬ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６ 周

年为契机ꎬ 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ꎬ 组织引导广大未成

年人在网上面向国旗敬礼并签名寄语ꎬ 参与网

下教育实践活动ꎬ 学习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ꎬ
学习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ꎬ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培养和树立听党话、 跟党

走的信念ꎬ 抒发热爱祖国、 祝福祖国的情感ꎬ 表

达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努力学习、 全面发展

的远大志向ꎮ １０ 天活动期间ꎬ 参与向国旗敬礼

人次达 ８６００ 万ꎬ 网上留言寄语 ３１５ 万余条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在京举行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在京召开ꎬ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文明委主任刘云山会

见了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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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讲话ꎮ 刘奇葆、 刘延东同志参加会

见ꎮ 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评选表彰道德模范

作出的重要批示ꎬ 批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

范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ꎬ 深刻阐述了评选

表彰道德模范的重要意义ꎬ 就深入开展宣传学

习道德模范活动、 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ꎮ 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ꎬ 王

福昌等 ６２ 名同志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ꎬ 廖理纯等 ２６５ 名同志被授予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晚ꎬ 举行了隆

重的授奖仪式ꎮ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调研文艺界开展“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情况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扎实开展 “深
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ꎬ 推动广大

艺术家到基层去、 到人民群众中去ꎬ 不断增进

对人民的感情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ꎬ 用生活之源育艺术常青ꎬ 创作更多群众欢

迎的精品佳作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

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贯彻党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

见ꎬ 提高思想认识ꎬ 强化文化担当ꎬ 深化落实

措施ꎬ 巩固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ꎮ 此前ꎬ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下发ꎬ 主要包括 ６ 方面内容: 一、 做好文艺工

作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ꎻ 二、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ꎻ 三、 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

义文艺的灵魂ꎻ 四、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ꎻ 五、 建设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ꎻ 六、 加强

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等

部门联合下发通知ꎬ在全国开展宣传推

选 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者、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１００ 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１００
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志愿服务“四个

１００”先进典型活动
开展这项活动ꎬ 是褒扬嘉奖志愿者的重要

举措ꎬ 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 推动形成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ꎻ 有利于广

泛宣传最美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的时代风采ꎬ 展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的积

极成效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良好形象ꎬ 增强

志愿者的积极性和荣誉感ꎬ 让人们学有榜样、
见贤思齐ꎻ 有利于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ꎬ 培育志愿文化ꎬ 引导志愿服务由

心而生ꎬ 营造向上向善、 互帮互助的浓厚社会

氛围ꎮ

１０ 月 ２７—２９ 日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同志到江

苏省张家港市、浙江省湖州市调研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
在张家港召开的座谈会上ꎬ 夏伟东指出ꎬ

２０ 多年来ꎬ 张家港市始终坚持 “一把手抓两

手ꎬ 两手抓两手硬”ꎬ 在创建惠民、 常态长效、
城乡一体等方面成效显著ꎬ 张家港的文明城市

建设 “看得见、 摸得着、 有厚度”ꎬ 获得全国

文明城市 “四连冠” 实至名归ꎮ 夏伟东强调ꎬ
当前精神文明建设要牢牢把握和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做到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ꎬ 人民群众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同步提升ꎬ 着重抓好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ꎬ 认真谋划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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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规划ꎬ 把文明创建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工作中ꎮ 夏伟东希望张家港市继续发挥好

示范引领作用ꎬ 不断提升文明城市建设水平ꎬ
多出成果ꎬ 多出经验ꎬ 多出品牌ꎮ 在湖州调研

期间ꎬ 夏伟东指出ꎬ 近年来ꎬ 湖州市在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重要思想指导下ꎬ 牢牢把

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任

务ꎬ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ꎬ 大力推进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ꎬ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 走在了全

国前列ꎮ 夏伟东指出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湖州举行ꎬ 对

进一步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了部署ꎮ
希望湖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ꎬ 坚持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ꎬ 以

创新的思维、 务实的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ꎬ 继

续保持前列位置ꎬ 为全国创造更多经验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视频会议ꎬ就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作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强调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ꎬ 思想上高度重视、 行动上步调一

致ꎬ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ꎮ
刘奇葆强调ꎬ 要全面准确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 精神ꎬ 深入解读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形势的基本判断ꎬ 解读重要战略机遇

期内涵的深刻变化ꎮ 要深入宣传 “十三五” 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 基本

理念和重大举措ꎬ 宣传坚持创新发展、 协调发

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是关系发

展全局的深刻变革ꎬ 增强人们贯彻落实的自觉

性主动性ꎮ 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ꎬ 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ꎮ

１１ 月 ２ 日
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

员干部推荐第十一批学习书目
书目包括 ７ 种图书: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 (党员干部

读本) » « “一带一路”: 机遇与挑战» «谢觉

哉家书» «工业 ４ ０ 大革命» 和 «抗日战争»
(１—３ 卷)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召

开媒体通气会ꎬ就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ꎬ建立健全跨部门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的有关情况进行解读
此前ꎬ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工商总局、

中央文明办、 最高人民法院、 教育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３８ 个部门联合签署了 «失信企业协同

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 并印发实施ꎮ 国

家工商总局企业监督管理局局长马夫在解读时

重点说明了 ３ 点: “１＋３７>３８”ꎬ 协同共治解决监

管顽疾ꎻ ９０ 项措施ꎬ 制假售假将被市场抛弃ꎻ
持续推进ꎬ“黑名单” 将成更严惩戒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中央宣传部发布“时代楷模”空军政治部

文工团创作员阎肃的先进事迹
阎肃同志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的坚定信

念ꎬ 讴歌时代、 铸就精品的责任担当ꎬ 勇立潮

头、 追求卓越的奋斗激情ꎬ 艺德高尚、 淡泊名

利的人格风范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
中央宣传部等 １２ 部门在湖北麻城联合

召开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２０ 周年工作座谈会
强调要围绕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推进城乡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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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ꎬ 坚持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质结合起

来ꎬ 把提供服务与教育引导结合起来ꎬ 着力完

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ꎬ 着力普及科学知

识、 弘扬科学精神ꎬ 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

件ꎬ 不断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

质、 健康素质ꎬ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ꎮ 会

上ꎬ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文明办主任黄坤

明同志讲话ꎬ 科技部、 司法部、 农业部、 文化

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共青团中央、 全

国妇联、 中国科协负责同志发言ꎮ

１２ 月 １４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第六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表彰

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ꎬ
面向基层、 补齐短板ꎬ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ꎬ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ꎬ 保

障和改善文化民生ꎬ 让人们得到充实的获得

感、 稳稳的幸福感ꎮ

１２ 月 １６ 日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

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ꎬ 各国应该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网络空间

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ꎬ 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

的未来助力ꎮ 强调应该坚持构建良好秩序ꎬ 依法

治网、 依法办网、 依法上网ꎬ 同时要加强网络伦

理、 网络文明建设ꎬ 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ꎮ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

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进行第二十九次集

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ꎬ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ꎮ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ꎬ 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

鲜明主题ꎮ 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ꎬ 大

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

和强大精神动力ꎮ 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就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ꎬ 并谈了意见和建议ꎮ

９５８


